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凤麟奇门风水学习班笔记（最原始版本） 

    

本人有幸于 2005 年 10 月 1 日到 7 日，去北京参加了王凤麟老师举办的“奇

门风水高级特训班”，学习结束后受益非浅，感触很深。 

    我学习奇门遁甲，前后加起来断断续续有是几年的时间，这其中走了不少弯

路，最近才找到真传。 

    我是九十年代初购到刘广斌著的《奇门预测学》一书的，当时看了不明不白，

一头雾水，更不知如何判断吉凶了。作者在书中虽对奇门的基础知识有简单的介

绍，但去判断吉凶时，只写结论，不写演算过程，让人看了觉得奇门预测虽准确，

但却像天书，让一般读者看了，根本无法具体操作，使我失去了学习奇门遁甲的

信心。但无论如何，不管它有多少缺点，这本书对开创奇门预测学走向社会，走

向繁荣，有了一个好的开端，是其功不可灭的先锋之作。 

    我在 2000 年前后，买到张志春老师的《神奇之门》一书，打开书一看内容写

有详细的判断方法，如何取用神，看吉凶。此书令我如获至宝，在详细看了之后，

于 2001 年去参加过张志春的奇门遁甲培训班，使我的预测水平大为提高。但书中

背断语，背吉凶格等内容，使我在为别人预测时，每次都要去查书对照格局，担

心判断失误。每个局得用半个小时左右，本能得出结论，无庸置疑，张志春的书，

对奇门的发展，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是一本不可多得的一本好书。为了学习风

水班知识，我也详细阅读过周时才的几本奇门预测书。他的书同样也是毫无保留，

写作中穿插实例，奇门对预测各种事物，都有详细的讲解，应用起来比较方便。

但书中背断语，格局，判断起来也不方便„„他的书，也对奇门走向社会，起了

很好的推动作用。 



我参加了王老师的奇门风水高级特训班后，才感到奇门有另外一番天地。 

    王凤麟老师的道家奇门，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和长处。虽然在基础知识方面与

以前奇门知识大同小异，但在实际操作应用中，王凤麟老师重点让大家读懂格局

中的象意，即“读象”，来直观快捷的判断当前的状态，以前的状态和将来事态的

发展状况。 

    “读象”的重点，是局中某一宫中的星，门，神，仪及其组合。只要读出来就

是正确的。这种是道家奇门遁甲的知识，要求学习者不必要死记硬背许多条条框

框，而是活用其内容的意象。与传统奇门知识的根本区别在于理解现实生活中的

物象，体象，部位，方位特征相结合，直接去把握和抓住象意，能与周围的环境

特征，人物特征相结合，直接去把握和抓住意象，就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在短短

几分钟之内，就能让求测者信服和认可。 

    因此，许多参加学习班的学员都认为：王老师传授的道家奇门方法是奇门预

测的新突破、新思维，新观点。是在实践中应用起来最为方便，不会让人走入歧

途的一个奇门新学派。每位学过他的奇门知识的人都感到，在奇门预测方面是一

个质的飞跃和进步。。。。。。 

第一篇 奇门遁甲精髓 

一、王凤麟奇门遁的特点 

简单，精准，调理风水，立竿见影。预测事情细致入微。企业策划，点石成金。  

与世上流行之奇门（指张志春老师《神奇之门》和一切版本）不同点：  

1、起局不同：阴盘起局，不用拆补，也不用置润，起法简单。  

2、空亡用法不同：有远空断，近空断；先天断，后天断，一切玄机藏在空亡之中。  

3、伏吟法：伏吟要转宫，转宫有秘诀。  



4、吉凶法：打破格局，没有吉凶。  

5、翻宫法：奇门通六壬，妙断事物的原由和发展方向。 

6、时空象断：同一局，不同时空，断法不同。  

7、风水法：移星换斗，快捷处理风水（不用玄空理气，不用峦头），灵验百分百。  

8、金口直断，简单快捷，了解事情的表面和实质，结果及原因。  

9、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和不如神助，神助的规律大于一切。  

10、分项断事和常规方法绝不一样。 

11、时干是先锋主干，转宫排盘，内藏玄机。 

二、奇门意象 

    奇门是一个庞大完整的意象符号系统，是符号就具有语言的意义。奇门中的

每个意象符号就是一个词语，包含着一个或几个意义。明白了这些词语的意义，

再掌握一些基本的语法也就是语句组合的原则，我们就可以来读盘了。读盘和读

普通的故事书没什么两样，一靠记忆二靠想象，奇门预测的过程其实就是奇门语

言翻译的过程。 

对于一门语言的初学者，先掌握一些最基本的简单常用的词语是至关重要的，奇

门也是如此。 

1、天干（奇仪） 

甲：为贵人，为高档次，为名贵，为首脑、头领、大人物。 

乙：三奇之一，三奇都有神奇、转机、希望达成之意，乙奇是曲折、柔顺地达成。

为中医、中药、女人，测婚恋为女友或妻子。乙主犹豫，只想不做。 

丙：三奇之一，为乱子，为麻烦，为权柄，为威严。也为希望达成，但丙主悖乱，

是乱的达成，有过犹不及之意。测婚恋为女人的婚外情人，男性第三者。测病为



肿处，炎症部位。 

丁：三奇之一，为顺利，为希望达成，十分圆满。测婚恋为男人的婚外情人，或

情妇、妓女，女性第三者。 

戊：为钱财，为投资，为阳宅，为房子，为土地。"见戊三分笨"，测婚恋为男性

第四者。 

己：为欲望，强烈的欲望，也为桃花，为明堂，为阴沟，为坟墓，为低洼之地。

测婚恋为女性第四者。 

庚："丙为悖兮庚为格"，"格"即阻隔，障碍，为道路，为公安干警，为对手，仇

人，敌人，测婚为丈夫。 

辛：为错误、错位、罪人，也为金钱、金银珠宝贵重物品、保险柜。 

壬：为困境，被束缚状态，为牢狱，为遇到问题，也主流动、变动，为不稳定事

物，为动水。 

癸：为困境，为地网牢狱，为严重的被束缚状态，为遇到大问题，也主变化，为

静水。为性，为与性生活相关之事。 

2、地支 

子，为小儿，为妇女，为渔人，为舟子，为染匠，为蛇。子乘北玄武，为盗贼，

为水乘蛇为轻狂妇女，为菜，为青菱，为菜油，为螺蚬乘龙为笔。 

丑，为耆老，为故旧，为库书，为耕牛，为尼姑，为秃头人，为大腹人。 

寅，为官员，为公吏，为儒者，为祝子，为书客，为胡须人。 

卯，为童稚，为舟子。乘朱为牙行人。 

辰，为凶徒，为方僧，为猎人。乘虎为徒人乘玄为网罟乘蛇为鱼乘勾为缸。 

巳，为画师，为匠工，为远客，为庖人，为少女，为师姑，为炉冶人，为扇子，



为花朵。乘朱为印，乘虎为弓努。 

午，为马夫。乘龙为官员乘蛇为妇女，为旌旗乘勾为武官乘虎为患目人。 

未，为农夫，为乐人，为戏子，为裁缝，为寡妇，为媒婆，为师巫。乘勾为牵羊

人、为柳乘龙为医生乘朱为橘。 

申，为贵人，为铜锡匠，为剃头人。乘龙为僧人，为铜钱乘勾为缉捕人乘虎为猎

人，为箭，为绵絮。 

酉，为妇女，为银匠，为佛婆。乘元为娼妓，为酒保乘虎为孝服人，为锣声乘朱

为鸡为鸭鹅。 

戌，为犬，为猎人，为狱吏，为军卒，为僧人，为聚众。乘蛇为菊花乘虎为铁器

乘玄为螺。 

亥，为卖鱼人，为挑水人。乘虎为屠宰人，为梅花乘玄为雨伞，为蓑笠乘蛇为绳

索，为猪秽乘龙为图画，为幼孩乘朱为猪乘元为蛇，为乞丐，为龙，为鱼乘朱玄

虎蛇为哭泣乘勾虎蛇为链锁。 

3、九星 

蓬：为大，胆大、程度大，为大盗、破财，为贪婪、好色，也为做大事人。为敢

说敢做，敢于冒险善投机，喜欢暗中行事，亦代表黑恶势力、黑社会。又为智慧

之星，为与水有关之人事。为风险投资、不正当行业。 

