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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龙道人亲笔手稿传授 

太公奇门遁 

(全卷) 

                             

十二月三十日 

 

上午 

 

速断秘法 

 

1、太公奇门八门定位法； 

ａ、太公门八门定位法； 

ｂ、坎为合门(又名虎门、虎口)； 

ｃ、震为阴门； 

ｄ、巽为凶门； 

ｅ、离为官门(又名珍珠门、富贵门)； 

ｆ、坤为恶门； 

ｇ、兑为阳门； 

ｈ、乾为地门。 

 

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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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指掌乾坤推演法 

 

①正月起于欣宫，一月一宫，递进顺数。 

②月上起日，日上起时，时上起刻。 

③一刻为 10 分，10 分进一宫；不足 10

分 10分。 

例一、十一月十九日，巳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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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指掌推演： 

正月在坎宫；二月在艮宫；三月在震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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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在巽宫；五月在离宫；六月在坤宫；七

月在兑宫；八月在乾宫；九月在坎宫；十月

在艮宫；十一月在震宫。这是起月推演法，

也是指掌乾坤推演法的第一步； 

 

再从十一月所临的震宫，起初一，那么初

二在巽宫；初三在离宫；初四在坤宫；初五

在兑宫……十九日在离。这是月起日推演的

方法，也是指掌乾坤推演的第二步； 

 

再从十九日所临的离宫起子时，那么丑时

在坤宫；寅时在兑宫；卯时在乾宫；辰时在

坎宫；巳时在艮宫，这是日上起时的推演方

法，也是指掌乾坤推演的第三步。 

 

余仿此。 

例二、十一月十五日，午时(11：39) 

(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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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指掌图所示： 

 

十一月在震宫；十五日在坎宫；午时在兑

宫；这是月上起日、日上起时的方法。 

 

那么，午时为两小时，时间区域在十一点

到一点。起局时为午时----十一点三十九

分，时上起刻，一刻 10 分，进一宫，三十

分为三刻，9分不足 10分照 10分计，共四

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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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时上起刻的推演方法，午时为 11：

10，从兑宫起，那么 11：20 在乾宫；11：

30在坎宫；9分不足 10分照 10分计，也同

样进一宫在艮宫；十一点三十九分(11：39)

即在艮宫。 

 

这样就完成了，月上起日、日上起时、时

上起刻的全部起局推演的过程。 

 

太公奇门在实战预测中，按照月、日、时、

刻的时间起局最为重要，时间的流动和空间

的变迁，于指掌之间成为天衣无缝的高度统

一与整合，预测的结果其准确率是不言而喻

的。 

 

为了学友们更能灵活运用，抓住时空中所

显现的一切信息进行预测，再提供以下几种

以供参考。 

 

3、灵应快速起局法 

 

①数目起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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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笔画起局法 

③方位起局法 

④着色起局法 

⑤外应起局法 

 

4、定命宫与运宫(简称命运) 

 

在太公奇门的实战预测中，如果以月为命

宫，那么日即为运宫；如果以日为命宫，那

么时辰即为运宫；如果以时辰为命宫，那么

即以刻为运宫。 

 

命宫代表自己，即求测者本人； 

 

运宫代表自己的运，同时问官即为官运、

问财即为财运、问一切即代表一切运。 

 

例一、某人七月二十四日  问财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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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1、七月在兑，兑为命宫，兑为金； 

2、二十四在坤，坤为土，坤为运宫。 

此以月为命，日为运。 

 

例二、某人四月二十日巳时，问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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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1、四月在巽； 

2、二十日在兑； 

3、巳时在巽。 

此以日为命宫，在兑宫，兑为金 

以时为运宫，在巽宫，巽为木。 

 

例三、某人六月十五日，午时(12：45) 问

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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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1、六月在坤宫； 

2、十五日在巽宫； 

3、午时在艮宫； 

4、12：45分在巽。 

此命宫在艮宫，运宫在巽，此以时为命，

以刻为运。 

 

5、八门定十二宫秘法 

 

ａ：八门 

①八门即合门(坎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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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天门(艮宫) 

③阴门(震宫) 

④凶门(巽宫) 

⑤官门(离宫) 

⑥恶门(坤宫) 

⑦阳门(兑宫) 

⑧地门(乾宫) 

 

ｂ：十二宫 

 

运、兄、偶、子、财、疾、迁、友、官、

田、福、父 

ｃ：①以上我们学习且掌握了定命宫和运

宫的方法，这是太公奇门大格局的初步判

断，如果掌握了定命运二宫的方法，起十二

宫就十分简单了。 

 

②起十二宫的方法是从运宫逆行一周与

十二地支对齐国。 

 

③每逢乾、坤、艮、巽四维宫，即从辰、

戌、丑、未四土上起运逆行一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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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一、 三月十五日  某人问病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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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三月在震宫，震为命宫，震为木； 

2、十五日在坎宫，坎为运宫，坎为水； 

3、从运宫坎上起十二运宫，即运宫在子、

兄宫在亥、偶宫在戌、子宫在酉、财宫在申、

疾宫在未、迁宫在午、友宫在巳、官宫在辰、

田宫在卯、福宫在寅、父宫在丑。 

 

这样，从运宫子(坎)逆布十二宫为周毕，

就完成了逆布十二宫的流程。此以月为命

宫，日为运宫，再从运宫逆布十二宫。 

 

例二、 三月十五日，卯时(掌图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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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1、三月在震、十五日在坎、卯时在巽。 

2、以日为命宫、以时辰为运宫。 

3、时辰卯在巽宫，巽宫中藏两个地支辰

与巳，依据上述每逢乾、坤、艮、巽四维宫

即从辰、戌、丑、未四支上起运逆布一周的

秘诀，我们可 矣和，卯时运宫在巽，(巽宫

中的辰巳两个地支)即可从辰上起运宫连布

一周，余仿此。 

 

此是以日为命宫，以时为运宫，再从运宫

逆布十二宫一周。 

 

例三、 八月初十日  午时(12：21)(掌图

略) 

http://shop34121120.taobao.com/
http://shop34121120.taobao.com/


http://shop34121120.taobao.com/ 

http://shop34121120.taobao.com/ 

 
 

分析： 

1、八月在乾宫； 

2、十日在坎宫； 

3、午时在兑宫。午时的时间区域在

11----13点，也即中午的 11点到下午 1点

整，午时临兑宫，应从兑宫起刻，即 11：10

分在兑宫；11：20 分在乾宫；11：30 分在

坎宫；11：40分在艮宫；11：50分在震宫；

12：00 点在巽宫；12：10 分在离宫；12：

20 分在坤宫、、12：21 分在兑宫(因一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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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十分照十分计，进一宫) 

此是以时为命宫、以刻为运宫。命运二宫

同宫都在兑宫。 

 

即从兑宫起运宫，兑宫酉为运、坤宫申为

兄、未为偶、离宫午为子、巽宫巳为财、辰

为疾、震宫卯为迁、艮宫演为友、丑为官、

坎宫子为田、乾宫亥为福、戌为父。 

 

此十二宫逆布一周毕。 

 

十二月三十日 

 

下午 

 

太公命理神断 

 

1、如何装八神 

 

八神：龙、雀、陈、蛇、虎、武、地、天。 

装八神必须熟记天干九宫图。掌握每一天

干在九宫图中位置，以日干所在的宫按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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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时针方向起青龙，如图所示： 

