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部份：高雄面授班同學問題 

 
第一問——陳×潔同學問其父之病情 
 

甲劫財              24  辛未 
劫財  甲寅  丙傷官              34  壬申 

戊正財              44  癸酉 
                    54  甲戌 
戊正財              64  乙亥 

正財  戊辰  乙比肩              74  丙子 
癸偏印                

 
日元  乙酉  辛七殺 
比肩  乙酉  辛七殺 
         
※同學簡述此造概况：本造乃我父親，民國 3 年 4 月 5 日酉時生。他在今

年（丁卯年）的國歷 12 月 30 日（即農歷十一月十日），因左腳嚴重發炎，引起

血壓下降，住進高雄長庚醫院加護病房己好幾天（因有動手術將左腿發炎敗死之

肌肉悉予取出），手術後之復原情况不甚樂觀，醫生說如果繼續這樣下去的話，

有可能必需截肢，將左腳鋸掉以保命。請問老師——①是否左腳可保留得住？②

最近是否可能出院？③如果能醫好，日后會否再復發？     
◎老師答：本造今年（丁卯年）七十四歲，在今年的立秋后第 24 天開始交

入丙子大運，這個丙子大運跟壽元有極大的關系。兹就所詢問題作如下分析： 
⑴原局有戊、己土的人遇到丙、丁歲運，或原局有丙、丁火的人遇到戊、己

歲運，其發生血光的機率比較高，衹是血光程度輕、重之差別不同而已；由於令

尊八字月幹見戊土，又遇到丙子大運的丁卯流年，所以會有因病開刀而見血光之

事。 
⑵就「血光」這件事情而論，由於令尊八字見戊土，如今又已確知他在 74 歲

丁卯年犯血光， 那麼，這個血光的時間涵蓋範圍大概會延伸到 75 歲戊辰年的丙、

丁月才停止；也就是說，令尊這次的腿疾想要真正趨於穩定或受到較佳控制，須

至戊辰年的農歷三、四月份。 
⑶由於令尊此次的毛病出在肌肉方面（腿肌壞死），而在五行中，「土」乃代

表肌肉，75 歲戊辰年，太歲幹支恰好屬土，這一年的土氣是從正月立春開始「長

生」，對於患有肌肉、皮膚或胃腸毛病的人，比較有治愈或改善的機會（當然，

除了戊辰年以外，接下去的己巳、庚午、辛未等年也有相同的論證）。所以，我

建議陳同學先不要立刻遵從醫師指示去作「截肢」的決定，等到立春（農歷十二

月十七日）以后或過完春節以後再視令尊實際病况來作這個決定，因為我認為令

尊腿疾自動生肌并逐漸緩慢康復的機率很大。     
⑷我們從事哲學研究的人，仍然別忘了要盡量優先信任科學（包括醫學），唯

在時間上應該拿捏得恰到好處，不可輕率誤了人家，我們研究命理學，說穿了，

就是專門在研究「時間」，研究有成的人，便有資格成為「時間專家」。我之所以

建議陳同學等到立春後才作決定，是因為現在已經是癸醜月（丁卯年農歷十一月

十七日交小寒，已屬十二月之節令）了，根據你所報告的病况來推測，令尊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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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短期内尚不受威脅，從使到時候非鋸掉左腳不可，也衹差在早鋸跟晚鋸而已；

