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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例解析

旺衰从时令而言，得时为旺，失时为衰（指月令五行）；强弱从生助而言，生助多者

强，寡者弱（通观四柱而言）。旺而强者，喜抑；衰而弱者，喜扶。此常理。

旺而弱者：必因官杀或食伤太多，其中官杀多者，宜用食伤抑之；食伤多者，宜用财

泄之。因日元之秉气本旺，因克泄我之神太多，被其压迫，气不得舒展，只需抑制克泄之

神，即入中和之道。若再扶之乃太过。故官杀多宜用食伤制之，食伤多者宜用财泄之。印

虽能化官杀，制食伤，但反以生曰元为嫌。

衰而弱者：日元休囚，而克泄太多，故在抑制克泄之中，必须兼带生扶日元，双方兼

顾始为尽力。故官杀多者必须用印，以泄官杀之暴，兼生我日元；食伤多者亦宜用印，制

食伤之泄兼生我曰元；财多者，必须用比劫制财而帮身，为同类相依之义。

人命所能拥有财富之厚薄、多寡，决定于：    人命所能拥有官场地位之高低，决定于：

① 日干之生存力；                           ① 日干之生存力；

② 财星之生存力；                           ② 官杀之生存力；

③ 日干喜忌财星之程度。                     ③ 日干喜忌官星之程度。

盛先生目前任典狱长，在基隆服务时曾发生灵异现象。

其八字如下：乾命民国 31 年 1 月 11 曰子时生。

    正财.壬午偏印

比肩.壬寅正官正印劫财 
日元.己酉食神

正官.甲子偏财

04 癸卯 14 甲辰正财.24 乙巳 34 丙午

44 丁未流年：43 甲子 44 乙丑 45 丙寅 46 丁卯 47 戊辰 48 己巳

        ※有灵异出现，四柱应具备如下条件：

        ①偏印要很多，正印也可以，印重埋身；

        ②子午卯酉四正，至少要占三个。在 77 年 8 月 10 曰讲课时，讲四正、印星、

伤官多，再配合运程，才会出现灵异的现象，遇到子午卯酉的年，或偏印的年，比较会有

灵异现象的发生。

        ※         爆破儿是绝处逢生的意思。



看命必须宫星合论。

何谓宫：四柱地支称宫。何谓星：四柱六神称星。

① 八字有四正（子午卯酉）的人，脑电波比一般人短，能受到较强大的感应力，但至少有

两个以上的四正，才有此现象。

        ② 八字中的印星强

        ③ 八字中的食伤强（以上两条合起来，八字地支没有四正也无所谓）

以上三个条件的八字，这种人较有神经质。四正越集中的地方，到那阶段的年龄，越会发

生灵异现象，因此以上命造，中晚年发生的较严重。据说此种灵异现象，自 43 岁甲子年

开始发生。

※         开设神坛的乩童之八字，不是有四正现象，就是印星旺、食伤多，盖房子（尤

其是住宅），其方位最好不要在四正，而公家机关或庙宇就没有关系了。

乾造：26 年 7 月 10 曰巳时生

伤官丁丑正印正官正财（正三奇）03 丁未偏财戊申七杀偏印偏财（偏三奇）13 丙午曰元

甲戌正官伤官偏财 23 乙巳（渐露头角之鸿运）正财己巳七杀食神偏财 33 甲辰（冲戌，使

甲木能扎根而大发财）

43 癸卯（羊刃冲合）取格：因为满盘皆金土，燥土较强，且甲己因月提申化土不成，因此

取从财格成立。

用神：取金水，忌火土，即杀印相生，身体魁梧。

※ 格与用神不可同论。

年支（财官印）正三奇，月支（杀偏印偏财）偏三奇，此种人，不但文武双全，且家世出

生不错。

年干伤官透出（年为少年阶段），读书时曾有波折，但学历高。目前丁卯，不但破财，而且

犯官司，在二审法院审理中，看此命理推测官司之种因。从乙丑年之火土月（下半年）即

开始步入坏运，而丙寅、丁卯两年，丙丁火克用神之金，尤其是丁卯年，不但会有倾家荡

产之虑，且有被判刑入狱之险，所幸尚未入狱，因为流年丁卯，丁年干是伤官，伤官是口

舌星会犯是非，且大运卯羊刃被合，羊刃是破财星，所幸没有入狱，系拜丁卯年之年支卯

所赐，因为两卯不合一戌。

若会被判刑，会在二月至九月的徒刑（因为卯为二，戌为九）。因此官司要至辛未年下半年

（金水月）才会了结。明年虽是戊辰年能冲去戌，但辰中有乙木，还会有劫财之事发生。

今年是伤官年，处事方面会走偏锋，如做投机性的生意。

