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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平真詮》本義 

 大 著 http://blog.sina.com.cn/hdl666 

《子平真詮》一書 系清朝乾 進士沈孝瞻所著。該書在《淵海子平》、《三命

通會》、《神峰通考》等命學經典的基礎上 更為細緻、規範地論述了取用定格

和格局變化等系列法則 提 了推命技術的可操作性與準確率。這 使該書成了

當時人們爭相傳抄的命學秘典。後來有人推崇該書說 “此中舊籍 推《滴天

》與《子平真詮》二書 最為完備精審 後之言命學者 千言萬語 不能越其

範圍 如江河日月 不可廢者。” 

    民國時期的命學大師徐樂吾先生 一生著述 豐 於命學貢獻良多 對後世

的影 也很大。他在其所著的《子平真詮評注》一書裏 對《子平真詮》做過詳

細的詮 。萬分可惜的是 在我看來 徐老先生的詮 在許多 要概念上 或

多或少地誤解了《子平真詮》的本義 致使該書中的子平正宗大法變得 目全

了。 

筆者專職為人推命已有十 年 每遇 輒惡 命學舊籍 希望能夠從中找到

正確答案。2001年的秋天 當我仔細 讀《子平真詮》時 赫然發現了一件令

人 奇不已的事實 即 現代流行的命學書籍在許多 要概念上 諸如用神、忌

神、喜神和格局等 幾乎全  偏 了《淵海子平》、《子平真詮》和《神峰

通考》等命學經典的本義 也就是說 現代多數人所學習使用的推命方法 並不

是古來流傳的子平正宗大法  

謂與不信 請看下文。 

 一、論用神 

原文 八字用神 專求月令 以日干 月令地支 而生克不同 格局分焉。財官

印 此用神之善而 用之者也 殺傷梟刃 此用神之不善而逆用之者也。當

則 當逆則逆 合得宜 皆為貴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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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讀 如果我們將這段原文細讀三遍 可能就會產生以下四個疑問  

、取用神為什 要“專求月令”呢 翻 現代的命理書籍 也沒見有誰強調這一

啊 反而有人批評這種取用神專求月令的做法 說這方法是呆板而迂腐的。到

底是沈前輩患了老年癡呆症呢 還是我們後生輩不懂其中味呢  

、文章不是剛 口說用神嗎 怎 一句話沒說完 又扯到格局上去了 現代的

命理書上可 是把用神與格局分章說的 因為 說用神與格局不是一碼事兒。可

是沈氏這段話卻將用神與格局混為一談 這肯定不是沈前輩 疼發燒說胡話 一

定是別有原因 我們再找《淵海子平》、《神峰通考》與《三命通會》等經典看

看 更加令人叫暈的是 這些書上根本就沒有專 論述用神的章節 說用神是

命學 等 要的概念 是推命的第一要義 可是這幾本命學經典怎 就沒有把它

當一回事呢 這幾本書上倒是用了大 章節來論述格局 道古人講格局就是在

講用神 不然 為什 沈前輩一說到用神就與格局夾 不清呢  

、沈氏將用神分成善與惡兩 並說對於“不善”的用神要“逆用”。這話與幾乎

所有的現代命理書籍 不 譜。現代命理書籍 把用神看得跟自己的命根兒似

的 要求要像保護自己的眼睛一樣來保護用神 生怕它受到任何傷害。壓根兒就

沒有什 “不善”的用神 我 們再冷 下來想想 《四言獨步》裏早有“化殺為權

何愁損用”的話 《月談賦》一文中也說“格有可取不可取 用有當棄不當棄”

可見確實有一種何愁“損” 之、或當“棄”之的用神存在。既然是可以“損”之“棄”

之的用神 不就是沈氏所說的“不善”而要“逆用”的用神嗎 而在現代命理書籍

裏 有誰能找到這種可 以“損”之“棄”之的用神呢  

、現代命理書籍在給用神下定義時 少不了 要講到平衡、扶抑、通 、調候

這幾條的。徐樂吾先生在評注上述這段文字時 就是這樣一條一條予以注解的。

然而 我們拿著放大 從 至尾地看完“論用神”一章的每一個字 無法找到平

衡、扶抑、通 、調候這樣的 字眼 既然 說扶抑、通 、調候是用神的三大

作用 哪為什 沈氏在專 論述用神的時候卻 字不提呢 是沈進士不善言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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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歸納為 幾條 或是說話老跑 還是他怕洩 天機 密不傳人呢 或者

在古人眼裏就從來沒有過現代命書所說的 種用神  

現在我們放過徐樂吾的評注不看 直接解讀原文 看看原文的本義  

八字中的用神 只在月令上尋求 以月令地支五行與日元五行的生克 係 來確

定不同的格局。當月令屬於 財、官、印、 的時候 就是四個善的用神 應當

予以保護性使用 這叫“ 用” 當月令屬於殺、傷、梟、刃的時候 就是四個不

善的用神 應當予以控制性使用 這叫“逆用”。當 則 當逆則逆 只要八字

喜忌 合得當 是 能成為貴格的。 

怎樣“ 用”與“逆用”這些善和不善的用神呢 沈氏接著說  

原文 是以善而 用之 則財喜 神以相生 生官以護財 官喜透財以相生 生

印以護官 印喜官殺以相生 劫財以護印 喜身旺以相生 生財以護 。不善

而逆用之 則七殺喜 傷以制伏 忌財印以資扶 傷官喜 印以制伏 生財以化

傷 刃喜官殺以制伏 忌官殺之俱無 月劫透官以制伏 用財而透 以化劫。

此 逆之大略也。 

解讀 對於月令中善的用神怎樣 用呢 沈氏解 說  

用神是財星 就喜有 神來相生 有官星制伏比劫以護財  

用神是正官 就喜有財星來相生 有印星制伏傷官以護官  

用神是正印 就喜有官殺來相生 有比劫制伏財星以護印  

用神是 神 就喜身強劫旺來相生 有財星制梟神以護 。 

對於不善的用神怎樣逆用呢  

用神是七殺 就喜有 傷來制伏 忌財星資殺 梟神奪  

用神是傷官 就喜有印星來制伏 或有財星化泄傷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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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神是 刃 就喜有官殺來制伏 忌官殺全無  

用神是比劫 就喜透官來制伏 無官有財 則喜透 傷以化劫。 

這些就是對用神 用逆用的大致方法。 

沈氏的這一番話 現在許多人恐怕 會不以為然。因為他在說到財喜 生、官喜

財生、殺喜 制、傷喜印制 時 並沒有提到身強身弱、殺輕殺 這個 要條件。

“ 道財多身弱時也喜 神生財嗎 道身強殺淺時也喜 傷制殺嗎 ”人們會

這樣反 沈氏 說不定還會輕罵沈氏一句白癡呢。然而 張神峰在《神峰通考》

的自序中也說 “月令為用神 歲時為輔佐。籲 命書之作 至此盡矣。”這與沈

氏唱的不是一個腔調嗎  

其實 沈氏是在說八字的最佳組合方式 讀者們先不要急於下結論。倘若現在沈

氏說 “凡是生產、存放易燃易爆品的地方 要予以控制性管理 並且要 置

合格的消 設備。” 

這話沒 吧 既然這話沒 他說的七殺喜 傷以制伏、傷官喜 印以制

伏這幾句話 也就不會 啦。 

原文 今人不知專主提綱 然後將四柱干支字字統歸月令 以觀喜忌。甚至見正

官 印 則以為官印 全  與印綬用官者同論 見財透 神 不以為財逢 生

而以為 神生財 與 神生財同論 見偏印透 不以為泄身之秀 而以為梟神

奪 宜用財制 與 逢梟者同論 見殺逢 制而 印者 不以為去 護殺 而

以為殺印相生 與印逢殺者同論。更有殺格逢刃 不以為刃可幫身敵殺 而以為

七殺制刃 與 刃 殺者同論。此皆由於不知月令而妄取用神之故也。 

解讀 沈氏批評當時有些人不以月令取用定格 將格局弄得張冠李戴、牛 嘴。

話的意思表達得相當明白。可是不知什 原因 徐老師傅的評注並沒有跟著原文

跑 而是自 自地還在 裏嘮叨著如何扶抑日主、平衡八字。我們現在只好將沈

氏的這段話再翻譯一遍 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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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的人啊 不知道取用神要專從月令提綱上取 然後將四柱干支字字 以月令

為主 來觀其喜忌。比如月 令是正官 有印星化官生身 這叫正官 印格 但

是不 月令為用的人 卻將此視為官印 全 與印綬喜官格同論 月令為財 透

神相生 格成財逢 生 而不  視月令用神的人 卻將此視為 神生財格

月令為偏印 透 神泄秀 格成 神吐秀 而不 月令用神的人 卻將此視為梟

神奪 說要以財制梟 月令為七殺 逢 神制殺而又 出印星 這本來就破了

神制殺格 而不 月令用神的人 卻還說是殺印相生 還有月令為七殺時 碰

到 刃 是刃來助身合殺 而不 月令用神的 人 卻將此視為七殺制刃 與

刃格同論。這些啊 是由於不 視月令用神而亂取用神的原因。 

沈氏說這番話 本來是 對當時的清朝命學界而發的 但我卻覺得他批評的正是

當今命學界。因為不 視月令用神的現象 現在不是很普遍嗎 試問有幾個命學

愛好者 能說清楚財逢 生格與 神生財格的區別呢 正在 讀本文的讀者啊

您能夠說清楚嗎  

原文 然亦有月令無用神者 將若之何 如木生寅卯 日與月同 本身不可為用

必看四柱有無財官殺 透干會支 另取用神。然終以月令為主 然後尋用 是建

祿月劫之格 用而即用神也。 

解讀 因為《淵海子平》、《神峰通考》和《子平真詮》中所說的用神 就是月

令可用之物 並 現代命書 所說的什 平衡八字、扶抑日主的用神 所以當月

令沒有可用之物時 就會出現月令無用神的情況。哪些才是月令可用之物呢 就

是官、印、財、殺、傷、 這六樣東西。《寶法卷一》裏明確指出 “子平一法

專以日干為主 而取提綱所用之物為令。今人不知其法 於此百發百失……唯西

山易 先生 得其變通 將十格分為 六格為 曰官 曰印 曰財 曰殺 曰

傷 曰 以此消息之 無不 矣。” 

當月令沒有官、印、財、殺、傷、 這六樣東西的時候 即表示月令沒有可用之

物了。比如甲乙木生於寅卯月 日干屬木 月令也屬木 木不能以木為用神啊

因此沈氏說“本身不可為用”。怎 辦呢 到月令之外去找 六樣東西 並按照“有



大 子平真詮  http://blog.sina.com.cn/hdl666 

 - 6 - 

官先論官 無官方論用”的取用規則 先取官殺格 官殺格不成立則取 財格。

財格又不成立則取印比兩旺格。若是官、殺、財、 、傷、印這六樣東西均不

能立足成格 則謂之身旺無依  也就是完全沒有可用之物了 命主就只有遁

入空 讓佛祖保佑他啦。 

但是 取用定格總要以月令為主。當月令為建祿比劫時 然說它不是用神 也

可以把它當作用神來稱呼。 

說到這裏 有人會覺得沈氏的話前後有矛盾。他于前文才說“殺傷梟刃 此用神

之不善而逆用之者也” 表 示劫刃也是用神之一。可是在十幾行文字之後他又說

“日與月同 本身不可為用” 這不是又吊 了劫刃的用神資格證嗎 文尾還說什

“是建祿月劫之格 用而即用神也” 這話有 像是繞口令 聽不清楚 弄不

明白。 

我理解呢 沈氏的話有兩層意思 一是取用神先當以月令為主為先 當月令為比

劫時即為月令無用神 這時 就要在月令之外尋取用神 二是不管月令是否比劫

若 將月令叫做用神的話 建祿與 刃就可以算作是不善的用神。正是基於

這層意思 沈氏才在本文結束時 說“是建祿月劫之格 用而即用神也。”話裏

的“ 用”二字是第一層意思 而“即用神”三字就是第二層意思。如此讀來 就不

會覺得有什 矛盾之處了。 

二、論用神變化 

原文 用神既主月令也 然月令所藏不一 而用神遂有變化。如十二支中 子

午卯 外 余皆有藏 不必四庫也。即以寅論 甲為本主 如 之有府 丙其

生 如 之有同知 戊亦 生 如 之有通判。假使寅月為提 不透甲而透丙

則知府不臨 而同知得以作主。此變化之由也。 

解讀 取用既然以月令為主 可是月令地支藏干的數 是不一樣的 有的只藏一

干 有的卻藏有二干或三干 有的外透 有的不外透 這樣就會使用神產生變化。

譬如在十二個地支中 了子午卯 者四個地支僅藏一干外 其 的地支 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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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干或三干 不用說辰戌丑未這四個墓庫了。就拿寅字來說吧 裏 藏有甲、丙、