任：为农民、地主、为种植业者、为驼背之人、妻管严、老实人。勤奋积极，有

任性，任劳任怨，辛苦劳碌，但固执、小气缺乏开拓性。 

冲：为爽快、莽撞、冲动，为车，为军人，为武士，为武装部队、武术爱好者、

拳击散打运动员、田径运动员，又为炸药、雷管、子弹。 

辅：为文化、为教育、为辅助，为文质彬彬，为漂亮，有修养，为和谐、融恰、



谦让，为学业有成。 

禽：为方正、厚道，为中，为高，为飞行物，为管理能力，为将帅，为贵人扶持、

公正、平和、一派正气。 

英：为英勇，为急燥，为烈性，为花草，为砖窑，为形象，为名声，为血光，为

电器，为与火有关事。 

芮：为病，为病人，为学生，为佛龛，也小草，为孕妇、产妇，也为错误，为有

问题存在，也为好研究发现问题。 

柱：为凶灾、破财、口舌是非、为说教，为能说会道，也为支柱、骨干，有独撑

局面的能力，力挽狂澜的精神。 

心：为心计，为医生，为医药，为管理能力，为领导，为医卜星相，为好心眼儿，

为能屈能伸，做事善谋划。 

4、八门 

休：三吉门之一，为贵人，为休息，为安定，为休整、调理、整顿，为悠闲，为

退休，为结束。 

生：三吉门之一，为生长，为发生，为生命，为人文，为钱财，为利润，为房屋，

为土地，为生机勃勃。 

伤：为伤心，为受伤，为伤人，为车辆，为竞争，为博弈，为鲁莽冲动，积极进

取。 

杜：为保密，为隐藏，为拒绝，为武职，为技术，为不通。 

景：为学校，为华丽，为闹市，为风景，为蓝图，为文化娱乐场所，为宴饮，为

武器，为血光。 

死：为地皮、为凶灾、为坟地、为死人死物、为无生命体，为物理，为死性、死



板，为郁闷、不愉快。 

惊：为声响，为热闹，为吃惊，为惊恐，为惊险，为律师，为口舌官非，也为一

鸣惊人。 

开：为工厂，为公司，为商店，为工作，为事业，为父亲、上级、领导，为法官，

为开创，为开始，为公开，为分开，为开运。 

5、八神 

符：为高档，为贵人、领导、文字符咒，名人名物。 

蛇：为缠绕、波折、惊恐怪异、虚诈、变来变去。 

阴：为阴匿、暧昧、赤裸、阴性、阴暗、细腻、精雕细琢、暗中谋划。 

合：为开朗，为合群，为合伙，为中介，为媒体，为多个，为组合，为群体，为

婚姻，为结婚证，为中间人。 

虎：为凶祸，为伤灾，为交通事故，为军人，为魄力，为刚猛，为大，为力，为

技术过硬。 

武：为小盗，为小人，为暗中行事，为虚假不实，为玄学。 

地：为稳定，为坚牢，为保守，为防守，为长久，为安静，为柔顺，为踏踏实实。 

天：为刚强，为张扬，为变动，为高处，为志向远大，也为好高骛远。 

6、九宫 

乾：领导，积极进取，创造性。 

兑：口舌，动口之事。 

离：光明，美丽，空虚，变化。 

震：震动，奋起，迅速。 

巽：变化，自由自在，犹豫不定。 



坎：艰难，辛苦，危险，陷入。 

艮：阻碍，停止，安定。 

坤：消极，懦弱，敬奉神佛。 

三、预测特殊意象 

个人状态 

用神临甲有贵人相助。 

临乙优柔寡断，也代表深思熟虑。 

临丙主有烦恼和乱子事发生。 

临丁位常有新奇的点子，出奇制胜。 

临戊主钱财上有事。 

临已主贪婪心较强，期待美好的前景。 

临庚说明遇到了阻力难题。 

临辛主出现了问题，或犯了错误，有不正确的行为。 

临壬主有经常性的问题发生。 

临癸主有经常性的大问题发生。 

 

乘值符（或年干太岁）有社会背景，后台硬有人撑腰。 

乘腾蛇则为人狡诈多变或三心二意，拿捏不定，瞻前顾后，拿不定主意。 

乘太阴主思虑缜密细腻，善于布局策划，亦代表背后有小人。 

乘六合主外交好，善于逢合利于与人合伙做事。 

乘白虎主自身能力强，亦代表压力大，受损失。 

乘玄武主鬼点子多，脑子来的快，亦代表易上当受骗。 



乘九地代表行动迟缓，亦错过时机或代表稳重，保守，等待时机。 

乘九天主志向远大，胸有谋略或好高骛远，不切合实际。 

 

临天蓬星敢说敢做，敢于冒险善投机，乱中取胜。 

临天任星主勤奋积极，有任性，但固执缺乏开拓精神。 

临天冲星做事一鸣惊人，轰轰烈烈，不拖泥带水，雷厉风行，有创劲，开拓性，

但缺乏谋略。 

临天辅星主有文化，有修养。 

临天英星注重形象，注重名声，有过于急燥。 

临天芮星有问题有存在，也好研究发现问题。 

临天柱星有独撑局面的能力，力挽狂澜的精神，亦主惊恐是非等。 

临天心星主有管理能力，能屈能伸，有心计，做事善周施谋略划。 

 

用神入墓说明有力使不出。 

用神逢空主此人不在家或有变动。 

用神逢击刑主此人有疾病伤灾。 

疾病伤灾 

 

测病先要记住下面口诀： 

其一 甲胆乙肝丙小肠，丁心戊胃己脾乡。 

     庚是大肠辛属肺，壬是膀胱癸肾藏。 

其二 甲头乙肩丙为额，丁齿戊鼻己为面。 



     庚筋辛肋壬为胫，癸为双足是真踪。 

其三 甲头乙项丙为肩，丁胸戊肚己为腹。 

     庚为腰间辛为肋，壬为腹部癸四肢。 

 

同时参看九宫八卦的位置和五行。 

甲为头部，为肝胆，性质为直，为硬。 

乙为肝胆、食道、脖颈，乙又为神经、背部，乙的性质为曲，为通道；乙代表中

医、中药。乙在离宫、巽宫一般为脖子、食道、颈椎，在坎宫为男性生殖器、女

性输卵管、阴道。 

丙在体表主额头、肩、背、嘴唇，体内则为小肠。丙的性质为炎症，主烧伤、烫

伤、血光肿胀，病灶部位发炎红肿、伤口有血之象。丙落离宫多主头部肿胀、眼

有血丝，坎宫则主阴道、子宫发炎。 

丁主眼睛、心脏、牙齿，性质也为炎症，但较轻。丁为针，为针灸，也为手术，

因手术后必要缝针。对于老年人，丁多主心脏，特别是落离、兑、乾宫，青年人

则主眼，其它宫位多指病灶发炎。 

戊主胃，主肚子，主鼻，性质为增生物，为大，在离宫多主头部血液循环系统受

阻出现脑血栓导致偏瘫；临坎宫则主子宫肌肉增生，输卵管或尿道、阴道受阻，

前列腺肥大；落中宫、震兑宫多主肠胃、腰椎增生、后背酸痛，临乾艮多主腿部

静脉曲张，麻木、酸痛，结肠问题。 

己为面，见壬癸主脓疮粉刺，体内则主脾脏问题，体表则代表、腹部、口腔。己

也代表增生之物。 

庚为大肠、筋骨，性质为阻碍、肿瘤肿块，临壬癸落离宫多主血栓、脑瘤、血脂



瘤，临坎多主腹部肿胀子宫肌瘤，庚临死伤二门主癌症，临中宫或兑宫又主腰椎

增生。 

辛为肺、支气管、腹部，又为骨骼，性质为错位、颗粒、小的增生物，辛在兑、

乾、离宫多主支气管肺部疾病，临中宫则病在腰椎，见戊己多为骨刺或骨椎增生，

临丙丁多主肺炎、支气管炎、肺结核病。 

壬为血液、主动脉、心脏、膀胱、泌尿系统，又为眼睛、头发、腋下，性质为流

动，壬为游离态的水。壬临离宫多为心脑疾病，乾宫多为脑病腿病，坎宫则为生

殖泌尿系统疾病，震、巽二宫多为肝胆、心脏、腿脚之病，特别是壬落巽宫为六

仪击刑，必有腿脚之伤。男性、青年人壬临坎宫主糖尿病、膀胱、肾功能问题。

壬临坤宫则为食道、耳朵、脖子有问题。 

癸主肾、泌尿、输卵管、尿道、静脉、神经系统、足部、四肢、循环系统、性病，

癸的性质为脏的液体。 

妇女测病壬癸落中宫、兑宫、坎宫多主性生殖功能疾病，临离宫多主神经、脑血

管疾病，临巽宫则主腿脚伤灾，坤宫主皮肤病。 

 

癸见戊己落坎宫多为糖尿病。 

休门主休息、静养，不宜四处求医问药，又主泻痢。 

生门主治疗有望，伤口愈合好，有生机，起死回生。 

伤门主伤灾，受伤部位，肿块，也主抽风、伤寒，伤心过度。 

杜门主有阻隔，治疗有难度，堵塞不通之症。 

景门为血光之灾，受伤流血，心脑血管疾病，血压头晕一类。 

死门大凶，主死亡，无药可救，也主伤疤，尸体腐烂组织，肌肉坏死部位。 



惊门主心惊，心慌，心律不齐，脉搏不稳，失眠恶梦，心理有病，担心治疗之类。 

开门主积极治疗，宜到外面就医，又为肺痈、喉舌之疾，开也为开刀。 

 