※         基本概念：年柱：代表身体的头颈。月柱：代表身体胸部心脏以上。曰柱：代

表腹部肚脐以上。时柱：代表肚脐以下，代表脚。

月令等于八字之心脏。

八字有五行各代表不同的器官发肤。

坤造：44 年 3 月 9 曰寅时

伤官        乙未伤官正官正财         2         庚辰

正官        己卯伤官        12 辛巳

曰元        壬辰伤官七杀劫财         22 壬午

比肩        壬寅食神偏财七杀         32 癸未

年乙克己。女人年杀贵何妨。贵众则舞裙歌榭，合多则暗约偷情。有伤害之位不可嫁，定

主克夫。表面上看似从伤格，但时带比肩，曰坐辰库，故不可从。只是普通格局。若能从



伤格，则此女为女中豪杰，但婚姻依然不好。

※ 火被水伤必是眼目之疾。

        ① 此人近视的象征，因为从八字之中的丙火很少，而丙火系代表光明感光，且与

年支之人元丁火相距甚远，无集中之力量，且丙火之上有壬水所克，因此近视眼左边较重

（年月只有丁火），右边较轻（时柱有丙火）。

        ② 若是满盘金水无火，也可断有近视的成分。

        ③ 其出生之处，比较郊外，或是在学校、公园附近，与木有关。因为月支卯为木，

若是月柱是己丑，则出生地必是山脚下，因为丑土属山，又透出己干，但山不是很高，因

为年干有乙木克己土，故山不很高，以今年的住家环境而言，其住家附近五百公尺内有空

地或田园，因为此女今年 33 岁，中年刚刚开始，而曰柱代表中年，曰柱壬辰是湿土，故

其家附近

        有土的象征。若是曰柱壬申或壬午，则中年住家在市内，年支若是水，则出生之

地方，必靠水之处。

        ④ 此女去年，因“大家乐”签赌赚了不少钱，今年丁卯年作庄家，于今年 4 月

24 曰被抓而判罚金，6 月 28 曰再次被抓被判缓刑，但于 12 月 5 曰接到高等法院撤销，

于是再行上诉。

        ⑤ 此八字因为大运行癸运为劫财，劫财是代表赌博、小偷，而丙寅年之寅，增加

了原局三会之力量，因此丙寅年会因赌而赚钱。

        ⑥ 今年丁卯年与大运之未，再与原局之卯来会合，增加了伤官之力量，而丁是正

财，癸是劫财，流年与运干的导引，发生了因赌博而与财发生关系。而岁支卯系伤官，加

强了原局伤官的力量，因而发生大家乐被抓之事。

        ⑦ 依八字推断被抓之月令在未至戌月中。

        ⑧ 今年不会被判决，因为今年没有克制伤官的东西，但庚戌、辛亥两月会被起诉。

        ⑨ 戊辰年明年七杀，七杀代表法律，故明年会被判决，而判决的月份，系在今年

（冬至换年柱）的十一月下半月至明年之三月丙辰月之前。

        ⑩ 11 月壬子月会合戊辰之岁支，故由此而断 11 月至 3 月之间。

        ? 会被判入狱，刑期一年以下。因为曰元壬水入墓库在辰，不但流年戊辰影响所

及，且中年之曰柱壬辰亦增强了入库之力量，为何会被关一年以下？因为曰元所坐之辰库

被寅卯所会成的木方，辰水之力量较弱，而戊辰年之辰又被流年天干所克制，大运之癸水

又被运支未（燥土）所吸，故其水不会泛滥（此造需要丁卯年犯官讼为前提。） 
        ※ 论其婚姻

        ① 本造的伤官气势很强，因为地支月曰时之地支三会木局，且乙木透在年干。女

命伤官强会克正官夫星，且月干正官透出，己土受乙木之克制（若己土夫星不透反而较佳），

而月干之己土夫星受克变为无用。

        ② 虽然地支在年有未土，从整个命局看，年月有正官为前段，后面曰时有七杀，

因此可以判断此女结婚两次，离婚两次，而终其一生，也就不会再结婚，只会交男友之露

水姻缘。事实上此女之夫，现已有外遇一年多，但其夫不断不愿离婚，且与外面之女人同

居，显有鱼与熊掌兼得之心。

        ③ 由于 32 岁此女步入癸未运，然而癸水坐在未燥土上，癸水之水被未吸收了七

八分，只剩下二三分，不是克 32 岁丙寅流年之丙或 33 岁丁卯流年之丁（大运比流年弱），

因此赚钱只是昙花一现，如今此女忙于诉讼，而无法再应付其夫外遇之事。因此此女若被

关入牢狱，正应了一句话“赔了夫人又折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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