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撰文: 關日威 (福榮玄學)　www.fookwing.com　電話: 6290 6332 

2008
戊子流年生肖運程書 試閱

  

  福榮玄學 (風水命理占卜)  電話：(852)6290 6332   地址：香港九龍旺角西洋菜街南 1號 N 兆萬中心 1804室

祝

君

好

運

很多讀者朋友都會對自己的流

年生肖運程有興趣，就算平日

沒有看相算命的人，到了年尾

的時候，都會看看流年書，想

了解自己的生肖在來年的運程。

現在筆者就藉此機會為大家探

討一下，如何在適當的流年書

中汲取對自己改運的有用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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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介紹：
本手冊目的是使正在計劃結婚的新人們，對結婚擇日有多一點認識，同時希望新人在自己選擇

吉日時，能夠用比較正確的方法避免出錯，說明網上擇日的不足和網上通勝的疑點，好讓有心

擇日的新郎新娘們對時興的網上擇日和網上通勝不要過份倚賴。

我們首先會把新人們常常遇到有關擇日的問題一一討論和舉證，使大家對結婚擇日的重要性有

多一些了解，其後，我們會教大家如何看通勝，當然，如果新人們想找我們為自己擇日的話，

也可以在書尾的表格中的資料填好，以電郵寄來就可以了。

第一章

如何選購流年書

時近年尾，在報攤和便利店都會擺放著各式各樣的流年書，

讀者們在購買前最好當然是自己看看其中的內容是否合自

己的心意才購買。一般買流年書的目的是找出一些有用的

玄學資訊，好把來年運程改善。

而其中的衡量方法就頗因個人的喜好而有所分別！

以貌取書
有讀者以為書本包裝華麗和體積大本的書就一定是作者的

精心傑作！

以價取書

也有讀者認為買貴一點的書，多數會有多一些「料」的！

以名取書

更有很多讀者因為作者的名氣而購買其流年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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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多方法取書

另外，也有較高難度的選購方法，有一些讀者就會先看看書中內容，是否提供很多方法給他改運

來下購買的決定！但是「多」是否一定就是正確呢！？

以多化解方法來選購書藉也可能跌入另一個陷阱！

如果用以上四種方法來選購的人，都未必得到他們想要的真正玄學資料，因為他們未有鑑別書中

內容的可用性，只以流年書的外在條件來做購買的抉擇！

其實，玄學是探求大自然的學問，只要觀察自己，看看地球的生命變化也可以略略知道真正的玄

學原理，讀者們應該以這個基本原則來分別書中的資料和方法是否合情合理，然後選購才可以減

少失誤！

第一原則：

生命有生與死，事物有成與壞。這是在地球上物質存在的法則。 所以風水物品都有壞死更換的必

要！那些花樣多多的化煞奇招多是不合情理的，通常是硬把一件風水「裝飾品」加入五行生剋以

圓其說，對於物品生命力的大小強弱原則棄之不顧。

例如：買一汽車回來，也要考慮它有多大，可以載多少人，馬力強弱，它要吃什麼汽油等等。

第二原則：

風水力量的大小，不一定決定在風水師的方法，而是取決於當事人本人的福報。所謂有前因就有

後果，風水方法是幫助人在其本命中取得最多的可能福報，不可以在別人或在天地間取得多過自

己應得的，如果真的這樣做，就會失去平衡，將來可能要數倍償還！

簡單地說，就是不要「貪」。

一本好書應該告訴你如何修正自己的不足而增強改運的效果。

第三原則：

玄學上有很多所謂「煞」的名詞，如果不了解其中的運作是不能正確地化解的，但現在有多人都

只是求心理上的化解，以為買了一小東西掛在身上就可以好像書中所說化解什麼什麼！

請簡單的想一想，那「小飾物」如何化煞？如何檔煞？

就算那東西在質方面可以化煞，但在量的方面也未必符合基本要求！

就以「犯太歲」這個每年都有人問的問題為例，一個小飾物如何改變天體對一個人的影響？ (請
看看本人流年書中的解說)