 
假如为辛巳时，那么青龙应从天干辛所在

的巽宫起布，青龙在巽宫、朱雀在离宫、勾

陈在坤宫、腾蛇在兑宫、白虎在乾宫、玄武

在坎宫、地运在艮宫、天运在震宫。此八神

顺布在八门八卦的宫位上。 

 

例如为丙午日，那么天干丙在九宫图的艮

宫上，即从艮宫起青龙，顺布八神，方法同

上； 

 

假如为癸卯日，天干癸在九宫图中的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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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那么青龙应起于乾宫，顺布八神。 

 

通过上例可知，八神随日干所在九宫图中

天干顺布，此必须熟记。 

 

天干在九宫中的顺序排列为： 

 

戊→己→庚→辛→壬→癸→丁→丙→乙。

如图所示： 

 
但有四种特殊的寄宫情况，必须记住，即

寅、卯、辰、春三月，日干逢壬或甲，将壬

或甲寄地巽宫，壬与甲这两天，青龙皆从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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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起；巳、午、未夏三月，日干逢壬或甲，

将壬或甲寄地坤宫，壬与甲这两天，青龙皆

从坤宫起；申、酉、戌秋三月，日干逢壬或

甲，将壬或甲寄地乾宫，壬与甲这两天，青

龙皆从乾宫起；亥、子、丑冬三月，日干逢

壬或甲，将壬或甲寄地艮宫，壬与甲这两天，

青龙皆从艮宫起顺布。 

 

例：十二月初一(甲午) 

十二月的月建为丑，丑为冬月，日干为甲，

应寄于艮宫，从艮宫起青龙，顺布八神。 

 
2、如何飞九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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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星：一白、二黑、三碧、四绿、五黄、

六白、七赤、八白、九紫。 

 

九星的五行属性为： 

一白为水星 

二黑为土星 

三碧为木星 

四绿为木星 

五黄为土星 

六白为金星 

七赤为金星 

八白为土星 

九紫为火星 

九星在九宫的原局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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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为九星配十天干九宫图(原局) 

九星的吉凶祸福判断，是以九星的五行属

性生克十二宫的用神来决定的，生助用神或

和用神比和者，为用神旺相，主吉；如克制

用神或泻用神之气的，为用神休囚，主凶，

不吉。 

 

九星中的一白水星永随时干落宫依次序

飞宫，这必须熟记。 

 

如果时干为甲，那么一白起于坎宫，为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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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飞。 

 

例一、0四年三月十三日，壬午时 

时干为壬，壬在九宫原局的中宫，那么一

白水星即起于中宫，依照顺序飞宫，如图所

示 

 

飞星次序：一白在中宫；二黑在乾宫；三

碧在兑宫；四绿在艮宫；五黄在离宫；六白

在坎宫；七赤在坤宫；八白在震宫；九紫在

巽宫。 

 

例二、0四年五月初六日，乙卯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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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干丙乙，乙在九宫原局的离宫，那么一

白水星即起于离宫，依照顺序飞宫，如图所

示： 

5  1  3 

 4  6  8 

 9  2  7 

 

乙卯时的飞星次序：一白在离宫；二黑在

坎宫；三碧在坤宫；四绿在震宫；五黄在巽

宫；六白在中宫；七赤在乾宫；八白在兑宫；

九紫在艮宫。 

 

例三、0四年五月初六、甲寅时 

4  9  2 

 3  5  7 

 8  1  6 

时干为甲，那么一白在坎宫。为原局飞星，

记住，只要时干为甲，一白皆在坎宫，为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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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飞星。 

 

飞星次序如上图。 

 

3、太公流年批运法： 

 

① 所谓流年即是十二地支的逐年轮值。
如甲申年，申为十二地支的轮值年；

乙酉年，酉为十二地支的轮值年。申

酉是代表流年符号的地支，俗称“太

岁”，余仿此。 

 

②所谓流年运，即是求测者命宫落在儿宫

卦的某卦中，以此卦所代表的五行属性及卦

宫中所藏的地支与流年地支(太岁)，发生生

克形成旺衰的运势，同时也要考虑到刑、冲、

害、合的因素，而十二宫的用神一般情况下

不必纳入，只看十二地支的流年与命宫五行

属性的关系，这样断流年运就十分简单明了

了。 

 

而儿门、儿神、九星的运用，现在不必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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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待以后熟能生巧时，再加以运用，否则

欲彰反盖，不利于目前的学习思路，先从简

单的入手，循序渐进，功到自然成。 

 

例、0四年十月初三日  戌时(7：08) 

丁丑月   丙申日   戊戌时 

第一步：确定命宫、运宫。 

 

十二月在巽； 初三日在坤；戌时在乾；

刻在乾。(此以时定命宫，以刻定运宫) 

 

这样，戌为运宫，亥为命宫，戌亥都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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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宫，又称命运同宫。 

 

求测者本人的命宫推寻出来了，亥为命宫

的信息代码，直于每年的“太岁”相比较，

进而分析运势的旺误国有，受太岁相生的则

旺，相克的则衰，与太岁比和则旺。 

 

如：流年为子，子为水，亥也为水，为比

和，此年则吉，运气很好。(96年) 

 

流年为丑，丑为土，亥为水，为土克水，

此年受太岁克制，为不吉，运气不好(97年) 

 

流年为寅，寅为木，亥为水，寅亥合与太

岁相合，能得贵人相助(98年) 

 

流年为卯，卯为木，亥为水，水生木，被

太岁所泻，此年耗财或身体有疾(99年) 

 

流年为辰，辰为土，亥为水，土克水，被

太岁辰土所克，此年易有伤灾，破财之事(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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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为巳，巳为火，亥为水，水克火，太

岁被克为此年有进财之喜，克太岁主辛苦，

巳亥相冲，必主走动、外出(01年) 

 

流年为午，午为火，亥为水；水克火，太

岁被克，此年有进财之喜，但辛苦，有外出

之象。(02年) 

 

流年为未，未为土，亥为水，土克水，太

岁克命宫，此年不顺，事业难以发迹，身体

易生疾病。(03年) 

 

流年为申，申为金，亥为水，金生水，太

岁生我，为财运大旺，但申亥相害，会有不

愉快的事情发生，会有小人出现(04年) 

 

流年为酉，酉为金，金生亥水，其年太岁

生命宫，也主有贵人相助，财运亨通(05年) 

 

流年为戌，戌为土，亥为水，土克水，太

岁克命宫，一要注意身体健康，二要注意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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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等意外之事(06年) 

 

流年为亥，亥为水，命宫亥为水，为比和，

但亥见亥为自刑，注意对自己不要太房东，

学会宽容自己，不走极端(07年) 

 

上述为流年运气的具体断法，十二年为一

周，轮转不变，在将来的熟断中，还可加上

八门、八神、九星，进行综合论断，但现在

不必急于求成，我们只要学会定八门，装八

神，飞九星的方法就行，同时还要掌握八门、

八神、九星的含义，以便将来支助自如。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学习一下定八门，

装八神、飞九星的方法，使大家了解并掌握

演局的全过程。 

 

第二步：定八门： 

虎门在坎宫，天门在艮宫，阴门在震宫，

凶门在巽宫，恶门在坤宫，阳门在兑宫，地

门在乾宫。图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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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装八神(初三为丙申日，日干为