戊三干。甲為寅木的本氣 甲在寅中就如同縣 坐在縣 辦公室裏 得位當權

丙火 生在寅 就像是縣 一手提拔起來的副縣 權利僅次於縣 戊土在寅

也是 生 但同時又受寅木之克 其力又次於丙火 它在寅中的位置就如縣 手

下的小局 。假若寅為月令 甲木不透而透丙火 就如副縣 代理縣 做主 這

就是用神發生變化的原由啊。 

原文 故若丁生亥月 本為正官 支全卯未 則化為印。己生申月 本屬傷官

藏庚透壬 則化為財。凡此之 皆用神之變化也。 

解讀 如果丁火日元生於亥月 亥中壬水就是日元的正官 取用當取正官格。但

是如果八字中有卯未二字 僅一個卯字也可 則亥卯未三合為木 將原來的

亥水正官變成了卯木印星 用神也 之變成了印格。又如己土日元生於申月 本

為傷官格 但若庚 不透而透壬水財星 則用神就變成了財星。凡此種種 是

用神變化的現象。 

至此 什 是用神 什 是用神變化 在《子平真詮》的本義中已經表 無遺了。

我們可以確認 《子平真詮》等命學經典上所說的用神 就是月令可用之物及定

格之字。在《子平真詮》、《神峰通考》、《淵海子平》以及《三命通會》等命

學經典中 根本就不存在現代命書上所說的 種具有平衡、扶抑、通 、調候等

作用的所謂“用神”。在現代命理書籍中 有的也講用神變化 但與沈氏所說的

牛不相及。沈氏說的是月令透干及地支會合而引起的月令變化問 而現代命

書卻說的是因歲運介入打破了原命局的平衡 要 新選取平衡之字的問 。 

我們再回 看看徐樂吾老師傅的有 評注 就不 發現他與原文的區別所在了。

原文緊緊抓住月令用神不放 月令是個綱 綱舉目張嘛 從“用神既主月令矣”

這一句 始 到“凡此之 皆用神之變化也”這一句結束 話 始終 沒有 過

月令用神。而我們徐老師傅的評注呢 並沒有強調月令用神的 要性 甚至在解

這 尾二句時連“用神”二字 不提了 他將平衡用神的胭脂 精心塗抹在《子

平真詮》的字裏行 本想把 《子平真詮》好好打扮給世人看 誰料想反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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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平真詮》失去了原有的天然本色 更令人料想不到的是 千千萬萬的後學者

跟在我們徐老師傅屁股後 亦步亦趨 誰也沒有發現他的評注早已背 了沈氏

原文  

原文 變之而善 其格愈美 變之不善 其格遂壞。何謂變之而善 如辛生寅月

透丙而化財為官 壬生戌月 逢辛而化殺為印 癸生寅月 藏甲透丙 會午會戌

則化傷為財 即使透官 可以作財旺生官論 不作傷官見官 乙生寅月 透戊為

財 會午會戌 則月劫化為 傷。如此之 不可勝數 皆變之善者也。 

解讀 用神變化之後 有的則愈變愈好 格正局清 有的則愈變愈差 格破局壞。

怎樣才是愈變愈好呢  

比如辛 日元生於寅月 寅中的甲木不透干 而透丙火官星 這就是化財格為官

格啦。官是善的用神 喜有財星相生 丙火官星得坐下寅木財星相生 所以是格

局愈變愈好  

壬水生於戌月 戌中的戊土七殺不透干 而透辛 印星 這叫化殺為印。七殺是

惡的用神 必 要有印化或 制 現在透出辛 印星化殺生身 使殺星不能攻身

便是格局愈變愈好的現象  

癸水生於寅月 不透甲木傷官而透丙火財星 化傷為財。傷官是惡的用神 必

要有財化或印制 現在透出丙火財星化泄傷官 就是格局愈變愈好 這時候即使

透出戊土官星 寅木傷官也不能傷克官星 所以就不能以傷官見官論 而要以財

旺生官論 如果地支有午戌二字 有一個午字即可 寅午戌三合火局

寅木用神也會因之變化為財星 這也是用神變化的一種方式。 

乙木生於寅月 是月劫格。這時若見寅中透出戊土財星 地支又有午戌二字 寅

木則會因會合而變火 化劫為 傷 並轉而再去生戊土財星 這樣就使格局愈變

愈好了  

似上述這樣的變化 不可勝數 是格局愈變愈好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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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說到這裏 有些人可能會提出這樣兩個細節問 一是乙木生於寅月 原文說

“會午會戌 則月劫化為 傷” 可是並沒有明確指出一個午字或一個戌字能不能

化 二是乙木生於寅月 寅中的甲木 然不可以作用神 但不是還有“二把手”

丙火嗎 不能取丙火為用定格嗎  

對此提問 沈老先生怕是沒有本事回答我們了。我們只有自己找答案了。有這樣

一位女士的命 其命式為  

比財日印 

乙戊乙壬 

亥寅卯午 

大運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木生於寅月 是月劫格 因地支有午字 寅午合火 月劫格就變成了 傷格。

喜月干為戊土財星 傷生財 用神是愈變愈好啊。唯一不足之處是年干乙木克

戊土 幸好大運有庚、辛官殺制伏乙木 使其不能劫財 故命主早年就 商場

財發百萬 夫婦 眉 四子皆貴。如果命局沒有年干乙木干擾 使命主之財破耗

較多的話 命主就會是超級富婆了。 

由此例可知 命局有午無戌 午字與寅字半合 也是能夠化火的。論格局時 五

行合化不 要有什 化神 沈氏對此也沒有提出這種要求。 

我們再看第二個命例 某男命式為  

財劫日傷 

戊甲乙丙 

戌寅丑子 

大運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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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木生於寅月 透出丙火傷官于時干 地支有戌無午 倘若寅戌能夠化火 格成

傷官生財 命主在丙辰、丁巳這兩步運中就必然會大發其財了 可是事實卻

並 如此。命主初次發財是在戊午運甲戌年 得其兄弟之助而一發百余萬。次年

乙亥比肩爭財 便破去了幾十萬元。此後在戊寅、己卯年又狠發了兩筆。 

命主為什 要到戊午大運才時來運轉呢 原因只有一個 就是命局上有戌無午

是不能夠合化為火的 只有到了戊午運 有了午字 才能夠合化為火 使原命局

的月劫格變為 傷格 這樣才會使命主一發如 。 

我們還看一個命例 就是《算命一百法》的作者李後啟先生的命造  

財比日比 

戊甲甲甲 

寅寅戌子 

大運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  

月令為比劫 地支有戌無午 如果寅戌能夠合化為火 將月劫格化為 傷格的話

日支妻宮的戌土就是相神 命主便當大得其妻內助之力 會因妻致富。命主

自己也會在丁巳運中財運亨通 比人家先富起來。然而實 情況不是這樣。命主

一生最惱火的事情 就是其妻 多年患 濕和精神分裂疾病 形同廢人 由此可

證 僅有寅戌二字是不能合化為火的。因為這樣 戌土財星便受到 比劫之克

故而其妻就生不如死了。當然 戊土偏財所代表的父親也不會有好果子吃 他早

年就成了盲人 全 命主給 。 

至於命主自己呢 一生從事文化教育工作。戊午運是他一生中最為得意的時候。

他並沒有經商發財 原因就 是命局月令中的丙火沒有透出 地支寅戌不能合化

為火 構不成 神生財格。他一生之所以從文 就是月令的丙火是中氣 可以作

用神。《神峰通考·定格局訣》就有“乙日寅月號傷官”之說 表明寅中的丙火是

可以用來構成傷官格的。同樣的道理 李先生的命造也可以用寅中的丙火來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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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吐秀格。 神吐秀格的命 十有八九是在文藝圈裏混的人。儘管李先生自己

在他的書中公然宣稱 “傳統的格局可有可無 與析命斷運沒有什 必然的聯繫。”

可是 他一生的事業趨向 還是沒有逃脫命格的註定啊。 

原文 何謂變之不善 如丙生寅月 本為印綬 甲不透干而會午會戌 則化為劫。

丙生申月 本屬偏財 藏庚透壬 會子會辰 則化為殺。如此之 亦多 皆變之

不善者也。 

解讀 丙火日元生於寅月 本來是印綬格。但若果寅中的甲木不透 地支有午戌

二字 有一個午字即可  寅木印星就會被合化為比劫。又如丙火生於申

月 本屬偏財格 若是申中不透庚 而透壬水七殺 地支又有子辰二字 則申子

辰合水局 申 偏財就變成了七 殺。諸如此 的變化也比較多 是用神愈變

愈壞的現象。 

當然咯 即使是用神變壞了 也不一定就是差命一條的 因為不善的用神只要喜

忌 合得宜 照樣也是會發 福的。有人可能會問 “既然用神的善惡無 緊要

我們幹嗎要費神討論用神的變化呢 其意義何在呢 ”其意義就在於 用神變

好變壞可以 示出許多與之相  的資訊 比如家世、學業、事業趨向等 可

以從用神的變化中看出端倪來。比如月令是印星 只要不是遭到損壞或數 太

多 即表示命主家中有書 之氣 命主能 夠得到父母的蔭福 自己的學業也會

較 。但是只要印星化而為劫 這些良好的資訊就 會淡化掉。我們可以看

看以下幾個命例  

1)        壬戌  壬寅  丙午  戊戌  

2)        戊戌  甲寅  丙午  戊戌  

3)        壬子  壬寅  丙午  庚寅。 

第一例因甲木不透干 儘管有壬水蓋 可是壬水無根 寅午戌還是合化為火

將寅 



大 子平真詮  http://blog.sina.com.cn/hdl666 

 - 12 - 

木印星變成了劫財 故命主出身平民之家 識字不多 一生務農  

第二例因甲木透干 寅木印星便不能悉數化火 故命主出身於書 第 自己也

有較 的學歷  

第三例 然甲木不透 只因壬水有根 可以不斷滋 寅木 寅木便不能化火 印

格則不變 故命主出身於官貴之家 自己也是進士 並且官至一品。 

原文 又有變之而不失本格者 如辛生寅月 透丙化官而又透甲 格成正財 正

官乃其兼格也。乙出申月  透壬化印 而又透戊 則財能生官 印逢財而退位

通月令 格成正官 而印為兼格。癸生寅月 透丙化財 而又透甲 格成傷官

而戊官忌見。丙生寅月 午戌 會劫 而又或透甲 或透壬 則仍為印而格不破。

丙生申月 逢壬化煞 而又透戊 則 神能制煞生財 仍為財格 不失富貴。如

此之 甚多 是皆變而不失本格者也。是故八字 用神不立 用神 變化不

善觀命者必於此細詳之。 

解讀 還有用神 然變化但仍然不失其本格的情況。比如辛 日元生於寅月 寅

中丙火官星與甲木財星 透天干 這時候 然財格變成了官格 但是其本來的財

格還依然存在  

乙木日元生於申月 申中壬浮水印星與戊土財星 透天干 如此則財可生官 壬

浮水印星碰到戊土財星就只好退位了 然壬浮水印星通根於月令 但還是以官

格來看 印格可以看作是兼格  

癸水日元生於寅月 寅中的丙火財星與甲木傷官 透天干 格成傷官生財 這時

如果戊土官星再透出來泄財 就破了傷官生財格  

丙火日元生於寅月 地支有午戌二字 則寅午戌三合化劫 但如果甲木透干或壬

水透干 則寅木就不會悉數化火 印格也就不破  

丙火日元生於申月 本系財格 如透壬水殺星 則化財格為殺格 如果同時又透

出戊土 神 則 神便能制殺生財 也可以叫棄殺存財 還是財格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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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之 的變化很多 是 變而沒有失去本格的例子。 

所以啊 看八字不抓住月令用神這個提綱 就沒有條理 而用神如果沒有變化則

失去了它的可變性與 活性 善於看命的人啊 必 在用神變化這個細節上仔細

弄清楚。 

沈氏在這一章中論述了用神的可變性與不變性 這是其他命學經典中所缺少的內

容 真是泄盡了子平的秘奧啊 可以說 學習命理者如果不看這本書 就根本不

知道格局是怎樣變化的。從這一章裏 我們還可以看出 沈氏在談用神時沒有一

句話 過月令 而且所講的用神絲毫沒有扶抑日主、平衡八字等作用。月令用

神因透干會支而發生變化時 只要用神不被合化為他物 就仍然會保留原本的用

神 從而導致多格並存的現象。當然 凡物少則清 清則貴 多則 則賤。

因此古人說 “一格二格 卿即相 三格四格 刑卒九流之輩。” 