讀者們可以細心回想以往買了不同的「風水裝飾品」回家，它們的成效多小，自己下一個定論！

不探求壞運原因，只是盲目地放風水物品以求心安，如何會有效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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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流年運程書的目的

有很多朋友都以為流年書最好看和最有用的是有

關明年自己的生肖運氣如何，如果知道是好就開

心，知道是欠佳就不理！

更有人在書店看了自己的生肖資料便覺得很足夠，

可以放下流年書離去！

如果真正對自己的運氣有興趣的人，都應該想一

想如何做得更好。所以通常人們就會再看看，如

何在那年的吉位放置風水物品，飛星到的煞位就

要化煞等等。

但是這只是被動方法，因為問題可能不是在明年

而在今年種下的！因為命運是整體的，有前因後

果的，明年的果很可能是在今年種下的因所造成

的。

犯太歲個案

有一客人在農曆年前來看流年，因為知道在 2007 年犯太歲，看見她的八字沒有什麼大忌，多數只

是工作上有阻滯和辛勞一點，

她聽了便說：「我的另一工作伙伴正在懷孕，在年中便要請假，到時我要承擔她的工作！」

到了時刻來臨，她當然要做兩個人的工作，但是犯太歲嗎！不會這麼簡單，就在這個時候，平時

沒有問題的工作發生問題，上司要多一些商業分析，要她把在電腦內運行多時的程式加添新的選

擇，但那程序是她的伙伴寫的！

以上的運程變化，事主是可以有所預備和解決的。 

而犯太歲而令運程變化並不是人們開罪了什麼太歲，而是人的 12 年一次的週期定律，在筆者的流

年書中已經有詳細說明。

如果有注意自己的過去經歷的人，很易會發現這個命運週期的存在。

例如，陳方安生在 2005 年被人質疑她隱瞞「十成按揭」，而在 12 年後的 2007 年再次重演一樣！

行善可以避災

運程變化很多時是不可以預料的，但行善則可以有所改變！

以下的個案是當一個人有凶災來臨時，而他有行善種福的功德，他是可能得到神明暗示而避免災

禍的！ 吉兆

因為凶災時間到來的時候，當事人不在凶災的現場，便可以避災！ 

神明是否存在的問題是會因為各人的知見不同而有不同的看法，但如果肯用留意和尋找答案的人，

大都會相信世間有「神」的存在，有到廟宇求 簽的人都會有可能驚嘆簽文的準確，例如在 2003
年有一官員到廟宇求了一簽，簽文預示香港的境況有如「逆水行舟」。結果如何，大家應該心中

有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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孽債難逃

又有一個案，事主家人兄弟姊妹數人，沒有一個是平穩的，好運當然更不用說了！其中病的病，

欠責的欠責，墮落的墮落！

他找了很多「名師」，這些「名師」有教他搬屋、擺風水陣，甚至造生基！但運氣一樣沒有好轉！

筆者在問明他的發生時間與有關的問題，發現是在他的母親逼死其中一名長輩後發生的，所謂孽

債難逃，在因果上必要首先化解怨氣，然後才可以有好運的轉機，如果這種惡行孽債是可以簡單

地以他人的風水力量解決，那麼天理何在！

所以運程的好壞有時也不是在先天的八字命格可以一目了然，因為後天作孽也有極大的影響力，

由此可知行善積德才是最治本的改運方法，有了這好的種子，再在風水上加上一把，這樣就可以

進入寶山而滿載而歸了。

這個道理在筆者的流年書中也有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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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兆