但是，如果我們等到立春后觀察他的造肌功能的變化再來作定奪，非但沒有多大

損失，甚至有可能真的長出肌肉來，保住了一雙腳也說不定。大家千萬別忽略了，

雙腳完整的人跟少了一雙腳的人，他的人生命運差別有多大，故對這個問題不得

不以嚴肅、謹慎的態度來面對它。 
⑸如果以五行的方向屬性來論，令尊這次的血光與「火遭土泄」有極大關聯，

因火代表血液，若遭土泄則容易引發流血事征（包括體内出血或體外出血）；欲

減輕此種現象發生之機率或程度，衹有用水來規範丙、丁火，或者用木來制裁土，

使火靜止不外泄或使土受牽绊而無能力去泄火。所以，當初令尊由屏東潮州之居

處往高雄長庚醫院就醫，在方位上的選擇并非恰當（因高雄乃在屏東之西方），

幸好高雄長庚醫院本身是朝北，而且面對澄清湖，均有水來降低丙丁火所含射的

血光程度，現在總算順利完成開刀手術，挖掉小腿上所有壞死之肌肉，尚無性命

之憂，這是不幸中之大幸．，目前之問題是挖掉的部分一直不能長出新肌肉，而

且傷口周圍的肌肉還有淤血轉黑，逐漸惡化的迹象，醫生表示若此種情况持續下

去，恐怕需要動「截肢」手術，犧牲掉一條腿以保住性命。我認為，如果要以五

行的方位來化解「截肢」的血光之灾，宜先转往东方或朝东的医院，然后再转往

南方或朝南的医院，如此或有某些助益，何妨姑且試之。    
⑹令尊此次的病情，不會在短期間完全康復，可能需調養至 76 歲己巳年的下

半年才能完全好转，一旦好转后，即不會再復發同樣的毛病，但有可能須注意丙

子大運（74 歲~~84 歲）壽元已届的问题，到時對其壽元構成威脅的毛病不是腿

疾，而是心臟（丁火所含射）或肝臟（乙木所含射）或泌尿系统（包括腎臟、膀

胱及糖尿病等，乃壬、癸水所含射）等方面的毛病。 
 
 
第二問——陳×潔同學兩周後再問其父病情 
    

甲劫財              24  辛未 
劫財  甲寅  丙傷官              34  壬申 

戊正財              44  癸酉 
                    54  甲戌 
戊正財              64  乙亥 

正財  戊辰  乙比肩              74  丙子 
癸偏印                

 
日元  乙酉   辛七殺 
比肩  乙酉   辛七殺 
 
※同學簡叙此造概况：上次遵照老師所矚，决定暫時先不為家父做「截肢」

手術，繼續留在高雄長庚醫院追踪治療，然一直未有明顯好轉之迹象，到了國歷

一月廿七日（農歷十二月初九日），不得不將家父再轉回至故鄉屏東潮州的蔡外

科治療，目前左腳已經生肌好轉，大獲改善。不過，腳雖逐漸復元，但卻引發心

臟無力，嚴重食欲不振，不思飲食，身體非常虛弱。請問老師：現在家父繼續留

在蔡外科長期治療是否適宜？不知要多久才能康復？有无性命之凶險？ 
◎老師答： ⑴既已照五行方位轉回東方之醫院治療，且已達成生肌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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挽救了一條腿，免除了截肢之血光，首要目的既己達成，那麼可以視情况再轉至