值符为名医名院，治疗环境好，一流高档次。 

腾蛇主惊恐，病情变化不定时好时坏，疾病缠身，夜里多梦，中枢神经有问题，

或受怪异之灵物影响造成意识模糊不清。 

太阴为肺病，也主骨虚、无力、软弱、打不起精神。 

六合多主综合症，多种病，病扩散，麻疯病，病变等。 

白虎代表受伤部位，也为凶丧之事。 

玄武主暗疾，诊断不明、病因不详，又为头晕、昏迷、血液病，又为灵物作怪，

又主呕吐、伤或死于路上。 

九地为阴症，表示病情稳定，没有扩散发展，但又有入地死亡之象，血压偏低，

不精神，昏沉。 

九天主阳症，血压高，病灶在上部，又有升天西去之象，九天须防丧魂失魄，高

处摔下。 

 

天心星、乙奇为医生医药，天心星为西医西药，乙奇为中医中药。天心临开休生

三门为药到病除之象，临死惊伤杜均为不理想。 

心乙临值符值使为高级药品，名医名院。 

心乙临腾蛇或玄武多虚假不实，假医假药，腾蛇也主巫婆神汉，玄武防上当受骗。 

心乙临杜门白虎为医术一流，技术过硬。 

临太阴为医生细腻，认真负责。 



临开门丁奇主手术开刀治疗。 

不论良医庸医，好药坏药，只要能克病星所落之宫，医必有功，反之，名医良药

也不能治。 

 

经营求财 

甲乙为木制品、种植物、中药类。 

丙丁为电子器材、烟酒、石油化学物品。 

戊己为土建、地皮、房地产。 

庚为金属冶炼、矿山、桥梁道路。 

辛为金银首饰，金属装饰。 

壬癸为水产、养殖、餐饮、娱乐、海洋运输。 

 

蓬捞偏门，做风险生意，发不正之财。 

任土地农产品、养殖业、房地产、山林、田地交易，不敢放手大干。 

冲山林竹木、茶货、交通运输、车船类，成败迅速。 

辅文化用品、设计规划、科技攻关、木材类，儒商。 

英电器产品，电视、音响、液化气之类。 

芮医疗用品、学习用品。 

柱动口说教、娱乐性、破坏性行业。 

心动脑行业、策划行业、医药行业。 

 

休门有贵人扶持。 



生门做生意求财，房地产生财。 

伤门车船类生意。 

杜门交易不顺，或靠科学技术发财。 

景门美容、化妆品、广告、显示屏发财。 

死门丧葬业、地皮发财，或求财不成。 

惊门求财人内心不安，求财必与口舌说教有关。 

开门工厂、五金类行业发财。 

 

值符为经营高档物品，名牌产品，正宗之物，货真价实。 

腾蛇为经营假货，生意不是正道，易骗人和被骗，交易三心二意。 

太阴主暗地交易，密谋策划，商品为细腻之物，阴私物品，女人物品。 

六合主合伙求财，中介公司，经纪人，或经营多种生意。 

白虎为经营大件物品，凶器、金器，对手强硬，交易有阻。 

玄武主上当受骗，货物虚假不实，或不正当职业，小偷、盗贼一类。 

九地主交易平稳，合作长久。 

九天动中求财，把名声宣扬出去。 

 

开公司开店铺，开门入墓或空亡，未开的开不成，已开的停产关门。 

开门乘值符，必得上级领导或贵人从中帮助。 

 

乘腾蛇说明时好时坏，变化反复，不稳定，且烦事缠绕，管理混乱。 

乘太阴则主密谋策划，管理细致。 



乘六合为股份制经营，心齐，团结合作，合伙办企业。 

乘白虎主遇到阻力，压力大，经营有难度，有危险性，意出意外伤灾。 

乘玄武主产品质量有问题，企业内部管理混乱，有人从中捣鬼。 

乘九地主平稳，起落不大，发展不快，保守不愿担风险，停滞不前。 

乘九天主前景广阔，大有作为，声名远扬，但要注意好高骛远，异想天开，目标

脱离实际，难以实现。 

 

家居环境 

"日干为人时干宅，人宅相生多利益。人若克宅庶可居，宅若克人住不得。" 

 

甲子戊和生门代表阳宅，甲戌己和死门代表阴宅，死门也代表地皮、地气状态。 

生门落宫受制乘白虎、玄武，或击刑、刑格、悖格克伤日干则对人不利。 

死门落宫地盘之星为死者，天盘之星为活人。如天地盘之星乘吉相生或比和， 

死门落宫又与日干宫相生或比和，则家宅安宁顺达。如死门落宫天地盘相克又冲

克日干宫，则会有凶险发生。 

 

甲为高大的家俱，为柱子、横梁，为乔木。 

乙为小型低矮的家俱，为檩子、床、窗户、饭桌，为灌木。乙乘值符是高档名贵

的床， 

临庚辛为金属床，临值使为旧床，临值使或开门、天冲星床冲着门窗。 

乙加辛临景或惊床有响动，睡不踏实或经常移动；乙加丙、乙加戊北方的房屋为

火炕、土炕；乙加壬床下潮湿有下水管道；乙临惊门、死门、腾蛇常做怪梦。 



乙临时干或生门，住宅周围多花草树木。 

丙为灶具、明火、烟囱、灯光。时干或生门临丙加丙、九天、景门、天芮星、天

冲星、白虎符号冲克日干年命，容易引发火灾、食物中毒、烧伤、烫伤。 

丙休囚入墓临死门，灶具不常用，冷锅冷灶，临天芮星食物易引起疾病。 

丙加丁、丙加壬癸临伤门、死门、马星，煤气管道或自来水管道易泄露。 

丙临值使门、开门乘白虎、天芮星冲克日干年命，锅台对着烟囱或大门的不良气

场。 

丙加丁、九天临生门，宅子光线好，阳光充足。丙加己入死墓乘太阴临生门，宅

子光线暗淡。 

丁为电子产品、电话、台灯、丁字路、十字路、香火。 

丁加乙窗户或床边有电话、灯或其它电子物品。丁加癸、丁加壬代表水瓶、洗浴

室、水塔。 

 

生门临丁宅子临十字路或丁字路口。 

丁加戊为路灯，丁落旺地临死门乘腾蛇、太阴，家中供有神佛及祖先牌位且香火

旺，生和日干年命得神佛祖先佑护，落死墓衰绝之地香火不旺或无供奉。 

戊为高地、高岗、房屋、大树、院墙、桥梁、砖瓦、电线杆、烧制的锅、碗之类

器物，戊为地上之物。 

时干或生门临戊多为高大建筑物或房屋地势高，院中有大树或房中有水泥横梁，

住宅旁有电线杆、桥梁等。 

戊加庚辛多为电线杆，戊加壬癸临天蓬多为桥梁，落值使门宫房门对着桥梁、河

流。 



戊加丙、戊加丁、戊加庚临景门、开门、惊门、天英星、天芮星乘白虎组合为变

压器、变电站、通电塔、强大磁场，冲克日干年命则对人造成威胁。 

戊入死墓绝地或临击刑、空亡或乘白虎、玄武，主院墙破损残缺或无院落，乘九

天旺相院墙高大，乘腾蛇弯曲，九地低矮，六合与人合用一个院墙。 

己为阴沟、地户、阴宅、地皮、天井、阳台、坟墓、园圃，己为地皮地下之物。 

己落旺地临吉天井气场好，聚财。 

己加己、己加辛临太阴、玄武，天井低矮潮湿，己加戊临九天天井开阔阳光充足，

临六合值符藏风聚气结构严谨，临乙旺相花草丛生，乘腾蛇天井不方整，白虎大，

九地低矮，临庚辛不平，易产生有害气体。 

时干或生门临己再遇太阴，阳宅下面有坟墓或阴沟，不吉。 

庚为道路、铁路、屋脊、大型金属建筑物。时干生门临庚房屋临近大路，值使临

庚门前为大路，再遇庚加辛道路不平，庚在哪宫哪方有路。庚宫克日干、年命、

生门则不吉。 

时干生门临庚上乘玄武，房屋附近的道路常有小偷来，临值使必到你家。 

辛为粮仓、门窗、锅碗瓢盆、电线杆、产生有害气体的墙角、小路、死人骨骸，

辛为小形金属物品。 

时干生门临辛一是有有害墙角对着门窗，二是电线杆或小路对着门窗，三是房屋

下面有死人骨骸。 

时干生门临辛宅子都有问题，因辛为错误。 

壬为门、水井、自来水、大河、小路、蛇形物，壬为动水、净水。 

时干生门临壬居住河边或附近。壬加丁家中自来水不畅，壬加庚有堵塞之象。壬

加己为暗流，为地下之河或建筑物下曾经是河流。壬加戊河上有大坝、桥梁。 



癸为下水道、污水、阴沟水、厕所、卫生间、其它不洁水，癸一般为静水。 

时干生门临癸房屋潮湿或地下有排污管道，影响人的皮肤或血液、泌尿系统，再

临天芮星，必得病。 

 

第二篇奇门分析判断主要方法 

(一) 分析判断前的准备工作 

一个奇门局起好以后，在分析判断前，首先要做好三项准备工作: 