數年前有一對夫婦朋友想出外到澳門旅遊，本來香

港人到澳門逛逛是平常事，因為之前澳門有很多黑

幫仇殺事件，那時的治安剛剛平服，所以他們都仍

有點擔心。

因此，請筆者占卜他們出遊吉凶，占卜結果是不太

好，有金木相沖之象，可能有受傷意外等事發生！ 

他們聽了有點掃興，再問筆者是誰會有意外，卦象

顯示多數是女士有凶險，加上她八字與流年干支有

明顯沖剋，這與占卜結果一致！

因為這只是預測，他們不覺得是事實，所以仍是打

算出外，心想只要自己小心行事便可以了！

三天後，就在出發前的一晚，他太太晚上發了一夢，

在夢中她看見有一個似是西方人，穿著長袍，膚色比較深，髮式和外貌有點像耶穌，那人拿著兩

個紅燈籠，而且有一微風把左手的燈籠吹動轉過來，在燈籠上寫著英文的「TRAVEL」，另外右

手的燈籠跟著又轉出中文的「危險」！

她早上醒來仍很清晰的記得夢中所見，這夢很清楚的啟示旅遊有危險，所以兩人決定當日不去澳

門，只是在香港逛逛算了，但在當日下午吃飯時，她覺自己有感冒，而且還有微微的發燒，早上

還是很好的，她也奇怪為什麼突然在無聲無色中病了。之後，她回家吃了藥，三天後全愈了?

在人生三十多年，她從未有這些奇異的夢，而這種感應是在她們夫婦入了道後才出現，奇怪的是

他們是唸佛和入道教的道的，與西方宗教沒有特別信仰的關係，而夢中又好像是與西方神靈有關。

簡評 

他們能夠在出發前有靈示，是他們的福氣。因為人是有自己的命運和業障的，在出生後便會一一

的在人生流年歲月中遇上吉凶之業報，如果人生向善，平日有積福，則福多於災，那麼到應該受

災的時日便會有所感示。

他們可能應該是在外地遇上一些意外，但因為福能償災，所以以夢中靈示他們不要出外，那麼就

可以避災！如果他們是真的有福，他們便會信，如果他們貪玩心重，他們可能便會應災！

就算福大於災，當災難在身旁經過的時刻也會有所顯示，所以她會有少病！

總評

東西方雖然有不同的神，但是真理是相通的，神也不會像人類在宗教上有所偏執。人心只要向善，

內心寧靜平和，便可以與有緣的神佛有所感應。入道、皈依 或洗禮的人，因為心中有神佛的經教、

有慈悲的思想和戒律，所以多是行善較多，行惡較少，同時與神佛感應也會較易，所以自古以來

都有人說信宗教可以減災避禍 的說法。

如果人心充滿貪慾，神給他感應時他也接收不到，就算這人收到神的靈示，他也可能會懷疑，或

是那靈示會對他在世上找尋利益和愛慾作出相反的指向，他只會猶豫，或是錯解徵兆的正確意思！

 

