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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漢學家英國漢學家閔福德閔福德
歷時十二年之易經英譯歷時十二年之易經英譯

http://www.freesandal.org
http://www.freesandal.org/?p=30175
http://www.freesandal.org/wp-content/uploads/U348P5058DT20141115014820.jpg
http://zh.wikipedia.org/zh-tw/%E9%96%94%E7%A6%8F%E5%BE%B7
http://www.freesandal.org/wp-content/uploads/Xiantianbagua.png


紅樓夢紅樓夢 ‧大觀園大觀園

《《易經易經》第二十卦》第二十卦 ‧‧風地觀風地觀

觀觀：盥而不荐，有孚顒若。：盥而不荐，有孚顒若。

彖曰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荐，有孚顒若，下觀而：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荐，有孚顒若，下觀而
化也。化也。  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  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象曰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初六初六：童觀，小人無咎，君子吝。：童觀，小人無咎，君子吝。
象曰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六二六二：窺觀，利女貞。：窺觀，利女貞。
象曰象曰：窺觀女貞，亦可丑也。：窺觀女貞，亦可丑也。

六三六三：觀我生，進退。：觀我生，進退。
象曰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六四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象曰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觀國之光，尚賓也。

九五九五：觀我生，君子無咎。：觀我生，君子無咎。
象曰象曰：觀我生，觀民也。：觀我生，觀民也。

上九上九：觀其生，君子無咎。：觀其生，君子無咎。
象曰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觀其生，志未平也。

《《論語論語 ‧學而篇學而篇》》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論語論語  ‧為政篇為政篇》》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

【【若果若果】『】『一葉知秋一葉知秋』，履霜繼至堅冰，所以或有『』，履霜繼至堅冰，所以或有『深謀遠慮深謀遠慮』，善採『』，善採『先天先天
下之憂而憂下之憂而憂』之『』之『舉措之旨舉措之旨』。所謂的『』。所謂的『大觀在上大觀在上』是說『』是說『自然人生法則自然人生法則』，』，
『『順而巽順而巽』是講『』是講『順應自然律順應自然律』而且『』而且『深入其理深入其理』，這就是『』，這就是『觀觀』之大者！！』之大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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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之《生》是一，《生生》故為多。所謂『數』始於一，然後二，然後三，天地之《生》是一，《生生》故為多。所謂『數』始於一，然後二，然後三，
然後很多很多。恰似古今中外，都有個『函三』『惟然後很多很多。恰似古今中外，都有個『函三』『惟 ‧‧唯』一的說法︰唯』一的說法︰

西︰西︰  聖父，聖子，聖靈聖父，聖子，聖靈

東︰東︰  太易、太初、太始太易、太初、太始

於是千百億年之後，『眾生』蔚為『大觀』，有人開始用『理性』之『眼』，於是千百億年之後，『眾生』蔚為『大觀』，有人開始用『理性』之『眼』，
欲觀宇宙『欲觀宇宙『大霹靂大霹靂』之『開天闢地』的『溫柔』。尋找元初的』之『開天闢地』的『溫柔』。尋找元初的

立德，立功，立言立德，立功，立言

，卻是，卻是

不見其『德』，有『道』不見其『德』，有『道』

難覓其『功』，成『果』難覓其『功』，成『果』

不知其『言』，現『象』不知其『言』，現『象』

，當真『，當真『不識廬山真面目不識廬山真面目』的耶！』的耶！

 

因此現今有人欲察『派生』之『博多』，當如何求『其一』的呢？『物』有因此現今有人欲察『派生』之『博多』，當如何求『其一』的呢？『物』有
『始』『中』『終』，或求『其始』的吧︰『始』『中』『終』，或求『其始』的吧︰

『『東西東西』』  Object 為本！為本！

這個『這個『阿堵物阿堵物』彷彿可『比擬』於《易經》之』彷彿可『比擬』於《易經》之  天地定位天地定位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
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昔者聖人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昔者聖人
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
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
易六位而成章。易六位而成章。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
逆，是故易逆數也。逆，是故易逆數也。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
之，坤以藏之。之，坤以藏之。

追跡『八卦』之祖者乎？？追跡『八卦』之祖者乎？？

Shell

pi@raspberrypi ~ 
$ python3
Python 3.2.3 
(default, Mar  1 
2013, 11:53:50) 
[GCC 4.6.3] on 
linux2
Type "help", 
"copyright", 
"credits" or 
"license" fo r 
more information.
>>> class 八卦
(object):
...     def 
__init__(self):
...         self.祖="太
極"
...         self.名="不
能問"
...         self.義="不
可說"
...     def 相對(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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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raspberrypi ~ $ python3
Python 3.2.3 (default , Mar  1 2013, 11:53:50)
[GCC 4.6.3] on linux2
Type "help", "copyright ", "credit s" or "license" for more informat ion.
>>> class 八卦八卦 (object ):
...     def  __init__(self ):
...         self .祖祖="太極太極 "
...         self .名名="不能問不能問 "
...         self .義義="不可說不可說 "
...     def  相對相對 (self ):
...         raise NameError("無法度無法度 ")
...
>>> 路人甲路人甲=八卦八卦 ()
>>> 路人甲路人甲 .祖祖
'太極太極 '
>>> 路人甲路人甲 .名名
'不能問不能問 '
>>> 路人甲路人甲 .義義
'不可說不可說 '
>>> 路人甲路人甲 .相對相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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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人甲路人甲 .相對相對 ()
T raceback (most  recent  call last ):
  File "<stdin>", line 1, in <module>
  File "<stdin>", line 7, in 相對相對
NameError: 無法度無法度
 
>>> class 乾乾 (八卦八卦 ):
...     def  __init__(self ):
...         super().__init__()
...         self .名名="乾乾 "
...         self .義義="天天 "
...         self .象象="☰☰"
...     def  相對相對 (self ):
...         return 坤坤
...
>>> 天天=乾乾 ()
>>> 天天 .祖祖
'太極太極 '
>>> 天天 .名名
'乾乾 '
>>> 天天 .義義
'天天 '
>>> 天天 .象象
'☰☰ '
 
>>> class 坤坤 (八卦八卦 ):
...     def  __init__(self ):
...         super().__init__()
...         self .名名="坤坤 "
...         self .義義="地地 "
...         self .象象="☷☷"
...     def  相對相對 (self ):
...         return 乾乾
...
>>> 地地=坤坤 ()
>>> 地地 .祖祖
'太極太極 '
>>> 地地 .名名
'坤坤 '
>>> 地地 .義義
'地地 '
>>> 地地 .象象
'☷☷ '
>>> 地地 .相對相對 ().名名
Traceback (most  recent  call last ):
  File "<stdin>", line 1, in <module>
At t ributeError: t ype object  '乾乾 ' has no at t ribute '名名 '
>>> 地地 .相對相對 ()().名名
'乾乾 '
>>> 地地 .相對相對 ()().義義
'天天 '
>>> 地地 .相對相對 ()().象象
'☰☰ '

 

 

── 又誰管『點點點』又誰管『點點點』… dot dot dot 是何意的呢？是何意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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