第一项准备工作，是把纲领性的用神，即天盘上的年、月、日、时干标出来，同

时把求测类别的特殊用神标出来。 

第二项准备工作，就是根据六甲旬首把格局空亡的地方标出来。古人讲，空亡藏

有玄机，也就类似命理学中所谓一一天机泄于病处一样。奇门局中某宫逢空，往

往从中可以泄露事物的一些信息，特别是有关用神所在宫如果逢空亡，更能昭示

给我们一些信息，特别是有关用神所在宫如果逢空亡，更能昭示给我们一些信息。

空亡究竟能给我们提示哪些玄机，这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很难概括地讲清楚，

起码它表示事物有变化，过去实，现在空了，或者说现在空了，填实或冲实之年、

月、日，该事物又可能实了，或者昭示此事将来要落空、应空，空忙乎一场，等

等。总之，它与事物的成败得失有关。奇门用六甲旬空，由于我们讲的是时家奇

门，一般情况下只标时干空亡之处即可，有时，日干空亡也有用，甚至年干空亡、

月干空亡，都能向我们提供一些信息。 

第三项准备工作，就是把时辰的驿马星标出来。古人云:天机泄于动处。 

驿马星的歌诀是这样的:申子辰马在寅，寅午戍马在申，巳酉丑马在亥，亥卯未马

在巳。(日、月、年的地支驿马星在奇门中一般不用，故不用标出来。) 

 

(二)分析判断的根本思路 



用苏轼登庐山诗概括总结为四句话，这就是: 

横看成岭竖成峰，远近高低皆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意思是，要看清奇门格局中隐藏的该时空中立体的全方位的信息，必须竖看天、

地、人、神四层盘，横看用神与周围有关事物的生克制化关系，还要通过内盘与

外盘来分辩事物在空间上的位置是近是远，在时间上是快是慢，最后还要以月令

为主，有用神与有关事物各自的旺相休囚，从而决定事物是成是败，成于何时，

败于何时。 

三)竖看一个宫中天、地、人、神四大要素及主客基本状况 

世界上的任何事物，依据天人合一的观点，都离不开主观、客观两个方面。而一

个人或一件事物从主观本体上说，都离不开天时、地利、人和、神助四个方面。

在奇门预测中，首先要从用神落宫中，分析天时、地利、人和、神肋四大要素，

看其主观条件如何。 

(四)横看用神落宫与所处周围事物之间的生克制化关系 

依据五行关系论，事物必然与周围相关事物处在一个金、木、水、火、土又相生

又相克的五行生物链条之中，或呈现平衡状态或出现失衡状态，由此而决定了事

物的成败得失、吉凶中悔吝。根据奇门九宫格模型，模拟事物之间所存在的生克

制化关系，来横向分析用神与其他事物之间的关系，比如日干与年、月、时或其

他特殊用神之间的关系。横向比较时，就不再考虑三奇仪或星、门、神原来的五

行属性，而均以其落宫地盘的五行属性来比较其生克关系。 

(五)通过内外盘以及伏吟反吟等格局，分辩事物在方位上的远近，在时间上的快

慢 

奇门在阳遁格局中，以一、八、三、四宫为内盘，在空间上表示近，在时间上表

示快，以九、二、七、六宫为外盘，在空间上表示远，在时间上表示慢。 

奇门在阴遁格局中，与阳局正好相反，即以九、二、七、六宫为内盘，在空间上

表示近，在时间上表示快，以一、八、三、四宫为外盘，在空间上表示远，在时

间上表示慢。 

另外，还要分伏吟局与反吟局。凡星门伏吟局，在空间上主近，在时间上主慢，

凡反吟局，在空间上主远，在时间上主快。这一点，又与内外盘不完全一样。 

还有一点，日干为求测之人，时干为求测之事，这是二个纲领性用神。如果日干、

时干均落外盘，则主远、主慢，日干、时干均落内盘，则主近、主快，如果日干

和时干一内一外，也表示空间上比较远，时间上比较慢。 

(六)以月令为主，看用神与有关事物的旺相休囚，依据生克制化，决定事物是成

是败，然后定应期，成于何时，败于何时 

横看成岭竖成峰，远近高低皆不同。其中所谓高低，在奇门格局中，就是以月令

为主，分辨用神与有关事物各自落宫的旺相或休囚死墓绝等状态。从而才能依据

生克制化的哲学原理，来判断事物的成败与吉凶悔吝。 

 

第三篇 奇门预测用神 



一、测疾病 

 

 

 

1、以天芮代表病，生死二门代表生死 

 

 

 

以本人年干或日干(均八字)落宫得生死二门休囚决其生死，生门生，死门难愈。

如又得凶星凶格必死，其余六门主缠绵，以天芮废没之日为愈期或克天芮落宫之

干支者为愈期。 

 

 

 

2、若天芮落宫乘凶神凶格，日干虽得旺相气而被天芮来冲克年命者亦死，又看病

人年命日干(八字中)入墓者亦死。(如死门加生门，占病死者复生。)新病落空亡者

生，久病落空亡者死，又看日干带死囚之气，带凶神凶格，或不得奇门者亦死。 

 

 

 

3、以求测者落宫之卦判断病者 

 

 

 

以天心、乙奇为医生落宫的方向，天冲为医院，看其与天芮星落宫的生克关系，

以此判断治疗的成败及效果。 

 

 

 

4、天心星、乙奇所落之宫乘奇门吉格为良医，二神乘旺相之宫，不逢奇门吉格为

时医，不得旺相气及奇门吉格为庸医，不论良医、庸医，但能克天芮病神之宫者，

医必有功，若病神落宫克二神落宫者，虽良医亦不能治也。 

 

 

 

5、以时干代表病神，值符代表病，时干加地盘星为医生，值使加三奇或六仪为病

痊之期，值使落宫的五行如生时干宫的五行，病容易好，否则难好，时干宫五行

克值使宫五行也容易好，否则好的慢。 

 

 

 



6、测人寿数长短事凶，以其出生之时的三盘布演，男以天冲顺布，女以天柱顺布，

看至死门相隔几宫，一宫十年，余一宫一年，四维宫作二年，至生日之干宫为整

个生命年岁，若年命日干旺相逄奇可再推第二轮。人以九十为标准，每宫代表十

年，看天冲星落宫与死门之间相距远近定人寿数，阳遁顺数，阴遁逆数，逢五行

旺相者，一生没有什么灾害，否则一生常有坎坷。 

 

 

 

7、占儿女病时干入墓必死。 

 

 

 

8、身体部位，何种病症，兼看死门、伤门、惊门、杜门、景门等。天芮星所落宫

看人体疾病。 

 

 

 

9、天干对应身体 

 

 

 

甲、胆，头部 

 

 

 

乙、肝，脖项和肩 

 

 

 

丙、小肠，肩或额 

 

 

 

丁、心脏，胸和齿舌 

 

 

 

戊、胃，胁和鼻子 

 

 

 



己、脾，腹部和面部 

 

 

 

庚、大肠，脐轮和筋 

 

 

 

辛、肺，胸部和股部 

 

 

 

壬、膀胱、三焦和小腿 

 

 

 

癸、肾，心包和足 

 

 

 

以洛书九宫为准 

 

 

 

坎宫:落坎宫虽缠绵而可治 

 

 

 

泌尿生殖系统，外阴，小肠，丹田，寒疾，遗精，疝生，血液，耳，肛门，肾脏，

膀胱，内分泌系统。 

 

 

 

坤宫:落坤宫、中宫缠绵 

 

 

 

右臂，右耳，右手，肌肤，疮，右肩，消化系统，脾胃，食道，胰脏，腹，泌尿

系统，肾，女性生殖器。 

 

 



 

震宫:落震宫不药而愈 

 

 

 

左肋，左腰，足部，目盲，耳聋，皮肤，肝胆，左肺，血虚，痨症，吐血，失眠，

惊悸。 

 

 

 

巽宫:落巽宫不药而愈 

 

 

 

左臂，左耳，头发，股，肱，神经，左肩，肝胆，血管，经络，气血，胃口，中

风，三焦虚炎，伤感风热。 

 

 

 

中宫:同坤宫 

 

 

 

乾宫:落乾宫不治 

 

 

 

右脚，头部，疮，脊髓，筋骨，大肠，膀胱，便闭，肺，男性生殖器。 

 

 

 

兑宫:落兑宫不治 

 

 

 

右肋，右腰，额角，口舌，牙齿，肛门，肺部，气管，右肺，咽喉，胸膈，咳嗽，

噎疾，喘急，暗哑。 

 

 

 

艮宫:落艮宫或落空亡新病愈、久病死。 



 

 

 

左腿，左脚，鼻子，背，脚气，麻木，风湿，疮，手指，关节，脚趾，乳房，脾，

肠胃，消化系统，虚胀，静脉曲张。 

 

 

 

离宫:落离宫缠绵 

 

 

 

头部，眼部，面部，小肠，心脏，心血管，脑血管。 

 

 

 

二、测婚姻 

 

 

 