朝南的大醫院長期療養（最好這家朝南的醫院是在南部更佳，譬如高雄醫學院），

或者是選擇大門朝向「亥」方、「寅」方、「巳」方、「申」方等醫院。 
⑵由於令尊腿疾已明顯好轉，衹是產生心臟無力的後遣癥，我在上一次的分

析中曾經提到，心臟病極有可能對令尊之壽元構成威脅（其他尚應注意者為「肝

病」或「泌尿疾病」）。為什麼呢？因為令尊現行丙子大運，運幹「丙」火為傷官，

會大量泄耗時柱（即代表晚年階段的乙酉該柱）的天幹乙木元神之氣，而運支「子」

水又會將月令提綱「辰」土合化成水，而辰中藏有乙木，是日主元神在地支中唯

一的「真正影子」現在遭合化，連影子都消失了，這對老年人是不祥的，何况，

丙子大運的幹支本身就是水、火交戰之局，其電磁波之激蕩甚為強烈，令尊在晚

年走入這樣的大運是很難經受得起的，我之所以說他的壽元可能在此就是這個原

因，然而應該不是在 75 歲戊辰年，而是需注意 76 歲己巳年或 79、8l 歲（壬申、

甲戌）这兩年。 
⑶至於你問令尊這次的各項疾病要多久才會完全康復的問題，我在上次已經

有說過，「血光」的危險期可能需至戊辰年的農歷三、四月（丙、丁月）才能完

全脫離，而且在戊辰年的腿疾生肌功能方面治愈率頗高，所以最保守的估計，至

遲在戊午月（75 歲的農歷五月）就可以出院回家享受與家人團圆之樂，以上是

針對這次的疾厄而言。至於后年（76 歲己巳年》的壽元第一關能否安然渡過，

則老師不太敢保證。 
 
 
第三問——赖×宗同學問其本身事業等各項問題 
 

戊比肩               2  丙午 
偏財  壬辰  乙正官              12  丁未 

癸正財              22  戊申 
                    32  己酉 
丙偏印              42  庚戌 

正官  乙巳  庚食神              52  辛亥 
戊比肩                

 
甲七殺 

日元  戊寅 丙偏印   
戊比肩 
 
丁正印 

比肩  戊午 己劫财 
 
※賴同學問：請問老師如下幾個問題——⑴本人命造之喜神與用神為何？⑵

本人適合當工廠负责人嗎？欲至泰國設廠可行否?⑶今年（37 歲戊辰年）運道如

何？會否犯劫財或官訟?⑷買房子之適合方位及辦公桌之方位？ 
◎老師答：⑴你的八字雖然火土非常旺盛，日主氣勢很強，但因見透藏的水

木約制，故不能論為「專旺格」而應以普通格局視之，最宜用「金」來泄秀，喜

水來轉承發榮；也就是說，你的八字的用神是金，喜神是水，至於「木」呢？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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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喜、忌參半，大體而言，遇到甲木較好，遇到乙木較多糾纏。以上所謂的喜用