三、論論用神純  

原文 用神既有變化 則變化之中 遂分純、 。純者吉 者凶。何謂純 互

用而兩相得者是也。如辛生寅月 甲丙並透 財與官相生 兩相得也。戊生申月

庚壬並透 財與 相生 兩相得也。癸生未月 乙己並透 煞與 相克 相克而

得其當 亦兩相得也。如此之 皆用神之純者。 

解讀 用神既然有變化 在變化之中 就會有純 之分。用神清純者吉 用

神 者凶。怎樣才算是清純呢 就是善用神要得到相生 惡用神要受到制約。

比如辛 日元生於寅月 寅中甲丙 透 甲木是財 丙火是官 二者 是善的用

神 得生則宜。財與官相生 便 是兩相得 也是用神在愈變愈清純。 

戊土日元生於申月 申中庚 與壬水 透 庚 神 壬水是偏財 均為善的用

神 神與財相生 也是用神愈變愈純的現象。 

癸水日元生於未月 未中乙己 透 乙為 神 己為七殺 這七殺屬於惡的用神

宜有制約 現在有乙木 神來制 也叫兩相得。同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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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這樣的變化 是用神愈變愈純的現象。 

原文 何謂 互用而兩不相謀者是也。如壬生未月 乙己並透 官與傷相克

兩不相謀也。甲也辰月 戊壬並透 印與財相克 亦兩不相謀也。如此之 皆

用之 者也。純 之理 不出變化 分而疏之 其理愈明 學者不可不知也。 

解讀 在什 情況下用神會變的 呢 就是善用神受到克制 而惡用神受到生

扶的時候。比如壬水日元生於未月 未中乙己 透 乙是傷官為惡用神 而己是

正官為善用神 傷官克官 善用神受到了克制 這就是用神變 的現象 其實

質也就是破了正官格。 

似這樣的變化 是用神愈變愈 的現象。純 的道理 是在用神變化的

過程中產生的 要一格一格地分理清楚 其中的道理就會愈明白 這是學習命理

的人不可不知道的事情。 

是的 學習命理的人啊 現在你就可以去翻 現代命理書籍 看看能否從中找到

與沈氏這篇“論用神純 ”相同內容的文字 我敢打賭 你一定會失望 因為現代

命理書籍裏 根本就沒有沈氏所說的這種用神 哪裡還會論及它的純 呢  

四、論 氣如何取用 

原文 四墓者 沖氣也 何以謂之 氣 以其所藏者多 用神不一 故謂之 氣

也。如辰本藏戊 而又為水庫 為乙 氣 三者俱有 于何取用 然而甚易也

透干會取其清者用之 而不 也。 

解讀 當月令為辰戌丑未時 就是四個墓庫 裏 所藏之干氣質不純 為什 叫

它 氣呢 就因為它裏 藏的東西比較多 用神不專一 所以才叫 氣。子午卯

四 個地支 所藏之氣均為旺氣 如癸水在子 丁火在午 乙木在卯 辛 在

就 是處於當旺之地 寅申巳亥呢 所藏之干則均處於生旺之地 如丙火、

戊土 生在寅 甲木在寅當旺 等等。只有辰戌丑未則不然 辰中既有木的 氣

乙木 又有冠帶之氣的戊土 還有衰弱之氣的癸水 戌中則既有入墓的戊土 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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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處於冠帶的辛 還有衰弱的丁火 丑未二字之中的藏干也是如此 所以才叫

它們 氣。 

在月令取用定格時 一般 要取當旺之干或透出之干 透則有力 。在辰戌丑未

當令時 則幾乎沒有當旺之干 辰土中木有氣 戌土中 有力 丑土中水不弱

未土中火尚強 怎樣取用定格呢 比如辰中的乙、戊、癸三干 取其中的哪一干

為用神呢 其實這也容易 方法就是取透干會支者為用定格 這樣看起來 亂的

用神就不 亂了。 

至於如何確認月令中的當旺司令之干 古人採取了兩種方法 一種就是沈氏這

種 取透干會支者為用 還有一種就是按月令人元司令歌訣或司令表來確認 看

是哪一干司令 就是當班的意思 就取哪一干為用。月令人元司令表如下  

寅月 立春後戊土七日 丙火七日 甲木十六日 立春 水 

卯月 蟄後甲木十日 乙木二十日 蟄 春分 

辰月 清明後乙木九日 癸水三日 戊土十八日 清明 穀  

巳月 立夏後戊土五日 庚 九日 丙火十六日 立夏 小滿 

午月 芒種後丙火十日 己土九日 丁火十一日 芒種 夏至 

未月 小暑後丁火九日 乙木三日 己土十八日 小暑 大暑 

申月 立秋後戊己土十日 壬水三日 庚 十七日 立秋 處暑 

月 白 後庚 十日 辛 二十日 白  秋分 

戌月 寒 後辛 九日 丁火三日 戊土十八日 寒   

亥月 冬後戊土七日 甲木五日 壬水十八日 立冬 小  

子月 大 後壬水十日 癸水二十日 大  冬至 

丑月 水寒後癸水九日 辛 三日 己土十八日 小寒 大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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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甲木生於寅月 立春後七日內是戊土司令 戊土之後便是丙火司令七日

下的十六日就是甲木司令 照此按表而推 即可知每月每日是何干司令 取其為

用定格。 

這種按表取用的方法是正確的嗎 至今還沒有任何人或任何一本書能完全肯定

這一 。實 上如果不看透干會支 就光憑這表上所列的東西來取用定格 肯定

就會在取格上 出一 的笑話來。固然 江湖上的許多算命先生 會背誦這種

《人元司令歌訣》 並廣泛使用它。但是 他們也多同時在採用透干會支法。所

以呢 這種表或歌訣就只能做參考了。 

原文 何謂透干 如甲生辰月 透戊則用偏財 透癸則用正印 透乙則用月劫是

也。何謂會支 如甲生辰月 逢申與子會局 則用浮水印是也。一透則一用 兼

透則兼用 透而又會 則透與會並用。其合而有情者吉 其合而無情者則不吉。 

解讀 什 叫透干呢 比如甲木日元生於辰月 透出戊土則以此偏財為用定格

透出癸水則以此印星為用定格 透出乙木則以此月劫為用定格。什 叫會支呢

比如 甲木生於辰月 地支有申子二字 則申子辰三會水局 就以此浮水印為用

定格。月令透出一個藏干時 就以這一個透干為用定格 月令透出兩個或三個藏

干時 就兼而 用之 又透干又會支時 就將所透之干與所會之支結合取用。會

合有情者以吉論 會合無情者以凶論。 

古人為什 要強調透出之干呢 因為地支猶如樹的根莖 天干猶如樹的枝幹 藏

干則如種子 只有透干會支的天干才是最有力的 哪怕它不當令 也比當令不透

的藏干有力多了。因此 正宗的子平大法要以月令所透之干來取用定格。 

原文 何謂有情 而相成者是也。如甲生辰月 透癸為印 而又會子會申以成

局 印綬之格 清而不  是透干與會支 合而有情也。又如丙生辰月 透癸

為官 而又逢乙以為印 官與印相生 而印又能去辰中暗土以清官 是兩干並透

合而情也。又如甲生丑月 辛透為官 或巳 會成 局 而又透己財以生官 是

兩干並透 與會支合而有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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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讀 怎樣才是會合有情呢 就是所會之局與所透之干相成者即是。所謂“相

成” 就是善用神得生 惡用神得制。 

比如甲木日元生於辰月 透出癸浮水印星 而地支又有申子辰三合水局 透干與

會支 是印綬 這就是清純不 的印綬格。這種透干與會合就是有情的表現。例

如於右任命  

財  財  日  印 

己  戊  甲  壬 

卯  辰  子  申 

月令本來是財星 當取財格 由於干透壬浮水印星 支會申子辰水局 這樣便化

財格為印格了。所以命主沒有走上經商之路 而是科甲出身 撰文辦報 並當了

多年的監察 。尤其是他還有一手極好的書法傳世 有“當代書聖”的美譽。這

些 是純而不 的印綬格所 示出來的資訊啊。 

另有某男命  

印  比  日  傷 

壬  甲  甲  丁 

申  辰  子  卯 

此命似乎同於書聖的八字相差不大 是透干會支的清純印綬格 此命只是時干

多了一個丁火傷官 哪知道就是這個傷官改變了格局 由原來的印格變成了傷官

吐秀格 既然是吐秀格 就不宜年干有壬水遙合丁火 如此則丁火不能盡力吐秀

也。故命主只有初中文化 一生最大的成就 就是在他生活的小山村成了個蠻不

的老篾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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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丙火日元生於辰月 透出癸水正官 同時又透出乙木印星 官與印相生 而

乙木印星又能制住辰中戊土 神 使其不得克官 這樣的兩干 透就是一種有情

的表現。例如某男命  

印  財  日  官 

乙  庚  丙  癸 

未  辰  午  巳 

然官印 透 不利庚 財星合住乙木印星 然乙木坐下有根 庚 不能將其

完全合掉 但印星還是不能發揮它應有的力 這樣便大大 低了格局。故命主

只是個國營小企業的經理 官不上品 財不稱富。 

還有一個男命  

  比  日  官 

戊  丙  丙  癸 

戌  辰  寅  巳 

透官星但不透印星 辰戌一沖 便暗中損壞了癸水在辰中的根氣 破了官格。本

來破了官星 還可以構成傷官 印格 無奈大運是寅木印星的死絕之地 所以貴

氣盡失啦。命主自參加工作起 一直 公車 連班組 沒有當過。 

再如甲木生於丑月 透出辛 官星 或者地支巳 丑會成官局 並透出己土財星

來生官 這樣的兩干 透與地支會合 也是有情的表現。 

原文 何謂無情 逆而相背者是也。如壬生未月 透己為官 而地支會亥卯以成

傷官之局 是透官與會支  合而無情者也。又如甲生辰月 透戊為財 又或透

壬癸以為印 透癸則戊癸作合 財印兩失 透壬則財印兩傷 又以貪財壞印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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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干並透 合而無情也。又如甲生 戌月 透辛為官 而又透丁以傷官 月支又

會寅會午以成傷官之局 是兩干並透 與會支合而無情也。 

解讀 怎樣才是會合無情呢 就是所會之局與所透之干相逆者即是。所謂“相

逆” 就是善用神受克 惡用神得生。 

比如壬水日元生於未月 未中透出己土官星 地支有亥卯未三合傷官局 這樣便

破了官格。像這樣得會合就是無情的。例如某女命  

劫  官  日  傷 

癸  己  壬  乙 

卯  未  子  巳 

本系官格 只因卯未一合 便破了官格。時支又有巳火生未土官星 則官星不能

被傷盡 如此則也不能構成其他格局。所以命主讀書不成 工作不成 學藝也不

成 婚姻一團糟 最後成了“三 小姐”。 

又如甲木日元生於辰月 透出戊土財星 又透出壬癸浮水印星 這樣呢 壬癸水

就會遭到戊土財星的克壞 結果是財與印 失去了。這種兩干 透的組合就是一

種無情的表現。 

再如甲木生於戌月 戌中透出辛 官星 但又透出丁火傷官。地支又是寅午戌三

合傷官局 如此則破了官格 這樣的組合也是無情的。 

原文 又有有情而卒成無情者 何也 如甲生辰月 逢壬為印 而又逢丙 印綬

本喜泄身為秀 似成格矣  而火能生土 似又助辰中之戊 印格不清 是必壬

干透而支又會申會子 則透丙亦無所礙。又有甲生辰月 透壬為印 不 丙而

支逢戌位 戌與辰沖 二者為月沖 而土動 幹 之壬 通月令 印格不成 是

皆有情而卒無情 富而不貴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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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讀 還有這種情況 有的八字組合先有情而後又變得無情 是怎 回事呢 例