1、以天盘乙奇为女方，天盘庚为男方，六合为媒人，丁奇为妾，或第三者插足女

人，丙奇为第三者插足男人。 

 

 

 

2、乙奇与庚两者落宫相生，又逢吉门吉格，则恋爱可成，婚姻美满，两宫相冲相

克，婚事难成，或夫妻关系不好。庚宫克乙奇，男嫌女，乙奇克庚，女嫌男均不

成。强成之后，必有刑克。庚入墓而成凶格刑伤丈夫，乙奇入墓乘凌凶格，克妻

子。六合落宫生乙奇落宫，媒人偏向女方，六合落宫生庚落宫，媒人偏向男方。 

 

 

 

3、乙奇落宫所临的星、神、门及格局，代表女方性格、身材、长相及职业状态，

庚落宫则为男方，乙奇落宫带刑击为女性凶恶，得吉星性情温良，庚落宫带凶星

为男性暴烈，得吉星主男方温良。 

 

 

 

4、已婚者以用神相合之干为配偶的代表符号，以他们二者关系，判断婚姻的美恶

吉凶。 

 



 

 

5、如测成婚或离婚可以分别看男、女双方的年命落宫情况，以此帮助判断双方恋

爱或婚姻的结局。 

 

 

 

6、男婚女嫁以盘中占据太阴、六合为完美。太阴、六合旺相或相生、比和，说明

婚后和美，若居塍蛇、朱雀，媒人从中两相欺瞒。若居勾陈、白虎，肯定媒散难

成，如成，男女也会有一早亡，半途丧偶。若居九地，婚姻能成，但很迟慢。若

居九天，眼下就成，还可能会出外旅行结婚。若居玄武，要谨慎小心，内中可能

有诈，或者婚后拐子带财而私奔他乡。居值符最吉，万无一失，美满称心。 

 

 

 

三、测怀孕分娩 

 

 

 

1、判断胎儿性别 

 

 

 

以坤宫天芮星为母亲，以天盘临临坤宫之星为胎儿，阳星为男孩，阴星为女孩。

如天禽星临坤宫为双生，阳干为男，阴干为女。以坤宫所临之门为胎儿，阳门为

男孩，阴门为女孩。以日干为母，时干为子，以时干阴阳和所临星、门、宫来判

断男女。或以值符为产母，以六合或值使为胎儿来取用神。 

 

 

 

2、判断胎位情况及分娩是否顺利 

 

 

 

以坤宫为产室，天芮星为产母，天盘所临之星为胎儿。天芮克天盘之星者，主产

速。天盘星生地盘星天芮者，子恋母腹，产迟。天盘星克地盘天芮者，为子克母，

主母凶，地盘天芮克天盘星者，母克子，主子亡，但得旺相之气，及奇门吉格者

则不碍事。如时干所临天盘星落地盘墓，主子死母腹内，天地两盘如果乘凶门凶

格者，子母俱凶。以坤宫所临之门为胎儿，产室克门，胎不安，门克坤宫，孕妇

常病。如果伏吟，为子恋母腹，胎主稳而产迟。上乘白虎则产速。门到坤宫若休



囚入墓，可能是死胎。如果临三奇，则为吉利。 

 

 

 

3、判断产期 

 

 

 

一般以坤宫对冲之宫天盘所临之干为应期，也可按阴日看庚上之干，阳日看庚下

之干等其他断应期的方法进行。 

 

 

 

四、测求学、考试、比赛、拜师学艺 

 

 

 

1、凡求学考试，考生本人求测，以日干为考生。父母代考生求测，以时干为考生。

还可看考生出生年的天干，以年干为用神，以天辅星为考试院，以值符为主考或

监考官，以值使为副主考官或副监考官，以丁奇为文章，以景门为试卷，以年干

为录取学校。如为培训班，天芮为学员，值符为主办单位，天辅为老师。 

 

 

 

如果考生落宫旺相、得三奇、吉门、吉格，又得天辅星、值符、年干相生者，能

考入理想学校。考生落宫旺相，得三奇、吉门、吉格，克天辅星、值符、年干者，

也能考入较好学校。 

 

 

 

如果考生落宫休囚无力，又不得奇门吉格者，但得天辅星、值符、年干相生者，

虽考试成绩不佳，但也能录取。 

 

 

 

如果考生落宫死绝入墓或空亡，又得凶门凶格，又受天辅星、值符、年干相克者，

定然是考不上。 

 

 

 

2、丁奇、景门二者落宫状态及与天辅星、值符、年干的生克关系，以此来判断考



试答题的优劣及得分状况。景门落宫为考分，日干落宫为录取考生数。岁干生丁、

景门落宫且得吉格，定考取一类学校。岁干生景，不得吉格，可考取普通学校。

岁干不生景、丁自乘旺相，可考取代培、自费、旁听生。岁干不生丁、景，或反

吟入墓，或值空亡，难以录取。岁干克景、丁，是考学不被录取，反惹出麻烦。 

 

 

 

3、值符(天乙)五行生日干、景门五行，六丁宫又旺相，必获功名。年干遇三奇吉

门、星，大利，虽得奇门而不得吉门，名不能得，得吉门而不得三奇，终必成功。 

 

 

 

4、体育、武术比赛 

 

 

 

值符为裁判，以日干或时干为运动员，庚为比赛器具，辛为金牌、奖品，景是战

略、战术或比赛取胜方法、技术指导。如果主队与客队比赛，则须分主客，一般

以地盘时干为主队，以天盘时干为客队，以其落宫的旺相休囚、格局好坏、生克

关系来定输赢。 

 

 

 

博弈胜负，值符落宫为主方，六庚落宫为客方，五行生克论胜负。博奕看值符，

值符加伤门，表示能胜。 

 

 

 

5、拜师学艺，入山访道 

 

 

 

以天芮星为访道之人，以天辅星为传道之人。若天辅得吉门、吉格来生天芮者，

必得高人传授，相比和者，空见人，不传道。相克者，不能见人，或不传道。投

武、拜师学武艺，以天冲星为武士，以值符为武师，二者相生，主利。彼此相克，

不利。如天冲星就是值符大利。遇反吟、伏吟不利。  

五、测工作就业 

 

 

 



1、一般以开门代表文职工作及单位，杜门代表武职工作及单位，年干代表上级领

导，值符代表顶头上司，月干代表同事，日干代表求测者本人，时干代表上级或

单位职工群众。 

 

 

 

如:日干或年命落宫旺相，又得吉门吉格吉神者，表示自身条件好，得天时地利，

再得开门或杜门相生，则求职得官顺利。 

 

 

 

如:日干或年命克开门或杜门，经过努力也能得到工作或官职，如自身不得天时地

利，又受开门或杜门冲克者，必然得不到官职或工作。 

 

 

 

2、能否晋升职务、职称 

 

 

 

一看天时，二看地利，三看人和，四看自身条件和运气，自身条件好，又得年干、

值符、开门相生者，必然能晋升，反之则不能。开门克用神，文官降调。杜门克

用神，武官降职，反吟主调任，空亡必革职，入墓不但降罚，还会招来罪戾。太

岁来克，上级领导不喜，值符来克，顶头上司不爱，月干来克，同事参劾，时干

来克，下边群众告状。 

 

 

 

3、以开门为官星，以其所临九星为人品。如开门上乘吉星为好人，凶星为恶人。

临天辅星文雅，天任星慈祥，天心星正直，天禽星忠厚，天冲星风厉，天英星昏

烈，天芮星贪毒，天柱星奸诈，天蓬星大恶。 

 

 

 

4、军队干部和士兵转业或退役，可以杜门为官长，以日干为退役之人，如杜门生

日干，主工作需要，领导有意留你，不准转业或退役。如果杜门克日干，则准退。

比和者，也准退。如果日干乘青龙逃走或荧入白者，必退役，如果乘白入荧，虎

猖狂者，则不可退。如果日干临蛇夭矫，则可能有官司缠身，欲退不能。如果见

大格或雀投江凶格，则可能被辞职。 

 



 

 

六、测经营求财 

 

 

 

1、以日干为求测之人，时干为财或货物，甲子戊为资本，生门为利息，生门所临

之星为财星，值符为货主，值使为购货之人，六合为经纪人，月干为同行竞争者，

值符、景门为行情，值符为物主或银行，时干、值使门落宫为经营项目，值使为

借贷人。开、休、生落宫为得财方向，生门落宫为得财数量，开门为店铺、门面，

生门为房屋，死门为地皮， 

 

 

 

天乙(值符下临地盘之星)为贷款人或借款人，以值符为债主，以天乙 

 

 

 

为欠债人，以伤门为讨债人，如生门落旺宫、又得奇、得吉格，则得 

 

 

 

利大，相则平，休囚利微，如休囚又逢凶格，无利赔本。甲子戊与生 

 

 

 

门落空亡，反吟，墓绝，再有凶格凶神者，不仅不得财，反会招惹是 

 

 

 

非。甲子戊和生门上乘吉星事更吉，乘凶星则含有凶的成份。又可以 

 

 

 

地盘甲子戊上乘之干来判断得财数量。 

 