  福榮玄學 (風水命理占卜)  電話：(852)6290 6332   地址：香港九龍旺角西洋菜街南 1號 N 兆萬中心 1804室

頂頁



2008 鼠年生肖運程  

目錄 
作者簡介  

中國玄學介紹 

2008 戊子年流年預測 

第一章：十二生肖篇 

12      生肖運程   

第二章：鼠年風水篇 

戊子鼠年風水開運指南 

流年方位吉凶與化煞方法 

2008 年的流年方位佈置 

第三章：玄學個案篇 

風水個案 1 

風水個案 2 

八字個案 

占卜個案 

第四章：新年習俗篇 

第五章：結婚擇日篇 

如何選擇結婚吉日 

財運、事業與姻緣 

計算自己的五行 

計算自己的五行和夫妻宮的五行屬性 

第六章：戊子鼠年通勝 

  福榮玄學 (風水命理占卜)  電話：(852)6290 6332   地址：香港九龍旺角西洋菜街南 1號 N 兆萬中心 1804室

各大 報攤 及 OK 便利店 有售

頂頁



作者簡介       頁首

關日威師傅在 60 年代初出生，自小對玄學就有濃厚興趣，經過多年的鑽研，精心結合玄學研究成

果與中國聖賢道德經訓來解決客人運程與心靈的疑難。在實際應用中，得到很多客人的認同和信

任，令客人明白八字命理和風水改運只是後天的方法，而人的行為才是運氣好壞的主因。

　　關師傅對結婚擇日要訣有深入研究，利用新人命格配合結婚吉日來加強婚後夫妻感情有獨到

方法，近年更獲新婚通信雜誌及伊甸園婚姻見證公司邀請，為其舉辦的結婚展覽活動的來賓解答

結婚擇日和風水的相關疑問，並得到來賓的熱烈支持。

12 生肖運程       頁首

屬鼠的朋友今年的運程

二００八年（戊子）鼠年出生的人 虛齡 1歲

一九九六年（丙子）鼠年出生的人 虛齡 13歲

一九八四年（甲子）鼠年出生的人 虛齡 25歲

一九七二年（壬子）鼠年出生的人 虛齡 37歲

一九六○年（庚子）鼠年出生的人 虛齡 49歲

一九四八年（戊子）鼠年出生的人 虛齡 61歲

一九三六年（丙子）鼠年出生的人 虛齡 73歲

總體運程：

屬鼠的朋友今年犯太歲，是一個多變的年頭，但變未必是壞事，只要在下決定前，仔細地分析和

理解自己的想法，別意氣用事，這樣便可以減少出錯的機會。

犯太歲的人多數是自己對目前環境不滿，而想作出改變，所以決定權多是在你自己的手中。

要改善今年犯太歲的運程，可以跟隨習俗到廟宇化太歲祈福。

事業/財運：

可能因為不滿現時的工作，今年有機會考慮轉工，但在落實自己的決定前，最好是先找到新工作

才向老闆請辭。

在日常工作方面，要留意因為大意而出錯，因為今年精神會比較緊張，有點精神難以集中的問題。

財運方面更要小心，不宜投資，更不要做別人的擔保人，以免招致無謂的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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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情/人緣：

因為今年是多變的一年，所以如果現在是有要好的異性朋友，如果有意見分歧時，就要平心靜氣

地解決，以免因為小事變大事。

今年有「飛刃」星到臨，主分離之事，所以要小心與愛侶相處。所謂一喜擋三災，如果打算在

2008鼠年結婚的肖鼠男女，不用太擔心犯太歲的問題，因為今年本來就是多變的，在今年結婚，

組織小家庭，正是應了變化！

健康/精神：

今年要小心自己因為不小心所帶來的疾病，不要逞強。同時也要注意日常飲食的健康，今年有機

會在年中期間，有舊患復發的情況，所以不要太過搏命工作，更要注意休息，有健康才會有財富

的。

精神也 是一個頗為較難克服的問題，今年情緒會比較緊張，但不要亂發脾氣，因為這樣對解決問

題沒有幫助。

今年有「劍鋒」星到臨，主有凶險，所以要減少出外旅行。

農曆 戊子年 正月 （甲寅）

西曆 二○○八年 二月四日 — 三月四日

總體運程：

本月會休閒下來，但是在快樂中隱伏了不少危機。今年是因為是變動的時刻，所以也是改革的好

時機，所以如果有好計劃，便有機會化危機為機會。

事業/財運：

正月的財運表面似是好的，但是如果有舊債最好速速清還，不要把手上的金錢亂花。

愛情/人緣：

愛情方面會有新發展，未有異性朋友的人，會有機會相識新的朋友。正在拍拖的朋友，對方可能

會帶來新的壓力，但到了年尾會有好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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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曆 戊子年 二月 （乙卯）

西曆 二○○八年 三月五日 — 四月三日

總體運程：

本月平穩，也有財氣，但要小心不要冒險賺快錢和投機，有財氣也要在正途上運用才會有收穫。

事業/財運：

本月的努力可以在秋冬時獲得回報。打工的朋友就有機會轉一轉工作崗位。

愛情/人緣：

情侶的感情會有好的進展，兩人可以想想儲蓄計劃，以備將來結婚之用。

請在書中看其餘內容.........