如甲木日元生於辰月 透壬浮水印星 又透丙火 神 印旺身強本來是喜歡 神

泄身吐秀的 似乎已經成格 但是丙火生辰土 辰土之中的戊土就會克傷辰中的

癸水 壬水之根 使印格變得不清純 低了格局。因此呢 在這種印、

透的情況下 地支務必要有申子二字三合水局 再透丙火 神就沒有什 問 了。 

又如甲木日元生於辰月 透出壬浮水印星 然不透丙火 神 但只要地支有戌

土沖辰土 使土動而克壬水之根——癸水 印格即會遭到破壞 這些 是先有情

而後又 變得無情的現象 主人 富而不貴。為什 印格破了還有可能使人富呢

是因為壬浮水印星 壞 丙火 神還可以和月令財星構成 神生財嘛。下 三

個命例就是明證  

1)       戊辰  丙辰  甲寅  壬申。普通工人 中文化。 

2)       辛   壬辰  甲戌  乙亥。王小升 榜眼 四子登科。 

3)       壬戌  甲辰  甲辰  丙寅。王光日 官至給諫 富貴不巨。 

第一個例子因丙火生辰土 土旺則暗克其中的癸水 使印格不純 格局不 。故

命主一生平凡。 

第二個例子因沒有丙火 神 而有辛 官星 格成官印相生。故命主官場得意

四子皆貴。 

第三個例子 有戌土沖辰 但因辰土上有甲木制土護水 則壬浮水印星可用 丙

火也可以泄身吐秀 惜壬水無強根 格局不甚 故命主富貴不巨。 

原文 又有無情而終有情者 何也 如癸生辰月 透戊為官 又有會申會子以成

水局 透干與會支相克矣。然所克者乃是劫財 譬如月劫用官 何傷之有 又如

丙生辰月 透戊為 而又透壬為殺 是兩干並透 而相克也。然所克者乃是偏

官 譬如 神帶殺 殺逢 制 二者皆是美格 其局愈貴。是皆無情而終為有情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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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讀 又有看似無情 而最終又變得有情的情況 為何呢 比如癸水生於辰月

透出戊土官星 地支有申子辰三合水局 所透之干與所會之支相克 這看來是無

情的 但因所克的乃是劫財惡神 就不是無情了。正如月令是劫財的時候要用官

星制劫 這種克是有情的 對格局是沒有損害的。 

又如丙火日元生於辰月 透出戊土 神 以及壬水七殺 、殺兩干 透而又相

克。但是所克的乃是七殺惡神 譬如 神制殺格與殺邀 制格 在制殺 但二

格 是美格 殺兩停則大貴。這 是先無情而最終變得有情的現象。 

例如某男命  

比  殺  日   

丙  壬  丙  戊 

申  辰  辰  子 

月令中的 與殺 透 而且地支又是申子辰三合殺局 但因地支有兩個辰土 不

能盡數合化為水 如此則戊土 神有根 可以制殺 格成殺邀 制。命主中年經

商成功 財發數億。 

原文 如此之 不可勝數 即此為例 旁悟而已。 

解讀 似這樣的組合變化 不可勝數 這裏只能舉幾個例子來說明問 其

的 要 學習者自己舉一反三 觸 旁通了。 

五、論四吉神能破格 

原文 財官印 四吉神也 然用之不當 亦能破格。 

解讀 正、偏財 正、偏印 正官、 神 這是四個吉神 在取用定格時 要予

以保護性使用。然而 當它們數 太多或不在月令又沒有充當用神或喜神的角色

時 則往往也能破格 起到壞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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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如 神帶煞 透財為害 財能破格也 春木火旺 見官則忌 官能破格也

煞逢 制 透印無功 印能破格也 財旺生官 則 能破格也。 

解讀 比如 神制殺格 透財泄 生殺則為害 這是財星在起壞作用 木日元生

於寅卯月 八字火旺 此時一見正官則能形成傷官見官的破格局 這就是官星

在起壞作用 殺星當令 邀 神來制 此時透印奪 則破格 這是印星在起壞作

用 財旺生官格 透 神制官則破格 這是 神在起壞作用。 

原文 是故官用 破 印用財破。譬之用藥 參苓芪术 本屬良材 用之失宜

亦能害人。官忌 傷 財畏比劫 印懼財破 畏印奪 參合 綜 各極其妙。

弱者以生扶為喜 強者因生扶而反害 衰者以裁抑為忌 太旺者反以裁抑而得益。

吉凶喜忌 全在是否合於 要 不因名稱而有分別也。 

解讀 所以呢 在官星在起壞作用時 就要以 神來破它 印星在起壞作用時

就要以財星來克它。譬如治病用藥 人參、茯苓、 芪等藥 是對人 有補益

作用的良藥 但是如果使用不當 或是沒有對症下藥 或是用藥 過大 也是能

夠損壞身 的。正官忌怕 神傷官 財星忌怕比劫 印星忌怕財星 神忌怕梟

印 十神相互制約 相互協調 各盡其妙。弱者喜歡得到生扶 強者則因生扶而

受害 衰者忌怕克制 太旺者則因受克制而得益。八個字是吉是凶 是喜是忌

全在於是否符 合格局的 要 成格者 以忌論 破格者 以凶論 不要僅僅以

名稱來區別。 

六、論四凶神能成格 

原文 殺傷梟刃 四凶神也 然施之得宜 亦能成格。如印綬根輕 透殺為助

殺能成格也。財逢比劫 傷官可解 傷能成格也。 神帶殺 梟得用 梟能成

格也。財逢七殺 刃可解厄 刃能成格也。 

解讀 七殺 傷官 梟神 刃 這是四個凶神 在取用定格時 要予以控制性

使用。然而只要對他們使用得當 它們也能起到好得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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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印格 在印綬只有一個輕根的情況下 逢七殺來生印 即能構成殺印相生格

這就是殺星在起好作用 財格逢比劫則破格 但若有傷官化傷生財 財格便能得

到 救應 這便是傷官在起到成格的好作用 神制殺格 碰到梟神本來是破格

的 但只要梟神有力 則能棄 就殺而另立殺印相生格 這時的梟神就起到了成

格的好作 用 財格碰到七殺泄財 本是破格 但若有劫刃合住七殺便能救格

這是劫刃在起到成格的好作用。 

原文 是故財不忌傷 官不忌梟 煞不忌刃 如治國 槍大戟 本 美具 而施

之得宜 可以戡亂。 

解讀 所以啊 財星不怕傷官 正官不怕梟神 七殺不怕 刃 就如同治理國家

時所使用的 槍大戟 本來是“兵者 兇器也” 但只要使用得宜 也可以在平叛

治亂上 發揮好的作用。 

七、論用神成敗救應 

原文 用神專尋月令 以四柱 之 必有成敗。何謂成 如官逢財印 又無刑衝

破害 官格成也。財生官 旺 或財逢 生而身強帶比 或財格透印而位置妥貼

兩不相克 財格成也。印輕逢殺 或官印 全 或身印兩旺而用 傷洩氣 或印

多逢財而財透根輕 印格成 也。 神生財 或 帶殺而無財 棄 就殺而透印

格成也。身強七殺逢制 殺格成也。傷官生財 或傷官佩印而傷官旺 印有根

或傷官旺、身主弱而透殺印  或傷官帶殺而無財 傷官格成也。 刃透官殺而

財印 不見傷官 刃格成也。建祿月劫 透官而逢財印 透財而逢 傷 透

殺而遇制伏 建祿月劫之格成也。 

解讀 用神要專從月令尋取 然後 合四柱干支組成格局 這樣就必然會有成有

敗。怎樣才算是成格呢 沈氏將正八格介紹如下  

1)、正官格。此格要有財星與印星相 合 並且財與印還要互不相礙 官星也沒

有遭到刑衝破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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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財格。此格分為三個小格 一是財旺生官格 二是財逢 生格 三是財格

印。月令財旺 沒有 傷相生 無官星也貴 因為財旺自能生官嘛。若有比劫

克 財 逢官星制劫護財 這 是財旺生官格 月令財旺 有 傷相生 則喜日

元有根或帶比 則為財逢 生格 月令財旺 有 傷相生 並有印星扶身 而且

財印互不 相礙 則成財格 印。 

3)、 印格。也分為三個小格 一是殺印相生格 二是 神吐秀格 三是棄印就財

格。月令為印 有官殺來生印 格成官印相生或殺印相 生 月令印旺 身強有

根 無官殺財星而有 傷 格成 傷吐秀 印星多達兩個以上 即所謂“用神太

多”時 若財星有根 則放棄用印而改用財 成棄印就財格。 

4)、 神格。下 分三小格 一是 神生財格 二是 神制殺格 三是棄 就殺

格。 神當令 比劫 命局即使無財星 也主富貴  這叫“ 神有氣勝財官”

若有財星泄 也佳 均為 神生財格 若 神當令 不見財星與印星 只有官殺

與之相抗 格成 神制殺 此 神制殺格若透印化殺制 則格成棄 就殺。 

5)、 七殺格。沈氏在此之說一句話 “身強七殺逢制 殺格成也”。但是這一個“制”

字卻包涵了三種意思 一是殺逢印化 二是殺逢  制 三是殺逢劫合。殺星當

令 有印星化殺生身時 即是殺逢印化 與殺印相生格同論 七殺當令 無印而

有 傷制殺時 即是殺逢 制 格成殺邀 制 七殺當令 無印化或 制 只有

劫刃合殺時 格成殺逢劫合 也叫 刃合殺格。 

6)、傷官格。其下分四小格 一是傷官生財格 二是傷官 印格 三是傷官 殺

格 四是傷官棄官格。傷官當令 有財星泄傷 無官殺泄財 格成傷官生財 傷

官 當令 無財星泄傷 有印星制傷 格成傷官 印 傷官當令 無財無印 只

有官殺與之相抗 格成傷官 殺 也叫傷官喜官格 傷官當令 無財無印 只有

一 微弱 之官星與之相抗 格成傷官棄官格 傷盡官星 格成大貴。 

7)、 刃格。月令 刃 最喜有官殺制刃 並有財印相 無傷官擾局 則格成

刃 殺或 刃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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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建祿格。月令建祿 有官星 且有財印相 則與正官格同論 月令建祿

無官有殺 且有 神制殺 則格同殺邀 制 月令建祿 無官殺有財星 且有

傷生財 則與財逢 生格同論。 

注意 講格局就是講八字的組合 講命式的結構 勿 強調身強身弱等條件。因

為身強也好 身弱也好 只要八字組合好 格正局清 命主就會發福。相反

哪怕是身強財官旺 只要八字組合不佳 格破局損 便沒有好命。 

原文 何謂敗 官逢傷克刑沖 官格敗也 財輕比 財透七殺 財格敗也 印

輕逢財 或身強印 而透 殺 印格敗也 神逢梟 或生財 殺 神格敗也

七殺逢財無制 七殺格敗也 傷官 水而見官 或生財生帶殺 或佩印而傷輕

身旺 傷官格敗也 刃無官 殺 刃格敗也 建祿月劫 無財官 透殺印 建

祿月劫之格敗也。 

解讀 什 情況下算是破格呢 沈氏分格簡論如下  

官格 在逢到傷克刑沖而無救應時為破格 在官多或有殺混時無字清格也為破格  

財格 碰到強旺比劫或者逢七殺泄財的情況時為破格  

印格 獨印逢財星克壞 或者印星多達兩個以上而且日元有強根時為破格  

格 獨 逢梟神克奪 或 神生財而透殺泄財時為破格  

殺格 有財生而無 制或印化時為破格  

傷格 水傷官而見了官星 或傷官生財而帶殺 或傷官 印而身強印多 均

為破格  

刃格 沒有官殺即為破格  

祿格 沒有財官而透殺透印 即為破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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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 知 所謂破格 是指某一種格局不成立 並不表示所有格局 不成立。比

如官格被 神破了 但若能夠成立 神生財格 就叫“棄官就 格”。又比如

 刃格沒有官殺 然破了刃格 但只要有 傷或許就能構成 傷吐秀格 若

傷財星 沒有而有印星 就可以格成專旺格。其 諸格均可如此逐一推

求 只有格格 不成立時 才是不貧則夭的破格八字呢。 

原文 成中有敗 必是帶忌 敗中有成 全憑救應。何謂帶忌 如正官逢財而又

逢傷 透官而又逢合 財旺 生官而又逢傷逢合 印透 以洩氣 而又遇財

透殺以生印 而又透財 以去印存殺 神帶殺印而又逢財 七殺逢 制而又逢

印 傷官生財而財又逢合 佩印而 印又遭傷 透財而逢殺 是皆謂之帶忌也。 

解讀 成格之中又遭到破壞 必然是帶著忌神 敗格之中又獲得修復 這全憑有

字救應。什 是忌神呢 比如正官格有財生 已然成格 但又碰到傷官克官 這

傷官 啊 便是破格的忌神 正官即使不碰到傷官 但若碰到日元之外的其他字

將其合住 也是破格 這合住官星之字便是忌神 財旺生官格也是一樣 官星逢

傷逢合均為 破格 而傷官與合官之字便是忌神 印旺身強而以 神吐秀 卻又

透財克印 破了 神吐秀格 這財星就是忌神 殺印相生格而透財星壞印 去印

存殺 這財星就是 忌神 神制殺而逢梟印奪 或逢財星泄 生殺 這印這

便是破格之忌神 傷官生財格而財星被合或被劫 這合財劫財之字便是破格之

忌神 傷官 印格而印星 遭到損壞 傷官生財格而逢七殺泄財 這些 叫做帶

有忌神。 

細讀沈氏這段文字 就可以瞭解所謂“忌神”是何概念。《子平真詮》中的忌神

就是破格之字。在一般情況下 當四個善用神定格的時候 忌神就是損壞用神之

字 但用神多時則 當四個惡用神定格的時候 忌神就是損壞相神之字。 

現代流行命理的忌神則有兩層意思 一是八字中偏 成病之字 有人叫做病神

二是克損所謂“用神”之字。這與沈氏在上 所說的忌神粘不上邊。比如一位正官

當令 沈氏決不會先費神分析八字的旺衰強弱 他會不假思索地說 “傷官就是

忌神 無傷官則合沖刑害官星之字就是忌神。”而現代流行命理則要求先仔細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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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準確 八字的旺衰強弱的程度 如果是身弱 則常常直接取官星和財星為忌神