神，一般都用之於觀察大運時空之浮沉順逆，對於範圍較小的流年時空則不盡適

用；觀察流年，比較着重「陰陽五行的調和」、「六神的生克制化」以及「幹支的

衝、合、會、刑、穿和十二生死歷程」反而不必太過着重於喜用神。 
 ⑵依我的經驗，凡是八字中「日主」的氣勢強於「財星」的人（注意：此處

針對「日主」和「財星」兩者氣勢之比較，并不涉及食傷、官殺和印星），一般

都較適合在工業界（即生產業、制造業、加工業和技術性行業主總稱）中發展，

至於到底是適合自己創業當老板，或適合在工業界中從公就職，那就需要做更深

入的統計調查了。根據上述，你應該很適合在工業界中發展，而且你的大運從

32 歲開始，一路金水喜用，氣運非常好，如有機會，自己開工廠當老板一定錯

不到那裹去。另外，你問到欲至泰國設廠的問題，我想，泰國的地理位置是在臺

灣（你的出生地）之「申」方，屬金，現你又行西方金運，以長程的眼光來看，

應該是可以的，不過還是要做穩當的規劃，謀定而后動才好，如果在今年去設廠

（戊辰年），可能要刻苦經營到民國 81 年（壬申年）以后始能嘗到豐碩的美果。     
 ⑶你的八字既然是喜用金水，那麼 22 歲以前走丙午、丁未運，大概家道并

不會很好；22~~32 歲走戊申大運，本來見到申金是很好的，但因與日支「寅」

木相衝，申中所長生的壬水偏財被衝掉，所以這段運程是拼命努力創業追求財利，

但財一生出即被衝，左手進，右手出，而且還可能入不敷出，一天到晚軋借款、

會錢或支票，像這重不穩定的用神運，如果從公就職應該比較好，如果一定要自

己出來創業，也應該從小規模做起，并且要守成，不能好高騖遠，操之過急，否

則欲速則不達，那種痛苦是難以形容的。照我推算，你在戊申運的 29 歲庚申流

年會有一個大變動，這個變動有可能是你一生前途的轉折點，我并不是說你 29
歲開始就會很好，而是說這個 29 歲的變動極可能對你的未來造成不可思議的催

化作用；不但如此，我還可以肯定的告訴你，你 29 歲那年所從事的事情，其性

質完全不同於以前所做過的，也就是說，是一種嶄新的冒險或嘗試，但經濟情况

仍然不會有很大的改善（因為還在戊申大運中）；到了 32 歲癸亥年，又有一個事

業上的大變動，這次的變動非常好，而且其事業性質跟你 29 歲那年所做的變動

有極大的關連；由於 32 歲已經交上了己酉大運，這個「酉」可以與原局的辰和

巳结合成用神，又沒受到太大傷害，所以能夠確定是好運（最起碼是比戊申運穩

定得多），此後的 33 歲甲子年，因與原局時柱天克地衝，衝去了流年子水財星，

可能會為財操極大的心，但一定不會有危險；34 歲乙醜年，工作較繁重勞累，

但財利甚佳；35 歲、36 歲丙寅、丁卯年，雖然丙、丁是忌神，但是我前面已經

說過，流年不一定受喜用神之約束，只要注意命、運、歲三者間的陰陽五行、六

神、幹支等的各項對應關系即可；我看丙寅年最穩定，你一定賺錢賺得不亦樂乎，

丁卯年則見「卯酉衝」及「寅卯辰三會方」，一衝一會，大運用神「酉金」稍受

動蕩，但程度不大，雖難免一失，唯亦另有一得，中間虛驚一場而己，整體言之，

36 歲丁卯年還是得多於失；37 歲戌辰年，辰酉合金，化忌為喜，前半年之流月

皆木、火、土，勞碌耗財（但乃有目的之耗財），后半年之流月皆金、水，財源

滾滾，擋都擋不住；到了 38 歲己巳、39 歲庚午、40 歲辛未，要逐漸分散風險，

穩扎穩打，切忌冒失躁進，尤其是 40 歲辛末該年。 
 ⑷丁卯年下半年至戊辰年上半年這一年間，會有一點財務糾紛，并牽涉到官

訟是非事件，但無傷大雅，後時會自然化解，故可以平常心處理該類事件。此外，

38 歲，42 歲這四年中，幾乎每年都會有一點官訟或是非，但都不會對你的事業

構成太大威脅，衹要多留意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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⑸因為你的日支坐寅，所以在不知不覺中，由你自己作主購買的房子或安排