 

 

得财时间:甲子戊与生门同落内盘为距离近，速度快，一内一外则迟， 

 

 



 

全在外则更迟、更远。甲子戊与开门同宫，则得财迅速，又以地盘时 

 

 

 

干宫的地支定应期，为得财之年、月、日、时。伏吟，则生门对冲之 

 

 

 

宫地支为应期。 

 

 

 

2、交易求财:以日干为买主，时干为卖主，六合为经纪人，中介人。日干生时不

利卖方，时干生日干利买方。日干克时干，买主不要，时干克日干，卖主不卖。

六合生日干，经纪人向买主。六合生时干，经纪人向卖主。六合入墓或空亡，必

有奸诈欺瞒之事。日干与时干比和，公平交易，也主成交。日干、时干有一空亡，

交易不成。 

 

 

 

3、投资求财:以甲子戊为资本，以生门为利息。生门落宫得奇和吉格、吉星，生

甲子戊落宫吉，必获倍利，比和，得中利。生门宫克甲子戊宫，又得凶神凶格者，

必赔本。甲子戊落宫生生门落宫，主添加资本仍可获利。生门落墓绝之地(指月令

与生门之关系)，再有凶神凶格，必耗尽资本。 

 

 

 

4、买货求财:以日干为买主，时干为货物。时干宫旺相得吉门吉格，又上乘吉神

者，为货的质量好，休囚不得奇门吉格吉神者，质量次。如果休囚，又临凶门凶

格，上乘玄武者，必是假冒伪劣产品或腐烂变质货物。时干生日干，好货孬货终

有利。时干克日干，或空亡、墓绝，则无利。日干生时干，为主动去买。日干克

时干，也能买成。 

 

 

 

5、卖货求财:以值符为卖方，值使为买方。值使乘奇门吉格生值符或二者比和，

可以卖出。值符生值使，或二者相克，则卖不出去。以日干为卖方，以时干为货

物，甲子戊为资本，生门为利息。日干生时干，为人恋货，不肯卖。时干生日干，

为货恋人，卖不出去。日干克时干，虽想快速将货卖出去，但成交迟缓。时干克



日干，卖得快。卖货有利无利，只要时干宫(货物)生甲子戊或生门宫，则可获利。

时干宫不生甲子戊或生门宫，或者二者相克，则无利。时干宫乘凶神凶格来冲克

日干宫者，必赔本。(二、八宫不遇反吟，则按比和断，反吟，则按对冲断) 

 

 

 

6、买卖房地产求财:以生门为住宅，以死门为地皮，以值符为买房或卖房之人。

生死二门乘三奇吉格，说明房屋和地皮好。如果生值符宫，对买主有利，买后可

发达。如果生死二门不得吉格，说明房屋和地皮一般或质量差，如果生值符宫，

则对卖主有利，卖后发达。如果二者比和，则主平安。如果生死二门休囚无力，

又乘凶神凶格，说明房屋和地皮不好，如果二门宫来克值符宫，则主买后破家败

财，如果值符来生此二门落宫，则必因此宅产而破败不利。以日干为买主或卖主，

以生门为房屋，以死门为地皮，看其二者之间的生克关系。以日干为买主或卖主，

以时干为房屋或地皮，来看其二者之间的生克关系。 

 

 

 

7、开店求财:商场、门市、酒店、旅馆、餐厅等，包括开办工厂等坐地经商预测，

一般均以日干为求测之人，开门为其商场、门市、工厂、酒店等的代表符号。 

 

 

 

8、合伙求财:以日干为我方，时干为合伙之人。时干乘奇门吉格来生日干宫者，

对我方有利，日干宫生时干宫者，对他方有利，日干与时干比和者，公平。时干

宫克日干宫者对我不利。日干宫克时干宫者，对他不利。同时，生门宫生我则吉，

克我则不吉。以地盘日干为我方，以上乘天盘之干为合伙之人。天盘之干生地盘

日干者，对我方有利。地盘日干生天盘之干者，对他方有利。比和者公平，二者

相克则不成，成则不顺利。 

9、贷款或借钱:以值符为物主或银行，以值使为借贷之人。值符生值使、或值使

克值符，可以借到或贷到，如果值符克值使，或值使生值符，则借贷不遂。值符

与值使有一方空亡，也主借贷不成。以所往之方的天盘星与地盘星之间的生克关

系论之，天盘为动为客，为借贷人，地盘为静为主，为物主、银行，地盘星生天

盘星者，必借给或贷给，二者比和，虽然肯借贷，但必迟疑，二星相克主不借，

反惹羞辱。如果天盘星所临之干入地盘墓库者，则物主吝啬，不肯借。所去借贷

之方，如果遇空亡，则说明物主无钱或人不在，去了也借贷不成。 

10、放贷:值符为银行为放贷人，天乙(值符落宫原地盘之星)为借贷人，生门为利

息。值符克天乙落宫吉，天乙克值符落宫凶。天乙生值符落 

宫吉，值符生天乙落宫凶，生门与天乙同克值符落宫，放出之款损失 

殆尽。生门与天乙同生值符落宫，本息全还。生门与天乙有一生一克值符宫者，



借出之款不能全还或迟还。如果天乙落宫休囚无力，虽生值符宫，是无力偿还，

结局是不全还或迟还。 

 

11、讨债:值符为放债之人，天乙(值符下临地盘之星)为欠债人，伤门为 

讨债人。伤门克天乙，讨债人实心实意去讨。天乙克伤门，彼此争斗 

不服。伤门与天乙同生值符，本息全能追回。伤门与天乙同克值符，  

本息不还。伤门生值符，克天乙，能讨回。伤门生天乙，克值符，讨不回。天乙

旺相克伤门，虽有能力，但不还。天乙休囚生伤门，虽 

有心还，而无力量，即使还，也还不全。如果天乙乘庚辛来克值符，必有经官之

事。值符克天乙乘丁奇或景门落四宫(四宫杜门主执法机关)者，也有经官之事。

甲子戊会开门落内盘者，其债速还。天乙乘天蓬或玄武，又克值符宫者，欠债人

存心不还。七、测出行出国 

1、以日干落宫为出行之人，看去什么方向，这个方向如果有吉格吉门来生日干落

宫，则为顺利。如果无吉门吉格，但该方向地盘宫与日干落宫比和，也为顺利。

如果日干落宫得吉门吉格，克所往方向之宫，也可出行。如果出行之方得吉门吉

格，但克日干落宫，虽勉强可行，但必不顺。如果所往之方遇凶门凶格，又来冲

克日干落宫，则大凶。如果所往之方为时干空亡之地或为日干之墓地，则不利。

如果日干或年命刑、墓、空亡出行方位之宫，也为不利。同时，也可兼看日干与

时干的关系，以便帮助判断出行的利弊吉凶。 

2、凡出行乘车，以景门所临之宫为道路，以伤门为车。遇白入荧凶格易遭盗贼，

逢荧入白凶格，则可能碰上火灾，临天蓬、玄武可能被盗或丢失钱物。 

3、凡出行乘船，以休门所落之宫为水路，以伤门为船只。如果遇青龙逃走或白虎

猖狂凶格，可能遭遇风暴，如果碰上雀投江，蛇夭矫凶格，则可能有沉船的危险。 

4、如果坐飞机出行，可以九天所临之宫为航线，以开门为飞机，看其临宫状态，

格局如何，以定其利弊吉凶。 

5、测出发时间，先看日干和时干，如果日干和时干均在内盘，则行期近，如果日

干和时干俱在外盘则行期远，日干和时干一内－外，也主行期远。一般以开门落

宫地盘所临之干为具体出发时间，未动身时预测外出归来之期，一般以出门之日

的日干落宫下临地盘之干为归来日期。 

6、测行人在外吉凶，一般以用神及其年命落宫所临星、门、宫、神及其格局好坏

旺衰来判断。 

7、预测行人归期，以庚格来判断。阴日以庚上之干为归期，阳日以庚下之干为归

期，逢年格，年内必归，逢月格，月内归来，逢日格，当日即回，逢时格，本时

辰内即归。不逢格，则不归。何谓不格?乙庚合，不为格，庚金入墓或空亡，不为

格。古人又以天蓬、天芮二星为代表行人，行人在千里之外以天蓬星为用神，行

人在千里之内以天芮星为用神，如果时干临天蓬或天芮，则可归来，时干就是归

期，伏吟不来，反吟来。如果用神临三奇和三吉门，三奇六仪又正好是行人的年

干，则马上可以回来，如果凶星凶门临行人年干，必有妨碍不能归来。 



 