而取印星或比劫為用神 甚至取傷官為用神。如果是身強呢 則可能會取印星與

比劫為忌神 當然也有人會取傷官為忌神。不管取什 為用神、忌神 前提是

得要分析清楚八字的旺衰強弱程度不可。這種認定用神和忌神的方法實在是太

複 啦 一  兒 不規範 操作性不強 十個現代命師給一個八字取用神和忌

神 至少會有五種以上的答案。而傳統命師則不然 只要說是什 格 忌神的答

案就會是統一的 比 如正官格就是沈氏說的 一句話。 

想想 些沒有文化的瞎子命師吧 如果他們的算命方法不比我們“亮子”的更簡

單、更規範、更容易學習使用的話 他們早就沒有立足之地了。 

舉兩個成格有敗、敗格複成的命例吧。 

如劉澄如命  

官      日   印 

壬   己   丁   甲 

戌      丑   辰 

年干透官 月干透 官星受克而破了官格。但是還可以棄官就 也就是說官

格不成 何妨再取財格。財格有 又有印星 是可以成立的。所以命主仕路不

通財路通 經營綢緞有術 中年成了江浙 富。 

又如 立夫命  

財  梟  日   

庚  甲  丙  戊 

子  申  寅  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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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當令 本系財格 只因申子一合而化財為殺 破了財格。但七殺則因有寅木

印星化殺生身而構成殺印相生格 故命主以從事 命活動起家 官至中央組織

。 

原文 何謂救應 如官逢傷而透印以解之 殺而合殺以清之 刑沖而會合以解

之 財逢劫而透 以化之  生官以制之 逢殺而 神制殺以生財 或存財而合

殺 印逢財而劫財以解之 或合財而存印 逢梟而就殺以成格 或生財以護

殺逢 制 印來護殺 而逢財以 去印存 傷官生財透殺而殺逢合 刃用官

殺帶傷 而 印以護之 建祿月劫用官 遇傷而傷被合 用財帶殺而殺被合

是謂之救應也。 

解讀 當命局碰到忌神破格時 有時會遇到牽制忌神的字來救應格局 使格局破

而複成。比如正官碰到傷官破格 有印星克制傷官 便可解傷官破格之危。正官

格碰 到官多或七殺來混官時 若有字能去掉七殺及多 的官星 便是官格破而

複成。官格若逢刑沖時 有字能合住刑沖 這也可以救應官格。例如下 幾個命

造  

傷  印  日  官 

戊  甲  丁  壬 

午  子    寅 

此命一位壬水官星獨透 既有戊土傷官 又有子午相沖 本為破格。好在月干甲

木緊克戊土 解了傷官克官之危。時支寅木遙合午火 解了子午之沖 官格得到

了救應 故命主大貴無匹 成了清朝的 正皇帝。 

官  印  日  印 

癸  甲  丙  甲 

巳  子  申  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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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命也是一位官星獨透 只是無寅、未等字解子午之沖 官格破而無救。故命主

只是個普通農民 36歲 婚後 至今還沒 找第二任老婆呢。 

財  官  日  殺 

癸  乙  戊  甲 

卯  丑  寅  寅 

地支有兩個寅木七殺 一個卯木正官 官殺混 而破格。 然丑寅相合 丑中己、

辛、癸與寅中甲、丙、戊相合 可以合去一個殺星 但還剩下一個寅木殺星啊  

官殺混 的毛病還是沒有清 破格仍然不能修復。日元全 寅中一 丙火來化

殺生身 可惜大運又是一片北方水地 丙火的作用豈不成了聾子的耳朵嗎 所以

這個 命主打小就 目失明 以在街邊給人算命討生活。 

財格呢 碰到劫財就會破格 但若又遇到 傷化泄比劫而生財 或者遇到官星制

住比劫使其不能劫財 這樣就會保住財格不破。財格碰到七殺泄財也是破格 再

遇 傷制殺或 傷合殺便是救應。例如這樣的命造  

梟  比  日  傷 

壬  甲  甲  丁 

寅  辰  戌  卯 

辰土財星當令 本系財格 只因寅卯辰三會比劫局 便破了財格。時干 然有傷

官 但不能直接化泄比劫而生財 格中之病便無字清 。儘管命主行南方火運

身強 財旺 因破格未能修復 命主便無法跟財神爺親熱 終日在 洞洞的煤窯

裏爬進爬出 好不容易在 30多歲時取上了老婆 可是沒幾年老婆就另擇 枝

走啦。 

又如某女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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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  財  日  官 

庚  己  乙  庚 

寅  丑  卯  辰 

根據“有官先論官 無官方論用”的取格原則 我們先看官格能否成立。 先 八

字有兩個庚 官星 多則不貴 加之逢官看印 命局無印 則官格就很 成立了。 

再看財格 月令財星受年支寅木劫財之克 本為破格 喜有官星當 將寅木制住

破格得到了救應。財格成立 富出人 。命主之父為大 行家 命主一生 衣玉

富貴悠悠。 

再看某男命  

財  劫  日  比 

丙  癸  壬  壬 

辰  巳  辰  寅 

月令偏財透於年干 遭癸水一劫 無字救應 破了財格。加之巳火又生年支辰土

為財生七殺 而且年支七殺並無制化 這樣便既破了財格 也破了殺格 任何格

局 不能成立。故命主早年喪父 中年喪妻 一生孤貧。 

印格倘若被財星克壞 即為破格 這時只要有比劫制財護印 或者有字合住財星

就能保住印格。例如  

比  官  日   

丁  壬  丁  己 

  寅  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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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寅木獨印為用定格 不宜 財星貼身直克寅木 財星壞印 年干丁火本可救

應 誰料被壬水一合 丁火貪合忘克 財星便克壞了命局唯一的印星 印格

大破。命主自幼 目失明 一生 在 暗中摸索著過 貧苦而沒有色彩的日子。 

再如李家訓命  

財  傷  日  財 

庚  戊  丁  庚 

申  寅  未  子 

此命也是以寅木獨印為用定格 然有申 財星沖克寅木 好在時支有子水與申

遙合 印星便有了救應。更有大運先是木運幫印 後是火運制 護木 晚年申

運尚能合子為水而生木 正所謂好命不如好運也。故命主屢立戰功 壬午運中即

已官升軍 。甲申運中再升為 軍副總司令。 

神格碰到梟神即為破格 但如果有殺星生梟印呢 則可以棄 就殺 以殺印格

論。還有 神逢梟而遇到財星制梟護 便還是以 神格論。 

例如某男命  

梟  官  日  財 

己  丙  辛  甲 

丑  子  丑  午 

月令一位子水 神 被丑土梟神克奪 破了 神格。喜月干有丙火官星 並在時

支有根 又有甲木相生 可以棄 就官 格成官印相生。當然 也可以先看官格

是否 成立 只要官格成立 就應當以官格論命。命主為一家建築公司經理 小

富小貴。之所以不能大富大貴的原因 是命局財星無根 大運為官星死絕之地。 

另如某男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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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  日  梟 

癸  甲  辛  己 

丑  子  丑  丑 

此命看似一位子水 神已被丑土梟神克奪殆盡 破了 神格。孰知癸水自以其坐

下丑土為根 有自己獨立之根氣 子水 神被奪 而癸水 神仍在。或者說 看

似只 有一位 神的命局 實 上有兩位 神 用神多了反而喜有字能清 多

之字 故丑土克子水正好是清格呢。印多而有財星制印護 格成 神吐秀 故

命主聰明過 人 考時為廣東省理科狀元 後獲得美國加州大學博士學位 現

為世界經濟策劃師。 

月令七殺邀 神來制 也是美格。但碰到梟神奪 則破格 逢財星制梟護 便是

救應。還有就是 殺邀 制格若逢財星泄 生殺 也是破格。 

例如某女命  

比  梟  日   

甲  壬  甲  丙 

寅  申  辰  寅 

提綱為殺 既有壬印化殺 又有丙 制殺 制與化兩立 沒有財星制梟護 破

格。即使歲運出現財星來制梟 也會遭到命局甲木比劫的回克而達不到目的。格

破無救 便 好命 命主讀書、工作均不成 過三次婚後 便索性過上了專職

暗娼的生涯。 

又如海瑞命  

梟  殺  日   

癸  辛  乙  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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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巳  亥 

僅就命局而言 也是七殺逢 制與印化的兩立局 是個破格。早運無字救格

故命主幼年喪父 家計艱 。己未運財星制梟護 格破複成 命主中舉。接著

任教喻 當知縣。戊午財運也佳 清正有名。丁巳丙辰運 梟交戰 命主因罵皇

帝老兒迷信巫術 並得罪了不少貪官 遂屢遭打擊 中 有十六年不得 用。這

在命理上 主要就是制化兩立、巳亥相沖的緣故啊。晚年逢木運泄水生木 格局

又得救應 命主被起用為右儉 禦使 成了家喻戶曉的“海 天”。 

傷官生財格 逢七殺泄財即破格 再遇 傷制殺或某字合殺則為得救應。例如某

男命  

劫  財  日  殺 

己  癸  戊  甲 

    子  寅 

傷官為用神 有癸水財星泄傷官 本可構成傷官生財格。孰知時柱七殺泄財

既無字制之 又無字合之 七殺處於無制的狀態 這便破了傷官生財格。殺 無

制 終身有損之命。命主天生 腿殘廢 不能站立 家境又差 其處境可想而知。 

另如某男命  

劫  傷  日  殺 

癸  乙  壬  戊 

巳  卯  申  申 

這是筆者一位同事的命造 曾先後讓幾位專職命師看過。他們 是現代流行命理

的 手。他們一致認為此命是傷官 印的貴格。其中有的說八字傷官弱 命主在

前  走北方水運時當學業、事業 豐收 而有的又說傷官旺 命主應該在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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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 運時弄個師 旅 幹幹。可是實 情況卻不然。命主識字很少 在某企業上

了十幾年的 班後 在外做小生意。中 某些年 然發了一 小財 但最後還是

兩手空空。現在人過半百 也沒有 婚也 了 家沒有家 人不像人 稀裏糊

塗 過一天算一天。 

這個八字的破格之處在哪裡呢 在癸水 卯木傷官生巳火財星 本可構成傷官生

財格 就因癸水 在巳火 上作威作福 歲運又一直沒有字能將癸水去掉 使破

格得到修復 所以不怕命主會折 到 來還是窮光蛋兒一個。 

我們再看辮帥張勳之命  

財  殺  日  劫 

甲  丙  庚  辛 

寅  子  申  巳 

子水傷官為用 生甲木財星 但是甲木又生丙火七殺 則破了傷官生財格。好在

七殺有辛 合住 可以構成以劫合殺格 武貴之命。命主在南方運中任江南提督

後任江蘇巡撫兼兩江總督 盛極一時。並曾于丁巳年帶三千辮子兵擁立廢帝復

辟 主導了一場復辟十二天的 劇。 

刃格有官殺為用神 卻有傷官破了官星或將七殺制過了 這時若有印星克制

傷官 便是救應。刃格用 傷生財而遇七殺泄財破格 再逢某字合住七殺 也是

救應。例如某女命  

梟  劫  日   

戊  辛  庚  壬 

子    申  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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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令 刃 沒有用神 本當取時支午火官星為用神 因壬水蓋 子水遙沖 破

