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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六壬翠雨歌卷之上 

占官定有无第一 
未知迁职事真假，古法凡看七驿马。年命日辰岁月逢，五处逢之官越价。 
行年、本命、日辰、太岁、月建五处若见驿马，升之是也。用正时占也。七马者，太岁、

行年、本命、月建是，日干辰支是日干辰支用时发用也。 
天魁主印常为绶戌主印，太常主绶也，用起传终必官有。 
带杀被刑旺相扶，光荣急速应还久 
正时有急被刑，其事应速至。文官视青龙，武官看太常是也。 
初传太岁太阴神言用或见更吉神也，干谒如逢必心契。 
天吏天城临行年，亦得辰与太岁同。青龙与日共相生，神将无令内战争。 
白虎螣蛇传末见，太常比亦可增荣太常与日比和是也。 
日去青龙是岁期从日数至青龙处是岁期也，辰至青龙定月宜若辰数至青龙为月期限是也。

日生青龙官在外，青龙生日爵居内。 
青龙本位显荣方，生处太常禄食足看青龙太常与日月相比生及居位以定受官内外。 

占官定不定第二 
阳年用丑阴年未，便掇天轮加太岁。小运日辰传送临，光荣显达身高贵。 
登明次拨加寅方，年见功曹丑未良。又转加临本命上，寅时还在受官忙行年上见之。 

占失官爵第三 



魁罡若向日辰游，贬出天涯地角头。 
六合同与一处住，参差直去到崖州六合临魁罡日辰上，见之尤甚凶也。 
莫令日上螣蛇见，白虎临时亦不佳。谪降仙都九ΟΟ，ΟΟ临落向天涯。 
日辰上下无令克，克着之时退剥职。上克下无罚外任，下克上无己罚直。 

占人久出外不知存亡第四 
小运临时旺相方，荣身向外保身康。 
休废位上逢之墓，疾病缠疴不测亡此依正时，出去大小运上临旺相方在位上吉也。 
其人出外已多时，向外存亡俱不知。但把行年天上看，相生临处此方期假令出外人行年在

酉，酉临子相生安吉，寅午囚死，若临戌其外居下行也。 

占人出外问家下平善第五 
家住东方出向西，东方怕见恶神祗。 
忽然凶将临其下，宅内忧惊多见疑如家宅住东，看东方凶吉神。若天罡河魁，其将在西随

方吉之人必惊也。 
辰上忽然见巳午，螣蛇更怕共同居。家中失火惊忙怕，又怕失财六畜虚。 
出外忧家事如何，日辰向上见平和。家中保得应无事，吉将临之喜得多。 

占出外到日第六 
东方卯酉约来期，南方行人子午移假令望东方人，卯度午到，主申即欲来；望西方人，酉

度子到，丑寅欲至。南北仿此。盖卯为日出之门，酉为日入之门，夏至南门推东方人

ΟΟΟΟΟΟ。欲向寅ΟΟΟΟ，东方青龙下神定。 
远视将军千里时，卜下临处为期是三千里外视将军所临为到，百里千里看日辰本

ΟΟΟΟΟΟ。 
ΟΟΟ数日辰责龙Ο为青龙，为天罡，传送为白虎，登明为玄武，太乙为朱雀。如望东

方人，若青龙到南方，在路来，只东来下仿在此。 
南看朱雀○飞西方视，白虎玄武北方期玄武至西为期。 

占人出外经年在外未归第七 
其人出外一年来，音信无知早晚来。 
游戏神加四季上，即期朝暮不须推游神者，春丑、夏子、秋戌、冬亥是也。戏神者，春巳、

夏子、秋酉、冬辰，加季上来，加孟不来，加仲来到也。 

占当日出去何时归第八 
使去今朝归太迟，是何时刻到来时。 
去时加在日辰上，天罡之下是归期以去时加今日支，天罡下为归期也。 

占久出未归第十 
今朝天上辰加季，天乙前辰临日位。 
用起季神并伏吟，即当不久来归至今日之辰加临季上，天乙前加临日上。 

占出外迷失道路第十一 
若在山林迷失道，少人询问一身孤。 
怀中取式投于地，申未罡间是正途往传送下去自间悟，天罡下去行百步得正路，小吉下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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