八、测行人走失 

1、测行人走失，如果以走失时间起局，就以日干为用神，如果按问测时间起局，

以六亲关系取用神，如父母问测子女走失，以时干为用神，问测同辈人走失以月

干为用神，问测老年人走失以年干为用神。同时，都还可以兼取行人年命为用神。 

2、行人走失方向，多以六合落宫为走失方向。一般情况下，六合落宫是行人开始

走失的方向，中间值符落宫，值使门落宫都可能是其落脚点，而最终找回或死亡

的方向往往是用神(包括年命)落宫的方向。如果走失之人是有意潜藏，杜门落宫

则可能是其躲藏方向。如果九星或八门反吟，或用神宫逢空亡，用神落宫的对冲

之宫则可能是其走失方向。 

又以内盘外盘分其远近，阳遁用神落宫在一、八、三、四，则为内为近，九、二、

七、六宫为外为远。阴遁则以九、二、七、六宫为内为近，以一、八、三、四宫

为外为远。 

3、行人在外安危吉凶，则主要以用神落宫的格局来判断，如果用神旺相，又临三

奇、吉门、吉格、吉神、吉星则平安无事，如果用神落宫是太岁、月干、日干或

时干宫相生，则为有人帮助。如果用神休囚无力，又遇凶星、凶神、凶门、凶格

或入墓、空亡、六仪击刑，则不吉或大凶。 

4、行人走失，能否找回或自己回来，一般日干与时干同宫，或时干生日干，则容

易找回或自己回来，日干生时干，日干克时干，或时干克日干，则不易归。用神

旺相，又临开、休、生、杜四门者，不好找到。用神休囚，又临伤、景、死、惊

四门者，则有消息，可以找到或自己回来。用神乘九地、太阴，可能有人潜藏，

乘九天，远走高飞，乘玄武，被人拐骟，乘腾蛇，有人盘查羁留，乘白虎，防止

刑伤，乘值符、六合，安全无事，伏吟，人难归，反吟，人必归。 

5、行人归期: 

(一) 以用神和值符定应期，旬空者，以填实之时或冲实之时为应期，逢冲者，以

合为应期，逢合者，以冲为应期。 

(二) 以庚格定应期，逢年格者年内归，月格者月内归，日格者当日归，时格者本

时辰内归，阴日看庚上之干，阳日看庚下之干为应期，或者看时干，时下临阴星，

则以庚上之干为应期，时干临阳星，则以庚下之干为应期。 

(三) 看马星，马星动或冲动马星之时为应期。 

九、测钱物丢失 

1、钱物丢失，一般以日干落宫为失主，以时干落宫为丢失之钱物。如果日、时同

宫，为没有丢失，可以找到。如果时干落宫乘旺相之气来生日干落宫，也能找回。

反吟者也主能找回。相反，则不易找回。时干落空亡、墓、绝之宫，也主难找回。 

2、日干与时干同在内盘，则钱物丢失在家中或近处，日干与时干同在外盘，则钱

物丢失在外边或远处，日干在内，时干在外，则丢失在外边，时干在内，日干在

外，则丢失在家中。 

3、如果时干临玄武，则可能被人偷去或自己忘记，如果时干宫被玄试宫或天蓬宫



所克，则可能被人盗走。玄武乘阳星为男人，乘阴星为女子，旺相有气为青壮年，

休囚无气则为老年人。 

4、丢失钱物找到时间，一般以时干生日干之日时为应期，或按庚格而断，阴干寻

庚上，阳干寻庚下，入库者，以冲出之日时为应期，旬空者以填实之日时为应期。 

 

十、测刑事案件:刑事犯罪包括偷盗、抢劫、流氓、杀人以及贪污受贿等经济犯罪。 

1、偷盗财物、流氓强奸、轻微经济犯罪以玄武为用神，抢劫杀人、奸情杀人、重

大贪污受贿罪犯，以天蓬星为用神，甲午辛为罪人，凡是犯错误或犯罪之人，都

还可以同时以六仪辛为用神。 

2、罪犯特征:一般以用神落宫旺衰，结合所临星、门、神三奇六仪，来判断其职

业、长相、身高、性格等。蓬、玄临庚多为老奸巨滑的重大案犯，临辛多为惯犯

或曾被劳教关押者，临壬、癸多为在逃罪犯。 

3、作案手段与工具:蓬、玄临伤门或伤门生蓬、玄，多为用车。临景门或景门生

蓬、玄，多为使用枪枝火器。临庚、辛或庚、辛生蓬、玄，多为使用尖刀、匕首

等金属器械。临巽宫或腾蛇，多以绳索将人勒死或以手掐颈而致死人命。临甲、

乙或伤、杜二门，也可能用木棍或木制东西将人打伤或致死。 

4、星门伏吟或用神落内盘，则可能是本地人或单位内部之人所为，星门反吟或用

神落外盘，则可能是外地、外单位人或流窜犯再次作案。 

5、罪犯逃跑、藏匿方向，一般以六合为逃犯，以杜门落宫为藏匿方向。以内盘、

外盘、杜门所落宫数，来判断其远近。 

6、发现无名尸首，以死门为其代表符号。死门临甲子戊可能是为钱财而被杀，临

乙、庚、丁、壬或桃花者，多为奸情所杀，乘太阴、六合，多为隐私暖昧之事所

杀。 

7、能否破案:以伤门、白虎、六仪中的庚和值使门为公安捕盗之人，公安捕盗之

人落宫旺相，冲克罪犯落宫者，案一定能破。相反则难破或破不了案。星、门伏

吟者难破，反吟则能破或案犯再次作案时可破。同时，有庚格，即庚临年、月、

日、时者，能破，不格者不破或难破，另外，杜门逢庚辛壬癸，或天盘六仪克地

盘六仪，或地盘六仪生天盘六仪，一般也能破案。 

8、破案时间:以庚格而定，庚临年干，－般年内可破，庚临月干，月内可破，庚

临日干，当日可破，庚临时格，本时辰内或表示较短时间内可破，如果一局中同

时出现两个庚格，则表示该案一定能破，而且时间较短。具体破案时间，还可结

合阳日看庚下，阴日看庚上之干，或时干临阳星看庚下之干，时干临阴星看庚上

之干等方法来判断。还可以按旬空出空、马星动、值使门落宫等方法判断。 

9、死门加壬，主讼人自讼和壬临坤宫凶犯自首。 

 

十一、测官司诉讼 

1、以值符为原告，天乙(值符落宫地盘之星)为被告，开门为法官，六合为证人、

证据，景门为诉状，丁奇为传票，惊门为律师。如值符落宫旺相有气，又乘吉门、



吉星、吉格来克天乙落宫者，原告胜。如果天乙落宫旺相有气，又乘吉门、吉星、

吉格来克值符宫者，被告胜。如果二宫比和，则可能合解。如果值符宫生天乙宫，

可能原告主动求和，如果天乙宫生值符宫，则可能被告主动求和。 

2、开门落宫既克值符宫，又克天乙宫者，法官铁面无私，公平审判。开门生值符，

法官向原告，开门生天乙，法官向被告。如果开门入墓，则法官糊涂，审不明白，

开门落空亡，不予审理，反吟，需换官来审。 

3、起诉书是否被法官受理，以景门为用神，代表起诉书。如果景门落宫旺相，又

得三奇吉格，说明情词恳切，不被开门宫冲克者，必被受理。如果受开门宫冲克，

则不予受理。如果景门落宫空亡，又乘玄武或腾蛇者，主所诉事情不实。如果六

告宫逢空，则说明证据不足。 

4、是否判刑:以甲午辛为罪人，以壬为天牢，以癸为地网，甲午辛临壬、癸者，

必有牢狱之灾，临三奇，特别是丁奇者，则可能无罪释放。再结合与开门落宫的

生克关系，综合判断之。 

5、如果是犯罪本人或亲属预测，还可以日干或按六亲关系取用神。以辛为天狱，

壬为地牢，癸为地网。如果用神落宫，下临辛主被囚禁，临壬、癸者为误入天地

网，待冲破之日可出。如果天盘壬、癸之干下临地盘辛者，为网罗蒙头，主囚禁

时间长。如果用神落空亡之宫，则不被囚禁。 

 

十二、测天时气象: 

1、奇门中以九星代表天时，故预测天气，以九星为主，兼看天干、八门、八神及

其落宫状况。以天英星为火神、主晴，天辅星为风伯、主风，天柱星为雨师、主

雨，天蓬星为水神、主雨，天冲星为雷公，主雷霆。 

2、冬季以天心、天柱星主雪，以八门中的景门主晴，开、伤二门主雷，休门主云

雨，生门主风，杜门主电，惊门主虹霓。十天干中，以甲、乙主风，丙、丁主火，

戊、己主阴云，庚、辛主冰雪，壬、癸主雨水，壬为大雨，癸为小雨。八神中，

以值符为日、月，九天主晴，九地主阴，六合主风和日丽，白虎主风，玄武主雨，

太阴主阴云霜雪，腾蛇主闪电虹霓等等。天英星乘旺相，落三、四宫，或克日、

时二干，主晴天，天辅星乘旺相，落离九宫，或克下落之宫，或克日、时二干，

主风晴。天蓬星乘壬、癸二干，游于一、三、七宫，或天柱星乘壬、癸二干，游

于一、三、七宫，主雨，乘壬主大雨，乘癸主小雨。如果同时天英、天辅星落宫

天盘之干克地盘之干，必然风雨雷电交作。与值符近，则雨速，远则雨迟。天蓬、

天柱乘壬、癸二干游于坤二宫，主密云不雨。天蓬、天柱如果不乘壬、癸水神，

即使游于一、三、七宫，也不下雨。 

3、冬月，天心、天柱二星乘壬、癸到乾、兑二宫，主雪。 

4、测河水消涨，以天蓬、休门为用神而判断。天蓬、休门乘旺相气而得三奇者，

水虽涨，不至泛滥。天蓬、休门乘旺相气而值庚格，主河水壅塞泛滥涨满。如果

再乘甲辰壬带腾蛇，则洪水肆虐为害。天蓬、休门落于二、五、八宫，水被土克，

洪水立消，或无水。天蓬、休门不乘庚格与甲辰壬者，水虽旺发，也不会决堤出



岸。 

十三、测地理环境(风水): 