“丙”，“丙”在艮宫，在艮宫起青龙，顺布

八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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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飞九星(为戊戌时，飞星以时干

所在宫起一白星依顺序飞宫，换句话说，飞

星时一白水星永随时干飞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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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步：装十二运宫。从运宫起逆布一周 

十二运宫：运、兄、偶、子、财、疾、迁、

友、官、田、福、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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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八门、命宫运宫、八神、九星、十

二运宫整个系统已全部装毕，这必须在指掌

练习、熟记。 

 

一白水星、合门、天运、福德在坎宫； 

八白土星、天门、青龙、官禄田宅在艮宫； 

三碧木星、阴门、朱雀、交友在震宫； 

四绿木星、凶门、勾陈、迁移疾厄在巽宫； 

九紫火星、官门、腾蛇、财帛在离宫； 

二黑土星、恶门、白虎、子女配偶在坤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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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赤金星、阳门、玄武、兄弟在兑宫； 

六白金星、地门、地运、运父在乾宫； 

 

九星含义略释： 

 

①九星五行属性：生我者旺、比和者相、

我生者休、克我者囚。 

 

②一白水星，代表小人；一白入中宫主小

人就在身边；一白在福德主一生犯小人；一

白在迁移宫为外出犯小人、桃花、失眠；一

白临玄武为犯桃花劫、失窃、小人等；白临

青龙为酒食、桃花等。一白水星和坎宫的性

质是一样的 

 

③二黑土星，代表疾病、妖魔鬼怪。二黑

入中宫主身体有疾病，入命宫也如此，入六

亲宫皆如此，和坤宫、恶门的性质是一样的 

 

④三碧木星，代表太阳初升，为施舍型，

助人。三碧星飞临离宫，为事业到了顶峰，

离宫为官门，财又落此官门，一般为吃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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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禄，人到此地步易生烦恼，有升迁的欲望，

但只要一动就会下来。三碧星木，和阴门、

震卦的性质是一样的 

 

⑤四绿木星，飞落田宅宫，家中易出凶事。

主五灾凶事。四绿逢金为刀伤、逢土为车前

马后之灾。四绿为凶门星和巽宫性质一样。 

 

⑥五黄土星(甲在中宫为元帅)为吉星，五

黄在中宫，掌管生杀大权，生谁谁旺，克谁

谁衰，如在原局一般都有统领众人的能力。 

 

如五黄星飞到疾厄宫，若生则有救，若克

你则为凶事。(如何化解，则需要看五黄土

星能否飞临乾兑二宫，让病人住在此宫) 

 

⑦六白金星，金本为财，入中宫为此人有

财，刚武，果断，若男求测落入兑宫，一般

都有外遇，为精神富有型的。六白星和地门、

乾宫的性质都一样 

 

⑧七赤金星，金本为财，男性求测，此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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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入中宫、命宫、或福德宫一般为一竽异性

缘旺。有技巧或心灵手巧。为文、金银首饰

等。也为精神富有型的。七赤金和阳门、兑

卦的性质是一样的。 

 

⑨八白土星，主名望，入中宫为认真，忠

厚，固执，入命宫也是如此。若女人求测，

八白星入中宫或命宫，为一生易犯桃花，异

性缘旺，入福德宫也如此；入迁移宫外出时

易犯桃花等，(丁火为兑，为第三者女人；

丙火为艮，为第三者少男)。桃花星落福德

宫可能一辈子易犯桃花。八白土星和天门、

艮卦的性质是一样的。 

 

⑩九紫火星，为富贵，名望，有观音的慈

悲心肠，乐于助人。天乙贵人，凡事逢凶化

吉，为人见人爱，光明无私的人，与财同宫

为收入较固定。一般为政府、行政职员。九

紫炎星和官门、珍珠门、离卦的性质是一样

的。九紫在田宅宫，一般主家中过去或现在

有人点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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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命宫在震，三碧星也在震，为星与命宫

比和，三碧星在震卯宫，逢酉年遭太岁相冲，

如吉冲则吉；如凶冲则凶星与命宫比和，逢

酉年冲之则吉。余仿此。 

 

4、太公大运速断法 

 

太公奇门的大运一般以 20年为一期，第

一期是为九个星所决定的；第一星代表 20

年运，九个星共 180年运。 

 

九星原局：一白水星在坎宫；二黑土星在

坤宫；三碧木星在震宫；四绿木星在巽宫；

五黄土星在中宫；六白金星在乾宫；七赤金

星在兑宫；八白土星在艮宫；九紫火星在离

宫。如图： 

巽 

四 绿 

 离 

九 紫 

 坤 

二 黑 

 震 

三 碧 

    

五黄 

 兑 

七 赤 

 艮 

八 白 

 坎 

一 白 

 乾 

六 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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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飞星的时候，还是以来人预测时的时干

定一白水星的位置，也就是说，一白水星永

随时干落宫起飞，前以陈述。 

 

如丙午时，“丙”为时干，在原局的艮宫，

如图： 

   

   

丙   

时干 

那么，一白水星当从艮宫起飞，如图： 

六 二 四 

五 七 九 

一 三 八 

                  一白星 

一白水星在艮；二黑土星在离；三碧木星

在坎；四绿木星在坤；五黄土星在震；六白

金星在巽；七赤金星在中宫；八白土星即乾；

九紫火星在兑。 

 

飞九星的方法，前已所述，但作为大运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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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一星代表 20 年运，这是不变的，须记

住。 

 

那么，大运年限是如何划分的，我们初 习

此道之人，不必在这里面花费心血和精力，

只要牢记：84年到 03年的 20年为兑七大运；

04 年到 23 年的 20年间为艮八大运；24 年

到 43年的 20年间离九紫大运，往后为一白

坎运；再往后为坤二黑运，依次类推，周而

复始，循环无端。 

 

在为人预测时，大运的影响力是不可忽视

的，大运五行，如果生助命宫或运宫，那就

旺相；如果克泄命宫或运宫，那就休囚无力，

运气就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也即说大运生助

终是有；大运克泄终是无，如财来了能否受

用或积蓄，就看大运能否生助了。 

 

现在我们举一大运速断的例子，供学友们

参考： 

例：二 00四年五月十八日，辰时，问财 

庚午月乙酉日，庚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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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五月在离；2、十八日在坤；3、辰时

在艮。 

日干为“乙”，“乙”在离宫，青龙从离宫

起，顺布八神，朱雀在坤宫；勾陈在兑宫；

腾蛇在乾宫；白虎在坎宫；玄武在艮宫；地

运在震宫；天运在巽宫。八神顺布完成。 

 

时干庚在震宫，一白水星从震起飞，那么

二黑在巽；三碧在中宫；四绿在乾宫；五黄

在兑宫；六白在艮宫；七赤在离宫；八白在

坎；九紫在坤宫。九星飞宫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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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日为命宫，以时为运宫。 

 

命宫在坤；运宫在艮。 

 

从艮宫的丑起十二运宫逆布，那么，丑为

运宫；子为兄宫；亥为偶宫；戌为子宫；酉

为财宫；申为疾宫；未为千宫；午为友宫；

巳为官宫；辰为田宫；卯为福宫；寅为父宫。

十二宫逆布完毕。 

 

分析： 

因为问财，就要看十二宫中的财帛宫，看

这个宫落在哪一宫，这个财帛宫即是求测者

问财所使用的用神。 

 