了官格。只有棄官就 另立 神吐秀格。可惜年干梟神一屁股坐在子水 上

秀氣 便無從吐泄 這種命格即使不以破論 也當以格低論。實 命主是個普通

教師 無職無權 連丈夫也沒有 天 行空 獨往獨來。 

我們還看兩個命  

1) 財    日  官 

   己  丁  乙  庚 

   未  卯  亥  辰 

  

2) 劫    日  官 

   甲  丁  乙  庚 

   辰  卯  亥  辰 

兩命極為相似 是建祿用官的格局 也 有丁火 神來破格。區別在於 第一

個命有己土財星泄 生官 格 破而得到了救應 故命主 九州為進士出身 職

任中 央國子正和刪正官 一生為官清廉 為學精深 成了與朱熹對峙的理學大

家。這就是既有 神吐秀 又有官星作用的好處啊 第二個命則因為無財泄 生

官 便破了 官格 故命主多謀不遂 一事無成 年逾不惑 還不知道自己的老

婆是啥樣呢。 

原文 八字妙用 全在成敗救應 其中權輕權 甚是活潑。學者從此留心 能

于萬變之中融以一理 則於命之一道 其庶幾乎  

解讀 八字用神的妙用 全在成敗救應 不僅要權衡它的輕 和可用不可用 還

要仔細審視格局或成或敗 方法是相當 活的。這裏所說的只是一些最基本的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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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學者要從這裏入手 多注意用神的變化 要能於格局的千變萬化之中 將

命理融會貫通於每一個命式 尚能把格局的成敗救應 弄清楚了 則於命學一

道 差不多就 要登堂入室啦。 

沈氏在本文的最後再次強調了格局的 要性 認為只有學會看格局的成敗救應

了 才算是在命理學上真正的上道了。 

八、論用神因成得敗因敗得成 

原文 八字之中 變化不一 遂分成敗 而成敗之中 又變化不測 遂有因成得

敗 因敗得成之奇。 

解讀 八字格局的變化是相當複 的 有成格破格之分 而成格破格之中又有變

化 有的成而複破 有的則破而複成。 

命理入 的最大 就是掌握格局的變化。別看是入 的東西 許多人學習命

理多年還一直在身強身弱的蹺蹺板上晃蕩 並不知道真正意義上的格局 更不知

道格 局是如何變化的。這也 怪啊 古代的命學經典如《淵海子平》、《三命

通會》和《神峰通考》等 然 花很多篇幅來介紹格局 但對取用定格的具

方法 介紹的太過簡略了 至於格局的變化則更少論及。任 樵對《滴天 》的

注解也未能忠實原文 在講格局時更是稀 得緊。 是百年 遇的天才 誰也

無法光憑讀這幾本書就能弄通命理。只有《子平真詮》 相對這幾本書而言 論

格最精細 說理最透徹 是古代子平命理書籍中最標準的讀本。現代流行的命理

書籍呢 則因為連用神、忌神的概念 沒弄清楚 所以 不拿正眼瞧格局 少數

講 格局的人也沒把格局解 清楚。也 怪呀 像徐樂吾這樣的 級命學大

師 尚且曲解了《子平真詮》的許多 要概念 我們又怎能奢望一般的命理學者

不把用神和格局看走眼呢  

原文 是故化傷為財 格之成也 然辛生亥月 透丁為用 卯未會財 乃以 殺

因成得敗矣。印用七殺 格之成也 然癸生申月 秋 略帶財以損太過

逢殺則殺印忌財 因成得敗也。如此之 不可勝數 皆因成得敗之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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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讀 化傷官為財 便成就了財格 但是辛 日元生於亥月 透出丁火七殺 本

是傷官 殺格 若地支逢卯未二字與亥字三合為財 然將亥水傷官化成了財星

是好事 可是財星又生丁火七殺 使七殺無制 則為破格 這是成格又變為破格

的現象。 

以印化殺 即成殺印相生格 但是癸水日元生於申月 如果 多 就是用神太多

要八字略帶財星克制過多之印星 構成棄印就財格 倘若逢七殺來泄財生印 便

是破了格局 這是成格又變成破格的現象。 

似這樣的變化 是很多的 是成格又變為破格的例子。 

原文 官印逢傷 格之敗也 然辛生戊戌月 年丙時壬 壬不能越戊克丙 而反

能泄身為秀 是因敗得成矣。殺刃逢 格之敗也 然庚生 月 年丙月丁 時

上逢壬 則 神合官留殺 而官殺不 殺刃局清 是因敗得成矣。如此之

亦不可勝數 皆因敗得成之例也。 

解讀 官印格碰到傷官克官 即是破格 但是辛 日元生於戊戌月 年干是丙火

正官 時干是壬水傷官 壬水不能越過戊土去克丙火 這樣的壬水就反而能泄身

吐秀 這是破格又變為成格的組合。如命造 丙午  戊戌  辛   壬辰。 

刃逢殺制而遭到 神制殺 是破格 但是庚 日元生於 月 年干為丙火七殺

月干為丁火正官 時柱逢壬水 神 丁壬一合 是合去官星而留下殺星 反而去

了官殺混 的毛病 刃 殺 格正局清 這是破格又變為成格的組合。如命

造 丙申  丁   庚寅  壬午。 

像這樣的組合變化 也是多不勝數的 是破格又變為成格的例子。 

原文 其 奇奇怪怪 變幼無窮 惟以理權衡之 在觀理 因時運化 由他奇

奇怪怪 自有一種至當不易之論。觀命者毋眩而無主、執而不化也。 

解讀 成格變破 破格變成 因成得敗 因敗得成 這其 奇奇怪怪 變化無窮

例子多的舉也舉不完。我們只有掌握變化的根本法則 明白其中的道理 具 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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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具 分析 任由它千變萬化 奇形怪狀 自有一種根本法則是不變的。學習推

命的人不要被千奇百怪的現象所迷惑 而喪失了自己的主見 抱著死教條不放

執泥而不知變通哦。 

九、論生克先後分吉凶 

原文 月令用神 以四柱 固有每字之生克以分吉凶 然有同此生克 而先後

之 遂分吉凶者 尤談命之奧也。 

解讀 月令為用神 四柱干支 合以成格。 然每個字 以生克論吉凶 然而即

使是同樣生克的八個字 也會因其先後的位置不同而導致吉凶結果的不同 這就

是八字的組合問 其實也就是格局的問 。這正是論命的精奧所在啊。 

這裏借用徐老師傅所舉的兩個命例來議論一番。 

1)       丙戌  壬辰  丙申  丙申  

2)       丙戌  丙申  丙申  壬辰。 

前一個是徐樂吾自己的命造 後一個是他一位親戚的命造。兩個命造是同樣的八

個字 可是徐樂吾活了 64歲 而他的親戚卻在年輕時就夭折天年啦。什 原因

呢  徐樂吾說他的命因為生於清明節後一天 辰中的乙木還有 氣 可以生扶

日元丙火 所以就壽超花甲了。要是出生於清明節十二日後 時是辰土用事 就

是辰土當 令值班的意思 恐怕我們就不知道世上有徐樂吾這個人了。他親戚

的八字因為生於立秋後的七月 乙木已然凋枯 不能生扶日元 所以就早早地走

人了。 

筆者認為 徐老師傅對他自己的命 分析得蠻有道理。辰中乙木當令 加之申辰

拱水 乙木是可以化殺的 因此後來他在乙木大運中從事公職。至於他 位親戚

的 命 他的分析恐怕就不是正宗的子平大法了。因為他親戚短壽的原因 不是

乙木無氣 不能生扶日元 而是財格逢七殺泄財 成了財生七殺趕身衰的夭折之

命 這正是前文沈氏所說的“財逢時殺”而破格的八字啊 假設此命年柱不是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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戌 而是丙子 申子辰三合殺局 日元無根 就會構成從殺格 命主也就不

會早赴 泉。 例如某 老 的八字 壬辰  戊申  丙申  丙申。在壬子大運中

因三合殺局而成格 命主財運猛發 富出一方。這個命不也是乙木無氣嗎 怎

就不像他短命的親戚呢 問 的 還是格局的成敗 低 而不是乙木是否有

氣、日元有無生扶。 

原文 如正官同是財傷並透 而先後有殊。假如甲用 官 丁先戊後 後則以財

為解傷 即不能貴 後運必有結局。若戊先而丁後時 則為官遇財生 而後因傷

破 即使上運稍 終無結局 子嗣亦 矣。 

解讀 即如正官格 同樣是財星與官星 透天干 但會因先後的位置不同而有區

別。例如甲木生於 月 丁火傷官透於年或月干 戊土財星則透于時干 以戊土

財星 化泄丁火傷官而解救官星 這樣的八字即使不貴 後運也必然是比較好的。

倘若戊土透於年或月干 而丙火透于時干 格局則為官遇財生 然後又因傷官而

破格。這樣的八字即使是早運比較好 晚運也沒有什 好結局 恐怕還沒有兒子

延續 火呢。 

八字的組合是 常微妙的 常常因一字之差 結果便相去十萬八千 。沈氏這裏

所說的只是一般常見的情況 在不少特殊情況下 即使是傷官在前而財星在後

也不能解傷官見官之危。傷官在後的也不一定就 是晚運糗而無子的。 

對沈氏這一段文字的注解 俺們徐老師傅的評注還是很好的 請讀者自行參 。 

原文 印格同是貪財壞印 而先後有殊。如甲用子印 己先癸後 即使不富 稍

晚境 若癸先而己在時 晚景亦悴矣。 

解讀 印格同樣是貪財壞印 但因財、印的位置不同而結果有異。比如甲木日元

生於子月 為印格。己土財星透於年或月干 癸浮水印星透于時干 先財後印

這樣的 命即使不富裕 晚運也會 利些的。如果癸水在年或月干 己土在時干

先印後財 命主的晚運就不妙了。這就是《四言獨步》所說的“先財後印

反成其福  先印後財 反成其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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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召南命  

殺  印  日  財 

癸  甲  丁  辛 

未  寅  巳  丑 

先印後財 兆示晚運不吉。印星為用 逢印看官 早運北方官旺之 命主聰明

出眾 記憶力 人 人號神童。26歲中舉後 歷任學使、庶起士、侍讀學士、

內 學士、禮 侍 。同時又是著名的經史學家。晚年走 運後 巳 丑會財局

破印格 受族兄牽連 被 職回 不久病死。 

又如《滴天 》中的某男命  

印  財  日  印 

辛  丙  癸  庚 

丑  申  巳  申 

看上去是先財後印 命主應該會大享晚福。其實沒有。因為用神印星太多 反而

要以財損印 是棄印就財格。所以 早運南方財地 命主祖業 豐 大享父母蔭

庀。一交癸巳運 癸水克丙火 巳申又合 破了棄印就財格 命主一敗如灰

成了乞丐。 

原文 神同是財梟並透 而先後有殊。如壬用甲 庚先丙後 晚運必亨 格

亦富而望貴。若丙先而庚在時 晚運必淡 富貴兩空矣。 

解讀 神格 同樣是財星與梟神 透 因其所在位置先後之不同而結果則異。

比如壬水日元生於寅月 神格 庚 梟神居於年或月干 丙火財星居於時干

梟先財後 這樣的八字晚運就好。假若丙火財星居於年或月干 而庚 梟神居於

時干 財先梟後 如此則晚運必差 言富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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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元命  

  財  日  梟 

甲  丙  壬  庚 

申  寅  申  子 

丙火財星在先 庚 梟神居後 似乎只是沈氏所說的 種“晚運必淡 富貴兩空”

的破命。可是 只因日、時支申子合水生寅木 時干梟神失去了申 之根 不能

奪 也。至於年支申 因為寅木之上有丙火庇蔭 申 不敢放肆 加之大運

東南 木火救應寅木 使申 終不能破格。所以命主少年得志 22歲中進士後

歷任學 政、侍 、巡撫、兩廣總督等 官 晚年升任 仁 大學士。一生著述

多 名 儒林。 

原文 七殺同是財 並透 而先後大殊。如己生卯月 癸先辛後 則為財以助用

而後殺用 制 不失大貴。若辛先而癸在時 則殺逢 制 而財轉 殺 特

不貴 後運蕭索 兼 永壽矣。 

解讀 七殺格 同樣是財星與 神 透 也會因各自位置的不同而使結果不同。

比如己土日元生於卯月 為七殺格。癸水財星居於年或月干 辛 神居於時干

財 先 後 這就形成了財生殺而殺遇 制的大貴之格。假若辛 神居於年或

月干 而癸水財星居於時干 先財後 則形成殺逢 制而再遇財星泄 生殺的

破格局 這樣的命不僅不貴 後運也必然蕭索 而且還壽命不 。 

例如下 三個命造  

1)       癸卯  乙卯  己巳  辛未  

2)       癸卯  乙卯  己巳  庚午  

3)       癸卯  乙卯  己卯  辛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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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命造相似得緊 是財先 後的大貴之格 然實 上卻只有其中的第二命貴