第二章：鼠年風水篇       頁首

風水開運指南

新春大吉，眾人都想在新的一年心想事成，而通常人們都是想得到健康、財富、事業和姻緣。

而在一般最常用的方法便是靠自己的努力工作和進修、改善家居風水，或是求神問卜解決疑難等

等。

其實這些方法都是有其合理之處的。不過效果就會因人而異，眾說紛紜。

現在就嘗試解說其中的奧秘。

天時、地利與人和

事情的成功通常都會包含三個因素，這正是天時、地利與人和，也可以簡單地說，這就是時間、

地點和人物。

就以健康為例，想做運動保持健康，在時間上要通常在早上，心情不會太復雜，可以輕鬆地做運

動，在地點上應該找空氣好的地方，在人物上則要做適當的動作，這也要因應年齡和體質來決定。

如果能夠這樣做，就易得到好的效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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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與量 

除了以上三個基本要素之外，就是，質與量了。例如，要保持健康便要多吃蔬果和含纖維的食物。

而人們最常出現的問題就是，認為自己已經做了那件事，不再深究是否做好那件事。例如老師問

小強，有沒有多吃蔬菜，小強說有，但可能是三日才吃一次。這個質與量的關係主要是會說明風

水的效用問題。

因果循環

人類不是可以孤單地生存的，是有互相影響和依賴的，所以在做事時要有公德心。因為這與我們

的長久快樂有莫大的關連。而這個公德心不是單只對人類的生命而言，而是包括所有地球上的生

命，這正與現代環保的理念類似。

這是最多人忽視的環節，因為通常不是直接見到的關係，所以在人們心目中多會抱著懷疑的態度

來看這個前因後果， 但這個因果循環是影響深遠和比較難補救的因素。例如人類為了享受生活而

使用新科技，例如汽車，最後造成空氣污染和地球暖化，致使洪水、炎熱、颶風等等天災不斷出

現！

人們在做壞事時，由心念引發，以致後來真實的行動，也會有因果「報應」的情況，現實行動是

立時可見的，但由心念的腦電波招引的後果也是存在的，而在無形的心念到有形的行動之間也可

以有方法引證出來，例如可以在人的表情和姿態觀察出來的，甚至可以在人的手相和面相看出來。

當因果放在人的行為和際遇上時，就很多人會說是迷信，其實「因果」只是在科學分析事情上的

一個名詞而已。

這個因果循環主要是用來說明人的後天行為，是可以改變命運的，如果你相信自己是可以掌握命

運的人，就一定要明白因果，這樣才可以在自己手中創造好運。

請在書中看其餘內容.........

流年方位吉凶與化煞方法       頁首

在風水學上的九宮飛星理論中，每年都會有把九個方位分為吉與凶，今年 2008 戊子年的五黃凶位

會在南方，所以如果大門是向南的住戶便要小心了，因為易有災病發生。

在未解說如何化煞之前，我們先要了解風水的力量何來，否則就不能找到合適的化煞方法。

風水來源與原理每種學問的起源都是因為人的需要而建立的，風水的起源也不例外，在人類尚要

在山野找尋食物和找長久而安全的地方居住的時候，便需要觀察地方上的氣候，繼而發現星體在

大自然的作用力量，最後便發展出一套深奧的風水理論。

如果想有好的風水效果，就要天時、地利與宅主的命格配合得宜，這正好說明為什麼一個住在富

豪家中的庸人不會像富豪般富有，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他的命格與富豪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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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化掉煞氣