在这个例子中，财帛宫落在兑宫，因兑宫

为七赤，在七运时，财运较好，但现在已跨

入八运，八白为土，生财帛所在的兑酉金。

财帛在八运中，为八白土所生助，故在八运

中此求测者有 20年的好运(同时又得五黄生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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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宫的八白只是对坎宫有影响，对其它宫

没有任何作用力。艮坤对冲，但月令午火即

贪生忘 

这个即是速断大运的例子。 

 

余仿此。 

 

5、速官六亲吉凶祸福法 

 

太公奇门虽然能够一局多断，但还是强调

专神专用，也即对号预测，这样所断信息才

能准确。如果一局多断，因为用神不专，预

测的准确性，就会受到质疑，其预测结果就

受到相对的影响，所以太公奇门不提倡一局

多断。 

 

如果要测自己，这个格局就属于自己的格

局，如果测子女，这个格局就属于子女的格

局；如果测父母，这个格局就属于父母的格

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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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一、 五月初八日卯时，问父母关系如

何？ 

                      (庚午月乙亥日

己卯时) 

 
五月在离；初八日在巽；卯时在兑。 

巽为命宫；兑为运宫。 

那么命宫为父亲，运宫为母亲 

 

分析： 

父命宫为巽，巽不木 

母运宫为兑，兑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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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神，日干为乙，乙在离宫，那么从离宫

起青龙，顺布。朱雀在坤；勾陈在兑；腾蛇

在乾；白虎在坎；玄武在艮；地运在震；天

运在巽。 

 

九星，时干为己，己在坤宫，一白在坤；

二黑在震；三碧在巽；四绿在中央；五黄在

乾；六白在兑；七赤在艮；八白在离；九紫

在坎。 

 

父亲在巽、三碧、天运、都在巽宫。 

 

巽为木，三碧为木，巽木得三碧木所助。 

 

为你父亲一生多得官、贵之人相助，因三

碧为天星，天星为上司、长辈、领导；三碧

的原局在阴门，同样具有阴门的意义；八神

的天运临巽宫的父亲，主你父亲一生多得天

佑，遇到难事都能自然化解，巽为驿马，主

你父亲一生多走动，是付出型的人，同时为

外刚内柔，思想丰富之人。巽为凶门，但凶

已不凶，因天运临此，如果吉为更吉，凶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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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凶。 

 

母亲在兑，六白、勾陈、都在兑宫。 

 

兑为金，六白为金，为比和，六白原局在

乾金的宫位，也为领导、长辈，主你母亲一

生多得上级、长辈的关爱和帮助，同时你母

亲口才好，皮肤白，异性缘旺，男性朋友多，

一般都较自己的年龄长，性格外柔内刚。 

 

你父母的工作都与文、笔有关，同时父母

都很有气质。 

 

父母之间的关系：生活中常有争吵，因兑

金克巽木，母亲总是想你的父亲，一般情况

下你父亲不会多说话，因巽为柔木，多于思

考，有时就是忍让，只要发起火来，你母亲

就不再说话了，反过来又要顺着你父亲了。

原因为巽宫中藏有己火。不会有离异之可

能，因巽宫中藏有辰土，辰与酉合，所以不

会离异，请你放心。己酉为丰合，只是吵闹，

不会离异，不要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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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二、李某问女儿的学习情况(子女) 

0四年十二月初五日  酉时 

     丁丑月戊戌辛酉时 

 

问子女，此格局即代表子女。 

 

1、12月在巽；初 5日在乾宫；酉时坎宫。 

2、乾为命；坎为运。运泻命，也即命生

运。 

3、再看八神；青龙在坎；朱雀在艮；勾

陈在震；腾蛇在巽；白虎在离；玄武在坤；

地运在兑；天运在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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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再看九星：一白金星在巽；二黑在中

宫；三碧在乾宫；四绿在兑宫；五黄在艮宫；

六白在离宫；七赤在坎宫；八白在坤宫；九

紫在震宫。 

 

分析： 

从大格局来分析属劳而无功的格局，命生

运，孩子平时学习虽然刻苦，一考试成绩就

滞后，对孩子来说，可能对学习都推动信心

了，而且孩子有早熟现象，因命宫为乾，乾

为老夫。孩子脾气犟，不听话，但天运，三

碧在命宫，将来自有福气，现为八白土运 20

年的大运走乾金命宫。 

 

在十二宫中父母还代表文书、功名，本格

局的父母宫在艮宫，艮为土，土生乾金，为

文书、功名来生命宫，所以你的孩子为有福

自来，将来会很好的。 

 

这是凶中藏吉的格局。 

 

建议：如果能将学习和睡觉都放到东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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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好了。 

 

例三：杨某问大哥的身体如何 

       0四年六月十三日，    巳时 

          辛未月己酉日己巳时 

 

1、命宫在艮；运宫在兑； 

2、八神：日干为己土，己在坤宫，当从

坤宫起青龙，顺布，朱雀在兑宫，勾陈在乾

宫；腾蛇在坎宫；白虎在艮宫；玄武在震宫；

地运在巽宫；天运在离宫。 

3、九星：时干为己土，己在坤宫，当从

坤飞一白星，那么二黑在震；三碧在巽；四

http://shop34121120.taobao.com/
http://shop34121120.taobao.com/


http://shop34121120.taobao.com/ 

http://shop34121120.taobao.com/ 

绿在中宫；五黄在乾宫；六白在兑宫；七赤

在艮宫；八白在离宫；九紫在坎宫。 

命宫为自己，代表本人 

运宫问病则代表病。 

命宫生运宫 

运宫兑为肺、呼吸系统，所以主要疾病在

肺，又疾厄宫在巽，巽为风，也为呼吸系统。 

白虎、七赤在艮宫----命宫。 

“白虎入命来，破财当大灾”。白虎也为

疾病。七赤为金星泻命宫艮土，为身体较虚

或瘦弱、其病人性格犟，个子不高，此为艮

宫的性质决定的。 

以上的三个例子是断六亲的修正案，希望

大家在预测实践中能举一反三，多动脑筋，

开动思维，在最基本的概念上下功夫，才有

登高望远的希望，老子说：“高以下为基”，

信哉诚然，不可小视。 

 

十二月三十一日  

 

上午/下午  太公奇门布阵运筹风水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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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风水运气预知术 

 

太公奇门的冈水预知，强调的是运气，不

强调峦头，也就是说，在古代兵家利用奇门

排兵布阵，考虑的不是峦头如何，主要是看

此地的运气能否生我方，如此地的运气能生

我方，此地就有隐蔽、保护我方的潜在能力，

当然这里面要充分运用时间和空间的作用，

发挥其特有的效力，灵活运用，不守教条，

才能克敌，若能，我方就必须提前战领；地

利于敌方，那我方就挂免战牌。以待时日，

或移师有利我方之处。古言：“天时不如地

利”，此语可鉴，不要补充一点，强调地利，

并非不要“天时”，其实是得“天时”后，

必须再寻“地利”，有了“地利”和“天、

地、人”三才兼得，才能手握胜算，运筹帷

幄。此是一层进一层关系。 

 

随着历史的变迁和发展，到了现代，奇门

运筹风水术，已经不是运用于战场了，而是

用在住宅风水运气的旺我衰我生我克我的

预测预知上，这里我不想编造什么理论，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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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附会的说上一大戴盆望天道理，误导学友