1、以日干为人，以时干为住宅。时干临三奇吉门、吉星、吉神、吉格乘旺相来生

日干，则为最佳住宅，此居住环境对人最为有利。如果时干不临三奇吉门，但临

吉星、吉神、吉格乘旺相来生日干宫，也为较好住宅。如果时干所临有吉有凶，

则为一般住宅。如果时干临凶门、凶星、凶神、凶格，又来克日干宫，自然就是

大凶之宅了。其体吉凶，再根据星、门、宫等的生克关系来具体分析。 

 

2、测阳宅，一般以生门为房屋，以死门为地皮(宅基)，再以其旺相休囚，与日干

的生克关系来判断其优劣，又以值符为新宅，以值使为旧宅。 

 

3、测阴宅，－般以死门为用神，死门落宫地盘为死者，天盘为生者，吉神、吉星

又得三奇，上下相生者吉，凶神、凶星不得奇，且上下相克者凶，天盘克地盘，

时死者不利，地盘克天盘，对生者不利。死门落二、五、八、九宫为吉，落六、

七宫次之，落一、三、四宫不吉。 

 

十四、测人生机遇: 

1、测一个人的先天素质和后天大的机遇，可以通过其出生时间的奇门格局进行分

析，一般以日干落宫为本人，在家庭以年干为父母，月干为兄弟姐妹，时干为子

女，在社会群体，以年干为上级领导，月干为同事朋友，时干为下级群众。以九

星为天时，八门为人事，九宫为地理，八神为自然力量。结合时令和落宫分析其

旺相休囚，结合格局分析其机遇好坏，通过五行生克制化分析其吉凶祸福。 

2、测一个人近期机遇和行运，可以通过问测时间的奇门格局进行分析，一般以日

干为本人，结合年命落宫，综合判断之，也可以结合来人落宫方位，帮助判断之。 

 

其实在自然界中，天地人都是相应的。《易经》中讲三才之道，将天、地、人并立

起来，并将人放在中心地位，这就说明人的地位之重要。天有天之道，天之道在

于“始万物”；地有地之道，地之道在于“生万物”；人有没有人之道呢？结论是：

人不仅有人之道，而且人之道的作用就在于“成万物”。天道曰阴阳，地道曰柔刚，

人道曰仁义。天地人三者虽各有其道，但又是相互对应、相互联系的。这不仅是

一种“同与应”的关系，而且是一种内在的生成关系和实现原则。天地之道是生成

原则，人之道是实现原则，二者缺一不可。在这一点上，天地人三才真正统一起

来了，形成了天人相应、天人合一的境界，实际上它也是生态哲学的最高表述。  

《管子·水地》曰：“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通流者也”，说的就是将水比喻为

同人的筋脉一样。除了将河流比喻为筋脉之外，自然界中其它的也是和人体一一

对应的----山为骨骼，土为肌肉，植物为毛发，石油为骨髓，山川中的孔穴为人身

之九窍。九窍为二耳、二目、二鼻、一口、一前阴、一后阴。山川中的孔穴是用

来交换地气的，起到一个新陈代谢的功能，而人的体窍也有这个功能。石油为骨



髓，所以过多的开采石油，其结果是多么的恐怖，简直就是在敲骨吸髓，自取灭

亡！天有二十四节气，人有二十四根肋骨；天有四季，人有四肢；四季有五行，

人有五官、五藏、五声、五指……..这些都是妇幼皆知的。现在社会上常常关注的

一个话题就是水土流失，这与土德的减弱有直接的对应关系。这个其中的原因就

不多说了，在本书的“土的藏性”一节有很详细地论述。  

天上有假星星（人造卫星），地上就有假山、假景、假冒伪劣建筑，人间就有假货、

替身、人造美女，还有现时最流行的虚假的婚姻—网婚等等现象，这些都一一对

应于天之大象。  

《寻找楼兰王国》是前几年热播的一部优秀纪录片，轰动一时，北京电视台的导

演杜培兰女士花了几年的时间才将此片拍摄完成。根据此片的剧本，杜女士还出

了一本书，名为《去楼兰》。楼兰就在现在的新疆沙漠中，那里的一个比较有名的

地方就是罗布泊。楼兰这个地方的文化非常丰富，当年的楼兰王穆天子曾写下了

一本《天官书》，被司马迁收入了《史记》中。还有，楼兰还是《河图》的发源地，

与之相连的《洛书》的发源地在洛阳，这些都是易学史中重要的内容。河图又叫

天球河图，《尚书·顾命》云：“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在东序胤之舞衣大贝”。

河图有九篇，洛书有六篇。河图记载着江河山川几大洲界的分野，中华民族的祖

先都受此图。《易》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这个则，就是用刀创刻贝甲。

在这部片子中，介绍了楼兰出土的几具干尸，其中的一个摄入画面量最大的、保

存最完好的一具干尸的面容，与导演杜培华女士的长相相似极了，简直就是入了

神品，好比转世再生一样。我这样说没有任何负面的意思，只是想表达杜女士在

这个拍摄的工作中，所体现出来的与实物实景相对应的现象，因为它符合了天人

相应之道。正是她带领着自己的团队，以不辞辛苦的精神，多年认真而用心的拍

摄，才使得世人对楼兰文化有了深刻的认识，让世界更多更广的了解了中国的文

化与文明。或者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也是她今生的一个不可回避的责任。现在，

她已经很好的完成了这一责任。如果想从更深层次来了解这一责任意义，大家可

以看看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杜培华著的《去楼兰》一书。看过之后，我想大

家会更明白我的意思的。就像我现在这样，好似在不断的恢复记忆一般，思如潮

涌，经常不停的著写易学方面的文章。我想，这可能就是与我的右手手背上天生

就有的太极图案有相对应的关系吧，只是猜想，对否？不得而知。  

生活中总有一些东西让我们敬畏。天增岁月人增寿，我们都知道这句耳熟能详的

话。这句话我们经常听到别人说，但是却很少有人思考过它的真实意义。那么下

面我们来看看，这句话的内涵究竟隐藏了什么？最近四、五年来，中央电视台在

每年的元旦那一天之前，都要播报这样一条消息：今年的元旦钟声又比上一年增

加了多少多少秒。其实增加了多少秒我并不在意，我在意的是它告诉了我一个秘

密，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就是天在增岁月！要知道这一点是多么的重要！它恰恰

与人们寿命的增长是互相印证的。我们都在说天增岁月人增寿，那么天不增岁月

人怎能增寿？只有天增了岁月人才能增寿。现在人们的寿命比率远远高于古人，

再也不是苏东坡所说的“人生七十古来稀”的时候了，人的寿命已经增加了，长寿



了，这个事实有目共睹。人的寿命的增加，则必然也要说明天要增加岁月的，二

者是互相呼应、互相印证的，这就是这句话里面所藏的真实内涵。所以古人说：

观天知地，文以载道。真是字字不虚啊！  

 

现在的人，有很多人在学看风水，但真正的高师如凤毛麟角。这是什么原因呢？

就是因为不懂天文，不会观天之道。天人是相应的，你不懂天，不会观星，不知

道天运的变化，怎么会达到人天相应呢？不相应又怎么能看明白地理呢？这些都

是问题，都是最根本的问题。这些最根本的东西，最根本的理，你不弄明白，法

怎么能通？理不通法不明，你就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风水大家。为什么那么多的

所谓风水师，生活都那么困顿，都在疲于小康？就是因为他达不到“知天”这一点。

达不到这一点，就是在坑民、毁民，就是在造孽。自古以来，你看看，造孽者哪

有好下场？！孔子的学生中、七十二贤人之一的子贡，在为孔子选墓地时，先选

了一块吉地，说：此地虽好，但观天知地，此地只适合葬帝王，不适合葬我的老

师。于是就另选了现在的曲阜葬了孔子，说此地一代好，一代差些，一代再好些，

一代再差些，如此循环，只是尊贵，后代不发官也不发财。现在看来，确实如此。

先前选的那块地，后来就葬了汉高祖刘邦。管中窥豹，可见一斑。从这里，我们

就可以看出来，只有合于天人相应的方法才能长久，才是正法，才符合道。 天是

最高的，自然界中的万物没有比天还高的，所以最高的法则就存在于天道里边。

而人只要与天道的法则相对应，做到天人相应，就能达到最完美的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