五黃的煞氣是自然界中的一種氣場，帶有土性，主要的應驗徵象是災病，所以當人體吸收了便易

有病痛，如果身體弱的人便更易應驗。

為方便說明，假設這是一陣風從南方不斷吹來，為了要化去煞氣，有人便會在南方的大門或窗前

放數個小東西來化煞！請想想如果真的要避開這些風，這些小東西的作用大還是把門窗關上的有

效呢，這些小東西在體積方面不能遮擋大的空間，這只是量的大小問題，另外，那煞氣根本不是

物質性的風，那幾個化煞的小東西是否可以與那煞氣起作用也是一個疑問！

有效的化煞方法

最簡單而有效的方法是以大自然的東西來化去大自然的煞氣，因為那煞氣會令大自然的人類生

病，....... 

請在書中看其餘內容.........

第三章：玄學個案篇       頁首

風水個案 2 
人本來是大自然的一份子，所以是會有與大自然感應的能力的，但現代社會物慾太多，所以人的

先天感覺會隨著年齡增長而漸漸消失，所以很多人都知道在選擇新居時可以找一個年幼的小童一

起去，如果小童在屋內開心地笑笑跳跳，就知道屋內氣場良好，這雖然是一個方法，但對小童可

能不利，所以筆者不建議帶小朋友去看樓的。

說到氣場的好壞，其實這與風水是有直接關係的！如果本身不能感覺宅內的氣場的強弱和其中的

好壞本質，是很難改善風水的！單單在某個方位放上小小的風水物品，最終只會是一件裝飾品而

已，是不會有想像得到的風水效果！

現代多數沒有先天感覺的人，多會對擁有先天感覺的人抱著懷疑的態度，易會覺得對方奇奇怪怪，

因為有氣場感覺的人可能會時常發出警告這處不好，那處不舒服。因為這感覺是人的本能，其實

是可以恢復過來的，所以有練習氣功或是靜坐的人都常會發現自己可以感覺到環境氣場的變化，

這是很科學的，一點也不神奇。

以下是與家宅氣場有關的個案：

數年前，筆者在街上遇到一位朋友（趙先生），三天後那朋友主動來找筆者問前程，筆者與趙先

生言談不久就感到不妙，因為趙先生的氣色與身上的氣場是筆者經驗中最差的！

趙先生是一個直接和達觀的人，所以筆者直接對趙先生說他面部全是黑氣，運氣在短時間是很難

好轉的！趙先生說：「在兩月前家中有白事！而且現在多是戶外工作，所以膚色是會比較黑的！」

這當然是可能的原因但是面上的黑氣與太陽曬黑的黑色是有分別的，另外身上的負氣場也是另一

回事，是直接影響運氣的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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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宅氣場影響家人)

筆者懷疑趙先生的家宅有問題，便問他家中還有沒有運氣不好的家人，他說只有一個弟弟。筆者

請他和弟弟一同來看看，以便一並解決問題，數天後，他的弟弟來了，但是弟弟的氣場比趙先生

還要差，在言談中常有倦意，好像沒有氣息及無力，基本上是極其缺乏精力，運氣顯然奇差！

(家宅氣場影響健康)

因為趙先生的家人常常會相聚，所以常在趙先生的家中吃飯，因此，筆者問趙先生，其他家人的

健康如何，是否在宅中常有倦意，提不起精神？他的回覆也一如筆者所料。

(清除家中的壞氣場) 

趙先生請筆者到其家中看風水的當日，筆者已經預備了一點工具，準備清除其屋內的「煞氣」，

當到達其家時，趙先生出外再買富貴竹，因為先前筆者吩咐他買的富貴竹在屋內放了數小時後枯

死了！

(本命與五黃煞是主因)

入了趙先生的屋內，筆者立刻感到此宅的煞氣強勁，怪不得富貴竹會在數小時內枯死！筆者經過

數小時才把煞氣清掉並在宅中注入正能量，趙先生也感覺宅內舒服了很多。

在風水上的分析，他們在十年前開始居住在此宅，先天五黃位在宅內的主要位置，現在剛好是流

年五黃重臨，所以經過多年的五黃氣在宅內積聚，加上流年煞氣的推動，災病便一觸即發。

請在書中看其餘內容.........