走向神秘境地，浪费时间。只需要学友们能

通过太公奇门格局中的田宅宫，判断出田宅

运气之好坏及田宅宫对六亲的影响或造成

的后果就够了。 

 

如何去判断住宅运气之好坏 

 

①住宅运气之好坏，主要看十二宫中的田

宅宫是否刑、冲、克、害、合六亲等 

②看田宅宫所临八神 

③看田宅宫所临九星 

④同时要参考年、月、日、时对田宽宫的

刑、冲、克、害、生、合的关系 

⑤兼看大运对田宅宫的生克泄的关系，但

凡是不住在本宅中的人都不会受到此宅风

水的影响。 

以上是判断阳宅风水好坏的重要条件，只

要我们将前面所学的基本知识掌握了，就轻

而易举不费尽力了。 

 

现举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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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00四年五月十八日辰时，问阳宅运气 

       庚午月已酉日庚辰时 

 

1、命宫在坤 

2、运宫在艮 

3、月令午火在离 

解析： 

1、在艮宫丑逆布十二宫，那么田宅宫在

巽宫辰土  

2、日干为乙，乙在离宫，青龙在离；朱

雀在坤宫；勾陈在兑宫；腾蛇在乾宫；白虎

在坎宫；玄武在艮；地运在震；天运在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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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时干为庚，庚在震宫，那么一白星在

震宫；二黑星巽宫；三碧木在中宫；四绿星

在乾宫；五黄星在兑宫；六白星在艮宫；七

赤星在离宫；八白星在坎宫；九紫星在坤宫。 

再看： 

田宅官在巽，巽宫同时有两个信息，陈田

宅之外，还有官禄。 

本来命宫、运宫，也即坤宫、艮宫对冲主

不吉，但月令为午火，火不仅生艮土，同时

也生坤土，象这种情况的出现，把命运二宫

对冲的局面化解了，化干戈为玉帛，这叫贪

生忘冲，象这种类型的必须记住。 

再讲田宅宫，在巽宫为辰土，官禄宫在巽

宫为巳火，火生土，此宅为官地，或与官宦

为邻，或到九紫大运时宅中一定有人为官，

因九紫为官门，官门之火生田宅辰土之故，

不过这是未来的预言，仅作学友们参考。 

此田宅巽木，生月令午火，木得火主通明

之象，此宅中一定会出名望，声名之人。 

此财运也旺，因宅与财合，即辰酉合。 

又田宅辰土见辰时，辰见辰为自刑，主家

宅中易生刑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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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宅为巽，巽为驿马，为主人常于外走动，

在家不宜时间长(辰见辰为自刑)，同时此宅

的主人易患肝胆之疾。 

艮八大运为土，生兑酉财，酉财又与宅辰

合，在三十年，此宅财运相当好，五黄土也

生酉金之财。 

 

再举一例： 

0 四年十二月十五日   亥时(10：20)问

宅运 

        丁丑月戊申日癸亥时(董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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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艮为命宫    土  

 

2、离为运宫    火 

 

3、田宅在兑    金 

 

4、八神：日干为戊，在坎宫，坎宫起青

龙，艮为朱雀；运在震宫勾陈；巽宫腾蛇；

离宫白虎；玄武在坤；兑宫地运；乾宫天运。 

 

5、九星：时干为癸，在乾宫，乾宫起一

白飞星；二黑在兑；三碧在艮；四绿在离；

五黄在坎；六白在坤；七赤在震；八白在巽；

九紫在中宫。 

 

ａ：田宅宫，地运临此，二黑临此。 

 

ｂ：八白艮土大运又生田宅宫。 

 

这样，田宅宫酉兑，得运地护持，地运为

土生田宅宫酉兑金，此宫当有医生或卜卦之

人；在此宅中易出与玄学有关之人；二黑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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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生田宅宫兑酉金，为宅之运气旺，二黑土

为天之九星生田宅宫，为此宅有通灵之人；

此宅有灵物护佑；田宅宫酉与官禄宫戌，为

酉戌相害，不仅此宅不出官人，同时与官宦

之人打资产的时间都不会较长。 

 

田宅宫在酉，子午卯酉为桃花，所以由宅

宫为桃花地，主子女们婚姻不顺或因桃花而

离婚的有之。 

 

田宅宫为酉，子女宫为卯，田宅和子女相

冲，尤其七赤兑金大运，田宅宅气旺，冲克

子女，主孩子常生病，现为艮八大运，此种

情况相对好转了。 

 

2、风水推运速断六亲法 

 

宅运的具体预测方法和宅运吉凶断判方

式都已在上面讲过了，只要我们熟练掌握

了，就可以通过田宅宫的运气判断对六亲吉

凶祸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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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如下： 

0 四年十二月      初七    申时(3：

25) 

      丁丑月庚子日甲申时 

 
1、田宽宫在未坤宫 

 

2、八神：青龙在震、朱雀在巽、勾陈在

离、腾蛇在坤、白虎在兑、玄武在乾、地运

在坎、天运在艮。 

 

3、九星：时干为甲，甲从坎宫起一白(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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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一白在坎宫、二黑在坤宫、三碧在震

宫、四绿在巽、五黄在中宫、六白在乾宫、

七赤在兑、八白在艮、九紫在离。 

 

首选看田宅宫：田宅宫在坤宫所藏的未土

上，上临腾蛇和二黑星。 

 

腾蛇其性虚伪，遇吉门无防，如遇凶门则

助纣为虐，但在此格局中腾蛇临恶门，此宅

的运气运已经大打折扣了，加之坤宫为纯阴

之气，有诸多不利之事发生，虽然二黑星飞

临此宫，本宅运气得天星相助，但毕竟二黑

星本身和坤宫的性质一样，也容易使家中的

老年妇女生皮肤病和肠胃消化系统的疾病，

总而言之，此宅的运气不是吉格，大家可以

根据自己掌握的基础知识，好好分析。 

 

再看此宅的运气对六亲的影响如何(对子

女) 

 

子女宫在丑，与田宅的未相冲，主孩子都

会远离此宅在外面工作，即使回家也不会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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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长时间。现为申时预测子女得时运所冲，

主眼前子女有疾病发生，原因是：申时进行

预测的，田宅宫在坤的未或申；或者是未时

进行预测，田宅宫同样在坤宫的未或申，主

田宅运气得时运所助，去冲动子女宫艮宫中

的寅或丑，在这种条件下作冲克断，主子女

不旺，但子女若不在此宅中住了，就不会受

到影响，这是一种情况。 

 

如果在寅时或丑时进行预测，子女在艮宫

的寅或丑上，为子女冲克坤宫中的田宅宫，

主田宅运气不旺，因子女宫得时运所助。这

是第二种情况。 

 

如果子女宫或田宅宫都不得时运的帮助，

换句话讲，即是预测时的时辰既不是田宅宫

的地支也不是子女宫的地支，那么，就不作

冲克论，因为宅宫和子女宫望远是对着的，

冲克与否主要看预测时的时辰了。余仿此，

要记住这是第三种情况。 

 

不过，还有一种情况，提出，让大家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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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下。 

 

