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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 切 記 
 

要知道占卦師有沒有真材實料，必

須： 

 

1) 要求占卦師 批算 出事件的 

過去 的情況或處境 

 

2) 要求占卦師盡量說出事件的

「原因」 

 

3) 不可 在占卦之前把整件事情

的詳細來龍去脈告訴占卦師 

https://www.fozhu920.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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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門易」可以為你提供以下的 
「分析」和「建議」 

 
A、  婚姻、愛情 

1. 男（女）友對妳（你）是真心還是假意？ 

2. 男（女）友表面對妳（你）如何，內心

又對妳（你）如何？ 

3. 男（女）友性格如何？ 

4. 男（女）友可否成為理想終身伴侶？ 

5. 和男（女）友的這段情能否長久？ 

6. 何時有真正的姻緣運？ 

7. 男（女）友會否欺騙妳（你）的感情？ 

8. 丈夫（太太）表面對妳（你）如何，內

心又對妳（你）如何？ 

9. 丈夫（太太）性格如何？ 

10. 丈夫（太太）是否在外面有第三者？ 

11. 和丈夫（太太）會否離婚？ 

 

B、  財運 

1. 有無橫財運？ 

2. 能否追債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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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工作、生意 

1. 工作前景如何？ 

2. 有無機會升職？ 

3. 能否找到工作？ 

4. 有無機會轉職？ 

5. 生意前景如何？ 

6. 生意成敗？ 

7. 是否適合投資做生意？ 

8. 這一單生意有無錢賺？ 

9. 貨物能否脫手賣出？ 

10. 會否被合股的股東欺騙連累？ 

11. 合股的股東表面對你如何，內心又對你

如何？ 

12. 工程能否中標？ 

13. 新店舖的生意前景？ 

14. 分店生意是好是壞？  

 

D、  聘請家庭傭工 

1. 傭工的性格如何？ 

2. 傭工是勤勞或懶惰？ 

3. 傭工表面對你如何，內心又對你如何？ 

https://www.fozhu920.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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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傭工會否害你？ 

5. 傭工會否欺騙連累你？ 

6. 傭工會否虐待你的子女？ 

7. 傭工會否勾引妳丈夫？ 

 

E、  聘請公司員工 

1. 員工的性格如何？ 

2. 員工是勤勞或懶惰？ 

3. 員工表面對你如何，內心又對你如何？ 

4. 員工會否害你？ 

5. 員工會否欺騙連累你？ 

6. 員工對你的事業有沒有助力？ 

 

F、  考試、升學 

1. 能否被派去理想的學校？ 

2. 能否考入大學？ 

3. 考試成績是好是壞？ 

4. 是否適合出國留學？ 

 

G、  官司 

1. 官司能否勝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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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出門旅行吉凶 

1. 這次出門旅行是否平安？ 

2. 這次出門旅行，會否破財被盜，失去財

物？ 

3. 是否適合移民？ 

4. 移民後的生活是好是壞？ 

 

I、  股票投資 

1. 這次投資股票，能否獲利？ 

2. 你想買的股票，股價是會升還是會跌？ 

https://www.fozhu920.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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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門四秘簡介 
 

甲、  「奇門四秘」包括以下四種
「周易」應用技術： 

一. 「奇門十天盤」(風水)。 

二. 「奇門數」(命理推算)。 

三. 「奇門易」(諮詢問事) 

四. 「奇門遁」(即活奇門，和奇門遁甲兩

種技術結合) 

 

乙、 「奇門四秘」的效用 
A. 改善健康 

B. 達致和諧生活 

C. 節省人力、物力、財力、時間 

D. 提供建議，讓你作出明智的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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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朋友，這本書，不管你是珍而重之的細

細玩味，或是當作消閒式的輕輕瀏覽，相信

日後都會為你帶來或多或少的啟發或裨益。 

三國演義中的諸葛亮，凡事能洞燭先

機，你知道他用的是甚麼技術嗎？可以告訴

你，他的秘密武器就是「奇門四秘」。 

這本書，可以提供方法讓你知道風水

師、命理算命師、占卜師的技術水準如何。

不論是擺地攤的，或是開班授徒的名師，你

都可以檢測出他們是否有真材實料。 

這本書所提出的問題，當中可能有很多

是你曾經想過且疑惑過，又或者有很多問題

是你想也未曾想過的，現在反而引發出你有

相同的一連串問號，或許因而擴濶了你的思

維，喚醒你的邏輯分析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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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這本書的目的，是希望大家對「周易」

有真正或正確的理解，對風水有真正或正確

的認識，對算命有真正或正確的看法，對占

卦有真正或正確的觀念。  

 

2005 年 11 月  周建光 寫於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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