第四章：新年習俗篇       頁首

犯太歲的由來

有很多朋友覺得自己沒有做錯事，為什麼會有所謂犯太歲的不利！這其實不是你做錯事，而是你

出生時所賦予的氣場特質，12 年循環一次，是天體的力量對連微塵也不如的人類所做成的影響所

引致的運程變化。

在出生的當年，嬰兒在命中也要經歷出生的痛苦難關，在 12 年後，當年的星象又再出現，人的賀

爾蒙和情緒也會發生類似當年的反應，所以會有情緒不定，發生往年不常做發生的事。例如有同

事突然辭職，你要立刻接手他的工作，但可能他要被逼得辭職的原因可能就是因為手上的工作問

題！

化太歲的方法

今年犯太歲的人是生肖屬鼠的人，沖太歲者是生肖屬馬的人，其次屬兔的朋友就與太歲相刑。這

些生肖的朋友在鼠年會運程會比較反覆，所以在工作和做事時要多加小心，........ 

請在書中看其餘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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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頭炷香

每年的年除夕夜都會有很多市民在黃大仙祠外等候上頭炷香，目的都是為了得到菩薩的庇祐，在

來年身體健康，財運亨通。

為了使大家真的得到神明庇祐，現在特地告訴大家如何參拜神明！

參拜神明

參拜神明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學祂們的行為，祂們慈悲，樂於助人，心胸廣闊，有一切人的美德。

所以如果我們做到其中這些美德的部份，....... 

請在書中看其餘內容.........

切忌爭氣

想上頭炷香的人都懷著很多不同的心態，最常見的是以人的心去量度神的喜好！以爭第一為先，

以為這會得到神明的注意和得到庇蔭！

在這場「比賽」中為了得第一，眾人爭先恐後、在鞋襪衫褲都險被燒焦的情景下，做什麼都不會

開心，反正，很多人的衣衫都增添一個個香燒的破洞。在一片煙霧瀰漫中，人都在昏煙中「帶淚」

上香。在新年年初一就「下淚」，不是好的徵兆呀！如果發生磨擦，更是未見喜慶先見不祥！

上頭炷香的方法

上香是善信對神明感恩的行為，.....

請在書中看其餘內容.........

上香程序

不用買太大型的香燭，只要普通的香支便可以了。

不要用肉來拜菩薩。可以準備生果鮮花供神，在拜完神後，可以拿回家。.........

請在書中看其餘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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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財神

在新春到來時，人們最喜歡見的一定是財神，所以不論在電視、報章、商場等等都會有祂們的影

子。傳說財神有多位，祂們的職責是把財富帶給人們。所以有人就以人的心來求財神，以為可以

用利有的方法來與財神爺打關係！以酒肉來供奉，打探祂的出沒地點，像追明星一般的去面見祂！

所以在新年期間，就有很多資訊指示人們財神方位在那，何時可以去拜，出門可以向那個方向迎

接財神！

迎財神

迎財神首要條件是你有一個好的氣場！

人的氣場是由自己的腦波、體質和能量所組成的，古時就叫做氣色。所以當人的面上佈滿黑氣時，

我們便說那人無運行，財神也不會被這些人吸引而來。

財神在那方

財神是神，祂是可以來去自如的。.......

請在書中看其餘內容.........