福德宫午火与田宅宫未土，为午未合，合

中又生，午火生未土。不仅是福德宫临午，

还有官门，九此都在午离宫，都挂号在离宫

午火上，也就是说都与田宅宫未土有生合的

作用，都成了田宅宫的护佑之神，又九紫星

也代表大慈大悲的观世音，此星与宅生合，

主宅中有点香供神佛的现象，实际情况确实

如此，我想对此化凶灾也可能起到一定的作

用。 

 

什么事情都是一分为二的，要综合全面地

分析判断，才能将事物的吉凶透析得入理入

微。 

 

易学是博大精深的，易技是永无止境的，

提出来让大家在实际运用中去参考去发现。 

 

不过要是在午日午时，那就直接起到午未

合的作用了，尤其是午未之间无间隔，紧紧

相邻的，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还是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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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情理的。 

 

太公奇门教授学友们的，不仅是起局，装

神、飞星的方法，而且传授的是判断格局的

独特思路，你接受了这种体系，又掌握了最

基本的常识，判断格局中吉凶祸福时，就看

自己发挥得如何了，全在自己的真知灼见，

不可拘泥于他人，要做到熟能生巧，还须待

些时日方可。 

 

受到时辰相生或相冲克，主事情快；如此

例申时预测冲克子女宫，主眼前孩子要生

病，果然在第三天下午孩子生病，咳嗽、高

烧，去医院打点滴、吃药。 

 

0五年元月一日 

 

上午/下午    太公门将帅鉴名法 

 

1、 快速断姓名吉凶法 

 

太公门的鉴名原为古代打伏时选择战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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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使用的。在今天同样可以从姓名上鉴别在

人生运气、未能得逞上的吉凶祸福。 

 

方法： 

 

姓氏的笔画数为命宫，笔画大于 8的，除

以 8，余数为命宫； 

 

名字的笔画数为运宫，笔画数大于 8的，

除以 8，所得余数为运宫。 

 

八卦先天数：乾一、兑二、离三、震四、

巽五、坎六、艮七、坤八。 

 

但必须配合日干、时干装八神飞九星 

 

举例如下： 

0 四年十二月八日    未时    为张某

测名字 

      丁丑月辛丑日乙未时 

 

1、命在艮宫    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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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运在震宫    未 

3、运克命 

依此鉴名的方法，从大格局的：“运克命”

来分析，此名确实不吉，为破败，招灾等大

凶之兆。如图 

 
但命宫在艮，天门在此；运宫在震，阴门

在此。天门与阴门皆主名声、名望之枚，尤

其是阴门，为付出型的，此人性格直爽。在

八门中占据了两个最吉祥之门，但更奇妙的

是九紫星飞落命宫艮土宫，这颗星的到来简

直是化腐朽为神奇，使运克命的大格局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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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翻地覆的变化，虽然天运在震宫，地运在

艮宫，都起不到调和运宫克命宫的作用，现

在九紫星落艮宫起了通关的作用，使天运、

地运真正发起吉祥的作用，这样运宫木克命

宫上，其木即被九紫大化解而生助艮宫命之

土了。 

 

再看天星四绿，四绿为文昌、文曲、为学

历高，为都是或医生，落在阴门，为付出型

的，四绿星与巽卦的性质是一样的，对玄学

应有兴趣，尤其是得到八神天运的护右，主

其人天生聪慧，性格开朗。 

 

再看天星九紫，九紫为文人、作家、或军

人，与官门、离宫，午火的性质是一样的。

九紫又为观音代表慈悲，落于命宫艮土，且

为火生土，为现在或将来一定会对佛学产生

浓厚的兴趣，运宫中的天星四绿也有这样的

信息内含。而艮宫本来即是天门，九紫星临

天门代表有特别的智慧，有超觉感知的潜

能，或有第六、第七的预知能力，八神的地

运又临此命宫，得地运土帮助，为基础稳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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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大地的养育之能，现在从 0四年至二三年

此 20 年为行艮八大运，大运又助命宫，可

以预言将来的发展是令人仰目的。 

 

如果以运宫为配偶，主配偶身带官印，在

八神得天运所助，四绿为文昌、文曲、为学

历较高，作事辛苦，得异性缘。(子午卯酉

为桃花)卯木、寅木为比和，主夫妻感情好，

但双方口才都好，时有争执。 

 

在 0 四年 0 三年命宫丑寅受未申太岁冲

克，有烦心之事，0 二年犯小人、口舌。运

气佳。 

 

此人肌肤红白亮丽，额头宽，下巴稍尖，

中年之双下马。身上有朱砂痣(红)。 

 

住宅的西边有学校，有医院或诊所，或有

超市，可见信息发射塔(包括西南、西北) 

 

兄弟姐妹为三个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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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脚部、腿部扭伤。中年之后也要注意

心脏、眼睛或脑部的保养。 

 

此人在学校读书时是非常勤奋刻苦的。 

 

2、 姓名断妻、财、子、禄、官秘法 

 

例：段某某(女)0四年十二月初九未时 

    丁丑月壬寅日丁未时 

        段      某      某 

        9       7       11 

                ↘     ↙ 

      …1           1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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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1、命宫乾为本人、金、九紫、地 

2、运宫兑为偶宫、金、一白、武。 

3、命运二宫都得未时所生。 

 

命宫为本人，运宫为配偶。此二宫皆为金，

为金碰金，金碰金主有声响，表示夫妻二人

经常吵闹，这是其一。 

 

子午卯酉为桃花，酉为兑宫，主配偶犯桃

花，尤其一白星，玄武神临兑宫，皆为桃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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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或因桃花而犯小人，因一白、玄武又较一

般桃花为重，可称桃花劫，这是其二。 

 

配偶宫的酉，与命宫中的戌，为酉戌相害，

即相互伤害，综合如上的情况看，婚姻不会

维持久远，易离婚，或已离婚。 

 

九紫火落命宫乾金，为火克金，好在乾宫

藏戌土化九紫克星为助星，虽命宫在乾，性

格刚直，但逢九紫为心地慈悲，八神中的地

运临乾金命宫，得地运土所生，有宗教信仰，

或喜欢神秘学，父亲的戌土又生乾金，主父

母非常关心爱护自己。此命不缺钱，将来很

好。因命宫中又有福德宫护持保佑。 

 

兄弟临申，0四年为太岁，主兄弟不顺，

申与乾宫的亥相害，为兄弟姐妹关系不是十

分好。 

 

官禄宫丑落艮宫，艮宫为天门主名声、名

望。八神的青龙又临艮宫，二黑土星也临艮

宫，现又为八白艮土大运，都来生命宫乾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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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身带官印，而且在此地有名声、名望。 

 

因结婚没有多长时间就离异了，还没有子

女 

 

3、 速断姓名生克六亲秘法 

 

例：0四年十二月初九    酉时 

      丁丑月壬寅日己酉时    王某某 

           王     某     某 

           4      9      8 

                  ↘     ↙ 

         …4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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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命宫在震；木、(卯) 

2、运宫在乾；金 

3、时运为酉时、金(酉) 

 

运宫克命宫，在大格局上为大凶之兆，但

乾运宫中的亥与震命宫的卯为丰合木局，为

克中有生，凶中藏吉。 

 

五黄土，地运土生乾金，乾金又生亥水，

亥水又生卯木，这样曲曲折折化克为生，也

主一生坎坎坷坷，颠波流离，但终为吉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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兆，其关键是亥水起了通关合化的作用。这

样，乾卦中所包含的领导，有权等就可以作

为参考，来定他的职务，这是其一。 

 