的辦公桌，多數皆會朝東或朝南，有時也可能略偏東南或西北（寅中所藏戊土影

響），如果要改善命運機緣，必須要有長期的盡心與毅力，選購朝西或朝北或略

偏西北的房子來住，至於辦公桌和床鋪的方位選擇亦同此理。 
◎賴同學事后親自報告其實際命運歷程：⑴從小家境并不富裕，刻苦完成大

學學業。 
⑵26 歲退伍后在臺北一家貿易公司上班就職（注：貿易公司在事業型態上

屬於「商業」不屬「工業」），就職九個月后即辭職，野心勃勃的自行在臺北開設

貿易公司，從 27 歲~~29 歲三年中，搞得焦頭爛額，虧損累累，幾乎面臨倒閉之

噩運。 
⑶29 歲结束貿易公司，在極端彷徨失意之下，空手南來高雄應徵謀職，在一

家高爾夫球具工廠找到了安身之所，這是一個我以前從來沒接觸過的陌生行業，

所以抱着非常戰戰兢兢的態度全力以赴，同時拼命加強訓練自己的英文能力，協

助老板處理外國客戶之各項問題，24 小時不分晝夜替公司接聽外國客戶之電話

（因為時差之關系，歐美地區之白天恰為臺灣之夜晚）。 
⑷在高雄那家外銷工廠做了三年，非但受到老板的肯定，同時更受到幾位外

國客戶的贊賞，紛紛鼓勵我自行設廠，他們願意跟我交朋友，購買我的產品，而

我那時根本身無分文，僅足糊口，實在不敢造次，後來禁不起外國客戶的不斷鼓

勵，在 32 歲癸亥年才與我太太商量，向其娘家親友東湊西拼的借了新臺幣八十

萬元，搭個簡陋的廠棚，買幾組破爛的機器，就這樣成立了一家小工廠。 
⑸因為小工廠產量不多，而外國客戶的訂單卻不斷支持性的涌進，所以產品

銷路奇佳，衹擔心東西生產不出來，不怕東西賣不出去，所以我就正式在高雄臨

海工業區購地建廠，專門生產高爾夫球杆中的「特殊金屬頭」，后來，又在大發

工業區分別再開設兩家工廠，專門生產球杆的組件，截至目前（37 歲戊辰年）

為止，產、銷方面都還算差強人意，仍然訂單數量多於產量，所以才有到泰國設

廠的打算。 
◎事實補記： 
⑴賴同學目前的住家乃於民國 73 年甲子年所購（購價五百萬元），其方向朝

東。 
⑵監海工業區之正廠方向朝南，而辦公桌亦朝南。 
⑶丁卯年底有一美國客戶因與其太太發生離婚訴訟，依美國法律，男方於常

態離婚時，需付给妻方贍養費，但在訴訟期間，法院暫時凍结男方之資產，如此

則拖欠賴同學貨款新臺幣一千餘萬元。 
⑷賴同學所駕轎車為西德朋馳三○○SEL，以上乃事后陸續所得正確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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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問？徐×寬同學問兩個命造之要點 
 