第五章：結婚擇日篇       頁首

如何選擇結婚吉日

每年都有很多男女共諧連理，但又不知如何擇到吉日結婚，以下就介紹如何為新人選擇結婚吉日。

通常最多人喜歡在「雙春兼閏月」的年份結婚的，而也有所謂「盲年」不宜結婚之說，因為有部

份人士認為在「盲年」結婚會對婚姻不利！其實，雙春兼閏月與盲年都是農曆與節氣年的計算差

異所產生的，與婚姻好壞並沒有影響。 

雙春

所謂雙春即是在年頭及年尾各有一個「立春」之年。由於春是一年之始而春有發芽生育之意義，

而且雙春也有雙雙對對的意思，所以被認為特別宜嫁娶。 

閏月

所謂閏月是指該年的農曆中有兩個相同的月份，即是共有十三個月份。由於「閏」有滋潤、豐收

的意義，在十二個月中多了一個月，所以也有成雙成對的意義，有象徵夫妻恩愛和睦。 

盲年

而盲年則是因為在上一個雙春的農曆年拿走了下一年的「立春」，所以便在這個農曆年內找不到

「立春」，所以稱之為盲年。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雙春兼閏月」與「盲年」是象徵意義大於命理

上的五行沖剋。其實每年都有好的吉日，而選擇結婚的年份最主要是要生旺新人，這樣才會對新

人的婚姻加入有利的天時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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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選擇的月份

農曆正月 

通常不會在正月結婚，主要是正月是大節，新人不宜與大節相沖，其次是正月很多親友都會忙於

拜年，現在更有親友可能會出外旅行，所以不宜舉辦婚禮。 

西曆 4月清明節

另外是清明節，這個月很多人都會與家人相約到已故的先人墓前拜祭，......... 

請在書中看其餘內容.........

財運、事業與姻緣       頁首

財運、事業與姻緣是很多人都想知道的東西，現在就以八字命理的基本方法，簡單介紹如何在你

的生日中找到有關財運、事業與姻緣的訊息。

首先是找出自己的（天干）五行屬性，其次是找出夫妻宮（地支）的五行屬性，五行屬性分為五

種類別 — 金木水火土。

尋找五行屬性的方法會在書後 107 頁介紹。

現在就先解說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利用自己的天干和地支來掌握自己的命運。

知道了自己的天干五行後，跟著的就是要在書後的小通勝中找出財運日和官殺日，財運日是相對

會影響財運的日子，官殺日是會對工作事業有關的時刻。

基本上財運日是在這些日子較易得到財富，官殺日是指在這些日子較易得到名譽和讚賞。

財運日：

以自己天干五行找出財運日......

請在書中看其餘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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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自己的五行和夫妻宮的五行屬性       頁首

在書的前數頁已經說明如何利用自己的五行屬性來運用在財運、事業和姻緣上。

現在就介紹如何從生日日期計算自己的（天干）五行屬性，和找出夫妻宮（地支）的五行屬性，

五行屬性分為五種類別 — 金木水火土。

在這就以一個簡單的表格方式使讀者們可以輕易地計算自己的五行和夫妻宮的屬性。

如果沒有時間計算的朋友，則可以到筆者的網站查閱，.........

請在書中看其餘內容.........

 

www.fookwing.com
電話：(852)81170223 

福榮玄學 (風水命理占卜)
香港九龍旺角西洋菜街南 1 號 N 兆萬中心 18樓 1804 室 

 

  福榮玄學 (風水命理占卜)  電話：(852)6290 6332   地址：香港九龍旺角西洋菜街南 1號 N 兆萬中心 1804室

 關日威 2008 流年生肖運程書簡介 

在筆者「關日威」的 2008 生肖運程書中，有敘述 12 生肖的 2008 年運程、流年風水

擺設、流年飛星方位和結婚擇日的方法，對於想了解流年運程的朋友，更可以在書中

找到計算自己五行的方法，其中說明如何把整體流年運勢改善的方法，如果在 2008
年犯太歲的朋友，要避免流年不利，也可以參考化太歲方法和積福之道，最後還包括

2008 calendar，即是 2008 年通勝，分析每日吉凶，比一般的 2008 年日曆提供更多玄

學方面的資料，對想結婚擇日的朋友選取結婚吉日更為有用。書中有專題解說如何選

擇合適的結婚吉日，對盲年忌月忌日等等分別解說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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