再看命宫震卯木，也有单位邻导的含义，

这是其二。 

 

综上两点，可以断其人身带官印，当过领

导。 

 

因预测时的时辰为酉，与命宫中卯冲克，

为卯酉相冲克，酉又为兄弟宫，主其人与兄

弟相距较远，且关系不和。 

 

命宫卯受时运酉相冲克，主日前要注意身

体健康，冲动又主走动，静不下来(此在预

测时即已证实，无误)，因时辰所代表的时

运，一旦刑、冲、克、害、生、合十二宫的

某一用神，主吉凶祸福的发生就在眼前，不

会太远。 

 

命宫卯木，克子女未土，主管教孩子太严

http://shop34121120.taobao.com/
http://shop34121120.taobao.com/


http://shop34121120.taobao.com/ 

http://shop34121120.taobao.com/ 

格，子女运气不旺，虽卯未为半合，但合中

有克，不利子女。 

 

二黑为病符落入命宫，为其人肠胃消化系

统有病。 

 

配偶申在坤宫，命宫卯木克坤土，外表看

起来，妻子是惧他的，但实际是申金克卯木，

只要妻子发怒，发脾气，自己就忍气吞声不

敢作声了。 

 

妻子易患肠胃、消化道疾病；湿重浮肿、

中气虚弱等慢性病。 

 

4、太公奇门起名法 

 

太公门鉴名法，不同于世面上所浒的各种

方法，更没有套用的痕迹，它有自己一整套

独特的体系，它的优点即是通过本人姓名所

藏的信息可以读出姓名中的妻、财、子、禄、

官及六亲、风水运气的吉凶祸福，还有性格、

相貌、疾病、桃花，甚至职业等等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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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必须明白，就目前本人所了解的情况来

看，100%的准确率还没有被发现。 

 

能鉴名，自然就能够起名、改名，这是运

用反推的方法及原理所获的真知。 

 

如何起名、改名： 

 

起名、改名的方法如下： 

 

①将姓氏笔画数的命宫定下来，也即是先

定下命宫的卦宫五行 

 

②再寻找能生命宫五行的运宫卦 

这样就能达到运生命的格局了。 

 

例如：原名王泽亚 

    王 4   泽 8   亚 6  

           ↘    ↙ 

    …4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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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名字虽然运水生命木，因坎水中藏子，

震木中有卯，为子卯相刑，此吉中有凶，为

不吉。 

 

改名(即重新起名)如下： 

王 4   亚 6   洲 9  

           ↘    ↙ 

    …4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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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命宫震木克运宫艮土。但运宫的寅

木和命宫的卯木比和，现为八白艮八大运，

也能说，同样可得八白艮八大运的比扶帮

助。且配偶亥水又生卯木又和寅合，对本命

宫十分有利。 

 

又举例如下： 

原名何俊 

     何 7    俊 9 

…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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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生运，显然不是吉兆，此名不可取。 

 

改名何东旭(重新起名字) 

      何 7   东 5   旭 6  

                 ↘    ↙ 

          …7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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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后的名字为运生命，且寅、午、戌化三

合火局又生助命宫(寅为财)，配偶在巽宫，

巽为木，木生午火运宫，午火又暗生辰土，

主夫妻感情笃深。 

 

0五年元月二日 

 

上午/下午   太公奇门疆场占卜术 

 

1、 快速掌握太公战卜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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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三连       坤六断 

        离中虚       坎中满 

        震仰孟       艮震碗 

        兑上缺       巽下断 

 

方法：备三枚铜钱，摇三次，有字的一面

为阳爻，无字的一面为阴爻； 

 

摇时，只有一个背的两个字(阳多)，记为

阳爻，有两个背的一个字的(阴多)，记为阴

爻；有三个背的记为○为老阴；有三个字的

记为×为阴阳。 

 

“○”“×”为卦中动爻，动则有变；三

个爻都不动的，则不变。 

 

2、速占吉凶秘法 

 

第一摇得三个字记为阳“－”× 

第二摇得两个背记为阴“--” 

第三摇得三个背记为阴“--” ○ 

       艮       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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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 － ×     -- 运 

   宫 --        -- 宫 

   土 -- ○     － 木 

在摇卦之先，须将月、日、时的干支写出

来，必须以日干顺布八神，以时干飞布九星。 

 

0五年元月三日 

 

上午/下午    太公奇门安民改运术 

 

1、风水运气解灾改运调理法 

 

ａ、奇门阴阳宝镜符咒秘法。 

 

风水运气解灾改运调理法，需来人的时间

起局，把格局定下来，这是第一步。 

 

格局定下来后，分析田宅宫的运气衰旺，

这是第二步。 

 

再请来人摇卦，用太公奇门占卜捷法选时

日，看什么时间具体实施为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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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时应在第一步格局中的福德宫

画符念咒，这是第三步。 

 

具体方法如下： 

 

各用：朱砂、白芨、毛笔(狼毫更好)、圆

镜、砚、少许白水研磨。 

 

1、 念净身咒： 

 

嗡啮龄嗡   天地三光 

九江八河水   王母玉池浆 

入我阴阳窍   漂荡由昌 

三魂双灵   由亮太光 

三四九宫   五行满昌 

神水一束   五祖之光 

吾奉上帝敕令 

 

念时掐子午诀： 

左手拇指掐住中指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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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手拇指掐左手子午，中指捏于子位外

侧。 

 

念至“吾奉上帝”深吸一口气于丹田，同

时子午诀手印上提喉轮，分手沿颈部两侧至

后脑从头顶下行至喉轮，再结子午印，吹气，

边吹气边存想“敕令”，默念“敕令”。 

 

手印下行丹田，收印 

 

注：净身咒也是净宅咒，也是净一切物咒。 

 

2、 净笔咒(吹笔咒) 

 

乾剑金   坤顺轮 

魁雷电   震玄峰 

云星星   哄霹雳 

罡星至   月星斗 

嗡、乾、元、亨、利、贞、笔开。 

 

对天门深吸气至丹田，呼出吐在笔峰上，

吹时心想“笔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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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阴阳宝镜上边画符，边念咒，边念咒

边画符： 

 

咒曰： 

寒风和月朝万宗 

邪妖立绝鬼化风 

二十四气尊神镜 

乾坤万里镜面行 

安宅立善紧护道身 

吾奉吾佛玄天上帝敕令 

 

完毕，将此阴阳宝镜符挂在门楣上或窗

上，禁忌，作法时女人月事。 

 

事无要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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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奇门镇宅符法 

 

依时起局，在福德宫作法 

 

备用、步骤与上法同 

 

写毕，从√(天) 、√(地)、√(人)开始

念，念毕，再念“雷”字，再念右边“巽离

坤兑”，念毕，再念右边“乾坎艮震”，念毕，

再念“万神通正镇邪精”，念毕深吸气与丹

田，呼出吹吐于符上，吹时从“上到下”，

边吹边想“诚”字，后用红布包好，挂在门

或窗户上。 

 

2、改运旺财秘法 

 

备用：葫芦一个 

 

根据时间起局，先把财位找到，到财宫方

位，拿着葫芦念咒 49遍，挂财位上。 

 

咒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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葫芦好比一座山   肚大腰圆嘴又尖 

它是佛道无价宝   三教九流用周全 

一挂佛珠有佛头   佛珠求到我的手 

慈悲悲慈说根由 

保佑弟子×××时来运转，财源丰。 

此咒有护持、护宅、旺财之功效。 

 