問一：乾命民國 17 年 4 月 19 日卯時生 
 

戊傷官              21  庚申 
傷官  戊辰  乙偏印              31  辛酉 

癸七殺              41  壬戌 
                    51  癸亥 
丙劫財              61  甲子 

比肩  戊辰  庚正財              71  乙丑 
戊傷官                

  
               己食神 

日元  丁丑  辛偏財 
癸七殺 

 
七殺  癸卯  乙偏印   

 
※徐同學問：⑴此為本人八字，最近擬往大陸探親有沒有妨害？⑵請問我命

中的喜用神、忌神。⑶做何行業為宜？⑷為何極運至七十一歲為大關極限。 
    ◎老師答：⑴你今年（戊辰年）61 歲，在今年的芒種後第 l0 天就交入甲子

大運，這個大運與原局「子、辰」相合，感應到了祖先宮（原局年柱戊辰代表祖

輩的宫位），而大運天幹甲木正克原局年柱天幹戊土，今年歲幹戊土又與原局時

柱天幹癸水相合，甲木正印代表你的母親，戊土傷官代表你的祖母，癸水七殺代

表你的岳父，這些人象既在歲運中有所感應，且政府又初步準許三等親的非公務

人員可以回大陸探親，所以我認為你今年適合回大陸故鄉，而且是必然會回去（因

為欲念回愈來愈強烈）；由於今年剛好是戊辰年，這個戊辰年是從去年丁卯年的

冬至就開始算的，因此，你可能不必等到芒種后正式交入甲子大運才去，極有可

能提前在丁卯年的癸醜月~~戊辰年的戊午月這之間的六個月之内就會急著回去

了。這次回去，你可能最少還可以見得到上面提到的祖母、母親或岳父三人中的

其中一位，天倫團圓是一件大好喜事，又經政府準許，何來妨害之有？此外，從

你目前的行運來看，你雖不很富有，但經濟還過得去，若硬要說有什麼妨害，那

就是這次回去會花掉你一筆為數不少的金錢，但你會花得很愉快，不會有什麼大

問題的。 
    ⑵你的八字生在夏天，日主丁火氣勢不弱，但因地支巳、醜合金，年柱透藏

土神，天幹雙見戊、癸，全局□、泄、盜交加，日主元神反而由強轉弱，所以我

認為還是應該用木來疏土，喜火來幫身；在 41 歲過後，運行壬戌、癸亥，「丁壬」

合木，「卯戌」合火，「戊癸合火，「亥卯」合木，故而這二十年間，表面艱辛横

逆，但往往有意想不到之收獲，最後還是論得不論失，這是聊堪自慰之事，但

6l 歲以后，運行甲子、乙醜，氣勢并非很好，實宜韜光養晦，安享餘年，莫作任

何冒險性的投資活動。 
    ⑶單就日主與財星兩者之氣勢來比較，你的八字屬「身強財弱」型，且時幹

又透純殺，故較適合在軍警界或工業界謀求發展，6l 歲後運程不佳，如一時開不

下來，那麼最好就去工廠謀個適合你的才能或個性的差事來做，盡量不要隨便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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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合伙投資或自己創業當老板。 
⑷你所問的「七十一歲為大關極限」的措詞，語焉不詳，我想你的意思大概

是指「有人說你的命限關口可能在 7l 歲~~8l 歲的乙醜大運中」吧？壽元這個東

西是最難有肯定結論的，依我個人的觀念，衹要我們活得愉快，或活得有意義，

或活得有價值，那又何必在意生命之短長？若從命理的角度來看，你在甲子運中

的 66 歲或 70 歲就有性命的關口，希望你能多注意血壓及心臟方面的毛病，提早

預防，或可有驚無險的度過，此關一過，命限便在乙醜大運中了。 
 
 

問二：坤命民國 32 年 8 月 17 日戌時生 
己食神              9  壬戌 

七殺  癸未  丁比肩             19  癸亥 
乙偏印             29  甲子 

                                  39  乙丑 
偏財  辛酉   辛偏財            49  丙寅 

                  59  丁卯 
己食神            

日元  丁丑   辛偏財 
             癸七殺 

戊傷官 
正财  庚戌   辛偏財     

丁比肩 
 
※徐同學問：本造丁生酉月，火已無氣，雖有甲木扶助但木已死，自身難保，

丁醜日，丁火無根，辛金得禄旺極，且幹透癸水七殺，難怪本造小時體弱多病。

請問老師——⑴本造之喜用神為何？（地支戌、醜、未土氣聯結泄丁火，助旺金，

可否論為弃命從金格？）⑵本造於甲子、乙醜兩運之間的 34 歲丙辰年開始，會

遭遇十多年壞運，至今尚未完全脫離壞運，可有何方法化解？⑶大運丙寅，比刃

奪財，寅為日主丁火死地，可有重大災厄或生命之虞？⑷本造地支刑、衝多見，

可否用符殊方式化解？目前本造身患糖尿病，可否痊愈？應于何年痊愈？⑸夫妻

感情與家運如何？⑹负责多年何時能解脫？ 
◎老師答：徐同學你把時柱誤排成甲戌時，我把它修正為「庚戌」時，現在

依序回答你的問題。 
⑴這個女命日主丁火衰頹至極，而四柱土、金非常強旺，故應論為「弃命從

財格」，喜用神是土金，忌神是木火，水則視為閑神。 
    ⑵本造的命格很好，可惜運氣太差，一生都行逆運，所謂「遭時不遇，有志

難伸」，日常生活中之不如意事十常八九；據前人的說法，一般命格佳的人，小

時候都比較難養，若非體弱多病就是容易出意外。甲子大運對財利、健康及家運

會有不良影響，其它方面比較沒關系，因為運幹甲木坐子水，屬濕木，濕木必須

用金來劈成碎片才容易引燃火勢，原局既見庚金來劈甲木，則助長日主丁火之勢

以破格；此外，運支子水合住日支「醜」非但無法化成土，還一反而阻擾原局「酉、

醜合金」之從財效度；日支「醜」土是元神丁火之庫，也是財庫，更是一個成婚

者之家庭宫，所以我才說這個甲子大運不利財運、家運及健康運。由你所提供的

資料來看，她既從 34 歲丙辰年開始明顯步入逆境（該年辰、戌、醜、耒四庫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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