為巡撫  

第三命只是個七品芝 官 第一命則是個讓巡撫和芝 官 痛不已的江洋大

盜 四個八字幾乎完全相同 為什 富貴程度卻形同天壤呢 了 水、出身等

因素外 格局的成敗 低是 。 

第二命之所以大貴 原因在於八字的 看似殺邀 制格 其實由於庚 無根並

受坐下午火之克 形同虛設 並不能成立殺邀 制格。因有巳、午火聯手化泄卯

木七 殺 構成了殺印相生格。大運走北方財運時 然克印 好在印星有巳、

午兩個 財星是無法破格的。克去一個印星 反而使命局成了殺 印輕的大貴之

格。 

第三命之所以富貴不大 原因在於辛 神沒有強根 有殺 制輕之不足。所以

命主在北方水運中屈志芸窗 無聲無臭。等到兩 斑白時 大運才慢慢進入庚戌

神制殺的力度也才相應增加 命主終於做上了縣太爺。 

第一命之所以為匪為盜 原因在於大運逢財星壞印 破了格局。一般情況下 殺

邀 制格逢印化殺 則當以殺印格論。第一命就是這樣 有巳火化殺嘛 格取殺

印相生。運走北方水地 財來壞印 一個巳火很容易被財星克壞 故命主為 財

所困 幹起了剪徑行竊的勾當。 

原文 他如此 可以例推。然猶吉凶之易者也 至丙生甲寅月 年癸時戊 官

能生印 而不怕戊合 戊能泄身為秀 而不得越甲以合癸 大貴之格也。假使年

月戊癸而時甲 或年甲而月癸時戊 則戊無所 而合全癸 格大破矣。 

解讀 其他 似的八字 均可以參照上 所舉的命例來推斷。不過這些例子的吉

凶 是 而易見的 有的則更 一些。比如丙火日元生於甲寅月 年干是癸水正

官  時干是戊土傷官 官能生印 而不怕遠在時干的傷官來克 因為中 有甲

木 嘛。這時的戊土傷官既不能克官 反而能泄身吐秀 所以格成大貴。假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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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干是癸 水 月干是戊土 時干是甲木 戊土傷官就可以直接克傷癸水官

星了 格局也就大破特破了。 

這裏的官與傷 與前文的先財後印、先殺後 等是一個道理 也 只適應於一般

的情況。遇到特殊情況時 我們是不能照本宣科的。例如《神峰通考》上 袁應

的八字  

官  印  日   

癸  甲  丙  戊 

卯  寅  午  戌 

年官月印 時干為 神 完全符合沈氏所說的“大貴之格”。但是命主好不容易中

了個舉人之後 還沒有來得及細細品味富貴的滋味 就急忙忙去了 曹地府。為

啥 呢 因為癸水官星沒有根呀 又無財星生官 官格並不能成立。能夠成立的

格局只有 神吐秀格 所以在亥運甲戌年 梟神奪 奪走了他美好的未來。 

原文 丙生辛 年癸時己 傷因財 傷之無力 有小貴。假如癸己並而中

無辛 格盡破矣。 

解讀 丙火日元生於辛 月 年干是癸水官星 時干是己土傷官 因為有辛 財

星 己土傷官便不能克倒年干官星 多只會稍微損傷一 官星 這樣的八

字也有小貴的主。假如癸水與己土的中 沒有辛 己土可以直接克癸水

就會使格局大破了。 

有這樣一個男命  

官  財  日  官 

癸  辛  丙  癸 

卯    寅  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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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字財、官、印 有 並無傷官破格 而且身強財旺 按道理不當官也要發財。

可是命主已經四十多歲了 到現在一直還沒有弄出個什 聲來。天天 在市場

上 無聞地買賣小菜 日子過得也像小菜一樣平常。 

這個身財兩停的八字 咱就不發大財呢 原因還是在格局。因為財格在無比劫克

財的情況下 見官則破格。官格呢 又因為癸水無根而 以成立。這個八字還能

構成什 格局呢 沒有了 其他任何格局 不能成立了。好在破格還不是特別嚴

命主還能過上平常日子。 

再看一個男命  

傷  官  日  財 

己  癸  丙  辛 

未    戌  卯 

此命正好是沈氏所說的“癸己並而中無辛 格盡破矣” 然而命主的事業卻 同

尋常。這是為何 是沈氏 了嗎 不是。是大運救應了格局。 

原命局傷官克官 破了官格 這是沒 的。早運壬申 無字救應官格 命主出身

貧賤 15歲就 身出外謀生。不久即加入共產 專 從事地下破壞活動。傷

官見官嘛 不幹 坐牢殺 的活兒就對不住命啦。 

辛未運 辛 泄己土而生癸水 所謂“傷官見官 逢財可解”啊 格局破而複成。

命主如蛟 得水 屢任要職。庚午運也是一樣的道理 命主由全國總工會調研室

主任之職 升任中央某 研究所書記 正廳級 家 父老引以為榮。 

入己巳運 沒有財星救格了 命局又還原到了傷官見官的破格狀態 正當命主如

日中天的時候 卻突患惡疾而亡 年僅 45歲 命該如此 道不是嗎  

原文 辛生申月 年壬月戊 時上丙官 不愁 戊之壬 格亦許貴。假使年丙月

壬而時戊 或年戊月丙而時壬 則壬能克丙 無望其貴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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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讀 辛 日元生於申月 年干為壬水傷官 月干為戊土印星 時干為丙火官星。

這個官星就不愁年干的壬水來克 因為中 有戊土擋著呢 這樣的組合就是貴格。 

假若年干是丙火官星 月干是壬水傷官 時干是戊土印星 或者年干是戊土 月

干是丙火 時干是壬水 這時傷官就很容易克傷官星 使格局遭到破壞 命主不

能得 到富貴。 

如某女命  

  印  日  官 

壬  己  庚  丁 

子    申  亥 

丁火官星無根 不來是個棄官就 的 神吐秀格。若行水運棄盡官星 命主定當

成為影視大腕。可惜啊 大運一入丁未 丁壬合而 神不能吐秀 官有根而遭壬

水回克 格局盡破。命主 考落榜 工作不成 只好去 吧唱小曲。丙午運也不

能救格 自然就不會有好事。命主與男友 分手後 憤然一脫 赤條條地演上了

色情片。報 是不 啊 但她自己也怕見熟人。這個 水傷官 怎 也不喜官星

呢 因為官星破格呀。 

原文 如此之 不可勝數 其中吉凶似 猝喻。然細思其故 理甚 然 特

為淺者道耳。 

解讀 因位置先後的不同而影 格局成敗 低的命例 是很多很多的。其中的吉

凶是言喻不盡的。但是細想其中成敗的原因 道理是很 而易見的 就是很 跟

初學者一下子講清楚。 

是啊 不管學什 東西 基本的 是比較教條的 也是比較容易把握的 而 深

一 的東西就總是比較 活的。當嶽 讀過許多兵書、打過許多勝仗之後 總結

用兵經 說 “運用之妙 存乎一心。”這“一心”者 就是沈氏所說的“特 為淺

者道”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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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論用神格局 低 

原文 八字既有用神 必有格局 有格局必有 低 財官印 殺傷劫刃 何格無

貴 何格無賤 由極貴而至極賤 萬有不 其變千狀 豈可言傳 然其理之大

綱 亦在有情、有力無力之 而已。 

解讀 八字既然有用神 也就必然有格局 有格局則必然就有成敗 低之分。

財、官、印、 、殺、傷、劫、刃這八格 本身沒有 低之分 只要喜忌 合的

好 每一格就 是貴格美格。倘若格局破了 即便是官格財格 也會使人貧賤多

災。由大富大貴的好八字 到極貧極賤的爛八字 共有 52萬 種組合 其形式千

奇百怪 不可能一一說盡。但是其中的變化是有條理可循的 最基本的、最 要

兩條就是 有情 有力。有情是指八字十神的 合 有力是指八字 五行的力 。

先要八字 合有情 成格成局 次要用、相、喜神得根有力 如此則為上格之命

富貴福壽俱全。命格中有一字不足 現實中必有相應的一處缺 。 

原文 如正官佩印 不如透財 而四柱帶傷 反推佩印。故甲透 官 透丁合壬

是謂合傷存官 遂成貴格 以其有情也。財忌比劫 而與殺作合 劫反為用。故

甲生辰月 透戊成格 遇乙為劫 逢庚為殺 二者相合 皆得其用 遂成貴格

亦以其有情也。 

解讀 比如正官 印格 在四柱沒有傷官的情況下 還不如透財生官 則貴氣更

大。如果四柱帶有傷官 則又不如 印 先以去格中之病為 嘛。所以 甲木日

元生於 月 透出丁火傷官破格 逢壬水將其合住 便可以保住官格 這樣的組

合就是有情的組合。 

又如財格 逢比劫則破格。但若在七殺泄財的 情況下 逢劫合殺 使殺不泄財

這時的劫財反而救了財格。所以 甲木日元生於辰月 透出戊土則為財格 若再

透出乙木劫財或庚 七殺 是破格。可是如果乙木 與庚 透 乙庚一合 劫

不能奪財 殺也不能泄財 兩樣壞東西 成了救應格局的好東西 這樣的組合也

是有情的組合啊。 

例如 以 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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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  財  日  財 

丁  己  甲  戊 

巳    子  辰 

甲木生於 月 為正官格 有丁火傷官本破格 喜丁火被己土財星貼身化泄而生

官 巳火則與 作合 失去了傷官的本性 這樣便保住了官格。如此組合就是有

情的組合啊 因此命主舉人出身 官任武昌知府多年 清廉有名。 

原文 身強殺 而 神又旺 如乙生 月 辛 透 丁火剛 秋木盛 三者皆備

極等之貴 以其有力也。官強財透 身逢祿刃 如丙生子月 癸水透 庚

而坐寅午 三者皆均 遂成大貴 亦以其有力也。 

解讀 日元有 根 七殺有力 神也強 這 樣的八字就是一種極貴的組合。

如乙木日元生於 月 透出辛 七殺 丁火與乙木 有強根 就是極等貴氣之命

因為殺、 、身三者均有力啊。官星、財星旺強  日元又有祿刃為根 也是一

種極貴的組合。如丙火日元生於子月 癸水官星透出 庚 財星 幹 日元自坐

寅或午 財、官、身三者均有力 就成了大貴之格。 

讀過這段文字 可能會覺得沈氏也強調身強身 弱這個條件。如果我們真這樣認

為 就還是沒有讀懂《子平真詮》的本義。縱觀該書全文 每十句話起碼就有

七、八句是在說格局 說到身強身弱的話總共也不過 就 幾句話而已。何況

他講的身強身弱 並 如現代流行命理所講的 樣 是取“用神”的前提條件。他

所講的身強身弱與取用神毫不相干  

當然哪 沈氏這段話也並不完全正確。大 的命例可以證明 殺兩停與財官兩

旺的八字 即使日元並無強根 命主也有可能會大富大貴的。筆者 手就找出了

十個日元沒有強根 但卻富貴 凡的命造  

1)       清朝名相曾國藩 辛未  己亥  丙辰  己亥  

2)       安徽省 調元 丙戌  己亥  丙子  壬辰  

3)       兵 尚書盧象升 庚子  庚辰  丁未  辛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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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火柴大王劉 生 戊子  丙辰  丙辰  戊子  