3、解灾避难秘法(针对个人) 

 

            护身咒 

   哪吒三大子   土地共山神 

   我在危难处   急急护我身 

   护前身，护后身，护左身，护右身 

   急请南斗六星、北斗七星 

   吾奉上帝敕令 

 

注：此咒可护身，也可护物，出行于车上

也可念此咒。配有《护身符神妙法》此符可

以挂在车上，佩在身上，晚上要挂在净洁处。

画符时，照符上标的顺序，不能说话，应静

心来一气呵成，灵光圈不能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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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平安护持秘法(针对个人) 

 

        十方护持法 

    我走四面八方 

到处都有老佛像站像 

你要问我我是谁 

我是土地指南佛 

 

5、解催桃花秘法(针对个人) 

 

五色纸：红、黄、白、黑、绿 

另备一张白纸剪小人 

 

1、男的犯桃花，剪五个女小人 

   女的犯桃花，前五个男小人 

 

2、在胸部横肉写本人的名字 

 

3、再竖写“桃花开” 

 

4、反面贴在五色纸上，字向里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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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晚上黄表纸或金元宝，在十字路口烧，

烧时念十方护持法，3-7遍即可，要天晴，

星星满天。 

 

太公奇门格局的运用： 

 

命宫：命宫犯桃花，要犯一生 

运宫：运宫犯桃花，只犯一时 

一般情况是这样的。 

 

要自己犯桃花就在命宫所在的方向找十

字路口烧 

 

要配偶犯桃花就配偶宫所在的方向找十

字路口烧。 

 

要福德宫犯桃花就福德宫所在的方向找

十字路口烧。 

 

看哪一宫犯就在哪一宫的方向找十字路

口烧；如果地理环境不具备条件，就可北方

找十字路口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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忌：桃花旺，但又没有结婚，造成不可解，

不犯桃花煞，不影响家庭夫妻感情不要解，

只是桃花运。 

 

经多次恋爱，或别人介绍的都没有成功

的，可以烧四个，留一个挂在配偶宫即可，

找到对象之后，再把它拿掉去十字路口烧。 

 

催桃花运，要找飞星，尽是不要找一白位

置，男的找七赤，女的找八白(七赤为兑为

少女，八白为艮为少男)。如果迁移宫坐上

桃花，犯起运的。如果福德宫有桃花，比如

一白落在福德宫，福德宫若落在土宫(艮、

坤)说明他自己有制约力，这种人不可解；

落入木宫同样要化解，入金宫得生不好。 

 

念十方护持法时，每念完一遍就要说，弟

子今天给×××解桃花，或催桃花，希望过

往神灵护持弟子××× 

 

一白(主小人)落入中，经常犯小人、口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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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像国君身边有小人，走到哪都带是非。 

 

化小人： 

方法如上，只要在小人身上写“小人散”。

如果小人落入官禄宫(事业宫)，到官禄宫方

向找十字路口去烧；在福德宫一生犯小人，

在财宫求财犯小人；在迁移宫为出行犯小人 

 

0五年元月四日 

 

上午/下午    太公奇门回营疗伤化病术 

 

1、惊吓速收秘法 

 

ａ、小孩受惊吓： 

 

摸他(她)手心，跳得厉害 

食指有青筋，到第一节为刚吓不久 

到第二节有 7-8天 

到达第三节，很严重了 

指上青筋如果发叉，是有毛动物哺养的 

青筋弯曲，吓后拉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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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紫色表实证。 

如果青筋-惊风，有邪气，必须扎针 

 
在晴天晚上，画完符，晚上孩子睡了，床

上放纸盒(防火)，拿符在孩子头上顺，照各

转三圈，边转边咕小孩子名字：回来吧，转

完后在小孩头上把符烧掉(忌猫狗在屋内)

第二天将包好放小孩枕下三天后，原则上扔

到河里。惊风的符什么时候画都行(画符时，

不能说话) 

 

ｂ、治大人惊吓速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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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魂法(咒) 

     无生老母尘莲台 

     金童玉女两边排 

     千里童子送魂到 

     收回本性入窍来 

吾奉上帝敕令 

 

①先念净身法(咒) 

 

②再念收魂咒 

 

③边念边在头顶上画圆 

 

④念毕，将手伸向太虚，边往回抓，边呼

召其名，说：×××回来啦，人头顶上贯入，

吹气 

 

⑤如是三次，再在手心放点水，念收魂咒，

边念用手在头顶上划圆，念毕，说一声：×

××回来啦，把手心的水，轻轻拍在头顶性

命处，默想封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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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如何断五黄是吉是凶 

 

天上太岁为流年太岁，克冲只是一年 

地上太岁克冲，少则三年、六年、九年或

十二年。 

 

五黄----五方太岁，如果田宅宫入五黄又

受克，为犯五黄太岁，或是时运相冲、克都

称犯五黄太岁。 

 

五黄入中以吉论。但田宅宫是不入中宫

的，只有五黄犯田宅宫时，才胆，其他无事。 

五方咒 

太岁太岁本姓阴 

五方太岁护我身 

金头又金身 

十二金龙护我身 

吾奉上帝敕令 

 

烧纸：借口放在田宅宫凶的方位，供猪头

(黑、花、白)公猪，鼻上插葱，在夜里供最

好。烧纸时念咒，供毕埋掉，晚上埋，供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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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晴天，皓月星空时，最好是良辰吉日，作

法时，放在田宅宫的凶位做。 

 

2、奇门化病秘法 

 

迁病咒 

天清地宁 

神知鬼明 

六丁六甲  

迁去百病 

化做光明 

吾奉上帝敕令 

 

方法：用香三根，有拇指、食指、中指捏

着，于病灶处画圈，从外向内画圈，边念边

画，念完后向青龙所临之方吸气一口，吹于

病灶入，遍数 49遍，或愈多愈好。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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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别灼伤皮肤。 

 

3、止血咒法 

 

日出东一点油 

手提金鞭倒骑中 

一口喝住长江血 

止住血门血不流 

化筋筋相连 

化肉肉相连 

化皮皮相连 

化骨骨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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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请南斗六星，北斗七星 

吾奉上帝敕令 

 

方法：手捏剑指，从外向里划圈，念 49

遍，或更多遍，思想专一，集中精神，念毕

从青龙方吸气一口慢慢嘘吹于伤处 

 

《太公奇门》已整理完毕  

                       飞龙道人传授 

 

拾遗： 

 

命宫落在恶门的，一般都邪气上身，只要

落入恶门，祖上都有早亡的。 

 

流年、大运是活的，盘是死的 

 

解桃花，烧纸时，要念十方护持咒 

 

五黄只要入田宅，或受年或受月或受日时

冲克的，是最凶恶的一个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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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公奇门护身符： 

经常跳动、或开车…… 

 

①净身咒②净笔咒③画符时先要写“奉”

字，再画灵光圈七个④写青龙佛⑤写云凉佛

⑥写“哈”字，最后画火龙，写时不能中断

一笔下来，上面是四个火，下面是五个火。 

 

画完符，拿着笔凭空点，默念，奉请青龙

佛哈，去凉佛哈，火龙骄子哈，最后念：吾

奉上帝敕令。折叠时灵光圈朝外，可用一红

包低子装上，晚上符要放在干净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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