5)       農商尚書唐文治 乙丑  丁亥  丁未  辛亥  

6)       海軍總 林建章 甲戌  丙子  丁未  辛亥  

7)       元朝丞相脫  脫 壬辰  甲辰  丙戌  戊戌  

8)       大理 汪櫟園 癸未  甲子  丙戌  壬辰  

9)       河南巡撫王子春 庚子  己丑  丁亥  癸卯  

10)    財政總 楊士清 辛   辛丑  丁亥  甲辰。 

原文 又有有情而兼有力 有力而兼有情者。如甲用 官 壬合丁以清官 而壬

水根深 是有情而兼有力者也。乙用 煞 辛逢丁制 而辛之祿即丁之 生 同

根月令 是有力而兼有情者也。是皆格之最 者也。 

解讀 還有某些成格之字是有情而兼有力的 有的則是有力而兼有情的。比如甲

木日元生於 月 用神是正官 有丁火傷官來破格 逢壬水合住丁火來救官 若

是壬水有強根 就是既有情而兼有力的啊。 

又如乙木日元生於 月 辛殺為用神 透丁火 神制殺為相神 後有專論相神

文 得以成格。這裏辛 在 是建祿 丁火在 是 生 屬於有力而兼有情的

組合 這 是格局中最 的一種。 

沈氏在這裏說 格局的 低不僅要看八字的組 合是否有情 還要看八字是否有

根有力。如果破格之字無力 破格的程度就很輕 也容易在歲運中獲得修復。

當然 救應之字也要有力 否則自 不暇 豈能援 手他人 倘若破格之字有力

猶如強敵扼喉 時 會有生死大災 不必論其他的好壞了。只有既有情又有力

的組合 才是最理想的組合。 

此外 這裏還有一個 有爭議的問 即 丁火在 月 生 是有力還是無力

沈氏在這裏似乎持肯定的態度。因此 我們 要回 他在“論 生死”一章中的

原話 他說 “……但 生有力 而 生不甚有力 然也不弱。若是逢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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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 有根 而 無用。蓋 大 小 得兼 不能兼 自然之理也。”意

即 干的 生 要比 干的 生更有力。如果是坐庫 干則以坐庫通根論

而 干則以無用論。原因就是 大 小 強 弱 這是自然規律嘛。這就是說

丁火在 沒有丙火在寅的力  大 但也不是毫無力 只是力 很小而已。小

到什 程度呢 古人 沒有詳細說明。筆者想啊 本來 生就是比喻事物剛剛產

生 如嫩芽 似嬰兒 然有生氣  但其力 是微不足道的。 生就像是身

很棒的嬰兒 生則像是身 很弱的嬰兒 沒有什 大的力 但 干總

要比 干強有力一些。 

我們看下 三個命造  

1)       山西省 山 癸未  辛   乙   丁亥  

2)       保 公司某女工 丙申  丁   乙   己卯  

3)       被處極刑某男犯 辛丑  丁   乙亥  甲申。 

以上三個命造清一色 是殺邀 制格 而且又 是乙木日元 辛 七殺 丁火

神 且 

有殺 制輕的毛病 大運 是南方火地。為什 三個命主的實 命運大不相同

呢 原因在於丁火制殺的力度各有輕 不同。 

山的命年支有未 是丁火的 刃 盲人命師均持此說 加之亥未拱木

相比而言 丁火之力最強。故坐擁一地 視天下。 

某女工之命時支有卯 但遭到 沖克 丁火的力 不如 命。故不富不貴 平

常。 

某男犯的命呢 地支既沒有寅卯木 也沒有火的根氣 因此丁火制殺之力是最弱

的。故求生無路 凶死法場。 

據此三命可知 僅僅光 丁火在 生來制殺 其力是極其微弱的 是無力制殺

的。丁火要制殺 還要有自己的根氣 祿刃最佳 氣墓庫次之 總要能夠立足

方可言及制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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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論用神格局 低 

原文 如甲用 官 透丁逢癸 癸克不如壬合 是有情而 情之至。乙逢 逢殺

透丁以制 而或殺強而丁稍弱 丁旺而殺不昂 又或辛丁並旺而乙根不甚深 是

有力而 力之全 格之 而次者也。 

解讀 比如甲木日元生於 月 屬於正官格 透出丁火傷官則破格 但若透出癸

水制丁火 則可以救護官格。不過 以癸水克丁火還不如以壬水合丁火 因為丁

壬合有化木的意思 化忌為喜是最好的。以癸水克丁火 然也是有情的組合 但

還是不如以壬水合丁火更有情。 

乙木生於 月 透出丁火 神來制殺成格。但若是殺太強而 太弱 或者 太強

而殺太弱 又或者 殺並旺而日元無強根 這些 是 有力但又力 不夠的現

象 屬於次 一 的格局。 

原文 至如印用七殺 本為貴格 而身強印旺 透殺孤貧 蓋 身旺不勞印生

印旺何勞殺助 偏之又偏 以其無情也。傷官佩印 本秀而貴 而身主甚旺 傷

官甚淺 印又太 不貴不秀 蓋欲助身則身強 制傷則傷淺 要此 印何用

是亦無情也。又如殺強 旺而身無根 身強比 而財無氣 或夭或貧 以其無力

也。是皆格之低而無用者也。 

解讀 至於印格 有七殺來生印 本是殺印相生的貴格 但如果身強印旺 透殺

則主人孤貧 因為身強則不勞印生 印旺又何 殺助 身強印旺已是偏 失衡

再逢殺來生印不就是偏上加偏了嗎 這就是無情的組合啊。 

傷官 印 本來是貴格。但如果日元太旺 傷官太弱 如此則既不貴也不秀氣了

原因就是印星如果生身則身已旺強 勿 再生 以印制傷官吧 傷官又已經很弱

了 勿 再制。要這樣的印星還有什 用呢 這就屬於無情的組合啊。 

又如七殺與 神 或旺或強 但是日元無根 或者是身強比劫 而財星無根氣

身旺無依 這樣的命就會早夭或貧窮 原因是相、喜神無力所導致的。 似這樣

的八字就是格局很低而用神無用的組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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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氏在這裏將格局大致分為三種 八字組合既有情又有力的是上格 八字組合有

情但力度不夠的為中格 八字組合無情的為下格。 

原文 然其中 低之故 變化甚微 或一字而有千 之力 或半字而敗全局之美

時觀理 以擬議 此特大略而已。 

解讀 格局由成變破 由破變成 由 變低 由低變 其變化是很細微的 常

常是某一個字有千 之力 能使破格複成 或者因某半個字而破盡全局 這些變

化的細則是說不完的 很 詳細說清楚或擬定幾條死規則 我們只能從基本原理

上把握它 這裏所說的也只能是個大概罷了。 

下 舉兩個格局變化的命例  

1)       比  官  日  官 

甲  辛  甲  辛 

午  未  申  未 

2)       比  官  日  印 

甲  辛  甲  癸 

午  未  申   

          4歲  14歲  24歲 34歲  44歲 54歲 

大運 壬申  癸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這兩個命造哪個要更好一些呢 如果按現在流行的命理觀 來看 這兩個命 是

日元無根 不能擔財官的窮命。如果從殺 行水運就會倒大 生於 時的

命 然多了一個癸浮水印星 但是日元無根 又豈能受生 走水運也是不會好的。 

但是如果按子平格局來看 甲木生於未月 屬於財格。若有官星 則當以財旺生

官格論。未月的特性在於 未中不僅有己土財星 還有丁火傷官 辛 官星坐於

其上 則會暗受丁火之克 從而破壞官格。可是命 局有兩個官星則不要緊 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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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一個還會留下一個 反而有清格的妙處。這種格局一旦成立 命主就會當官發

財 而且多半會是手掌財經大權的官兒。 

第一命兩個辛 官星均坐於未土之上 官格是成立不了啦。從官吧 未中有丁火

克官 棄官吧 未中有己土生官 什 格 以成立啊。所以命主只有 中文化

是個農民 有時候當當 下的農 工。官星為男 命的子女 受丁火克則有損子

之兆。丙子運戊寅年 寅午合火 丙火透出克辛 當年有喪子之痛。 

第二個呢 只因時支多了一個 官星 未中丁火是傷不了它的 所以官格就成

立啦。大運一路無傷官破格 故命主一生 遂無災 讀書優秀 大學畢業後一直

任職於政府 手握一方財政大權。最近十 年的財運也相當不 自稱每年有十

幾萬元的進賬呢。 

  

十一、論用神 氣候得失  

原文 論命惟以月令用神為主 然亦 氣候而互參之。譬如英 豪傑 生得其

時 自然事半功倍 遭時不 有奇才 成功不易。 

解讀 推命啊 要以月令為主 但是也還要 合參考氣候的寒暖燥濕。譬如英

豪傑 生逢其時 幹起事業來就會事半功倍 若是生不逢時 然文勝孔孟 武

賽 張 要想成功是異常困 的。 

注意 沈氏先強調 “論命唯以月令用神為主” 然後才說“ 合氣候而互參

之”。並 如現代流行命理所說的有什 “調候用神” 沈氏在這裏說的 合氣

候 壓根兒就沒有用神的意思 否則就不會先說“論命惟以月令用神為主”。 

再說啊 沈氏這裏說調候 然還沒有現代流行命理說的 要 但已經有 過

分誇大調候的 要性了。其實 大 的實 命例告訴我們 八字調候固然有一定

的作用 但其作用還是遠不能與格局相比的。不信讓我們看看以下十個命例  

1)       辛丑  己亥  甲辰  壬申。異路恩封 妻賢子孝。 

2)       戊辰  癸亥  甲子  乙亥。進士出身 官至府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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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辛亥  庚子  甲辰  乙亥。功名特達 官任禦使。 

4)       癸丑  甲子  辛丑  己丑。廣東省理科狀元 世界經濟策劃師。 

5)       戊辰  癸亥  辛丑  己亥。廣東督軍 柄昆。 

6)       癸   癸亥  庚子  庚辰。行武出身 官至少將。 

7)       乙   戊子  甲申  乙丑。湖廣總兵劉 翔。 

8)       戊申  甲子  乙丑  庚辰。父子宰相楊慎。 

9)       壬辰  癸丑  甲辰  己丑。大 行家 子冬。 

10)    庚申  戊子  甲辰  壬申。“虎 少保 天下第一”武術家孫祿堂。 

上列十命 均屬生於嚴冬而無火調候的八字。但是命主 是很有成就之人。對此

有些人 會認為 這些八字 然沒有火調候 但是大運有火也是一樣啊。然而

其中的第四、第六、第十命 是在還沒有走火運的時候就已經揚名立萬了。再

說火既然是調 候用神 就不能遭克吧 可是上 的八字走火運時不 遭克嗎

用神遭克還能大發富貴嗎 克掉了的火還能調候嗎 很 然 這種解 是站不住

腳的。 

不管所有的命理書籍上說調候怎 要 但是這十個命例告訴我們 只要格正局

清 大運不悖 即使沒有調候之字 對命主的富貴程度也不會有多大影 。 

當然 氣候還是要注意的。氣候在決定八字五 行的旺衰程度時還是有一定影

的。比如寅月就怕水 因為初春寒氣猶濃 水 就會熄滅寅中的丙火 如果用

神是丙火 則會破格。比如這個八字 癸亥甲寅甲子 乙亥。寅中的用神丙火就

因水 而熄滅 故命主幼患精神病不愈。戌月呢 就不怕火 比如蔣介石的命

丁亥庚戌己巳庚午。庚 傷官為用 丁火印星為相 格成 傷官 印。儘管八字

有巳、午、丁三火 還有一個戌土火庫 但還是火力不足 行丙午大運逢丙寅年

補足火力 命主一躍沖天 貴為北伐軍總司令。其他還有二月 土死 不受火生

未月不怕水 丑月不怕火 等等 是氣候影 八字五行的證明。古人取用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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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 要 月令呢 其中一條原因就是當令之物比較有生氣啊。只 不過我們不

必格外在調候的“調”字上動腦筋而已。 

十一、論用神 氣候得失 

原文 是以印綬遇官 此謂官印 全 無人不貴。而冬木逢水 透官星 亦

必貴 蓋 寒而水益凍 凍水不能生木 其理然也。身印兩旺 透 則貴 凡印

格皆然。而用之冬木 尤為秀氣 以冬木逢火 不惟可以泄身 而即可以調候也。 

解讀 所以啊 印綬格遇到官星 謂之官印  全 官生印而印生身 是無人不

貴的。但如果木日元生於亥子月 這樣的印綬格 然遇到官星 也必然 以發貴

為什 呢 因為冬天水冷 寒 凍水不能生木 所 以浮水印不能化殺生身 這

是自然之理。必 要有調候之物 使 溫水暖 才能生生不已。而身強印旺的八

字 要透出 神 火 來調候才貴 只要是印格無不如此。 而冬天的印格就會

更 秀氣 因為冬天裏的木碰到火 不僅可以泄身吐秀 而且還可以調節氣候啊。 

說凍水不生木 這絕 只有沈氏一個人 幾乎 所有的古今命書 作如是說。

然而 筆者在上 所舉的十個命例中 偏偏就有不少是凍水生了木的 幸好還有

任 樵說“寒之至者勿 火來調候” 這多少可以為筆者壯一壯膽 否則筆者就有

故唱反調之嫌啦。不過 筆者對任 樵的話還是想不通 他所說的“寒之至者”

的意思就是沒有一 火調候的八字 倘若八字有一 火的 呢 就應該不屬於“寒

之至者”了吧 可是既然有了一 火調候 還 要再來火調候嗎  

原文 傷官見官 為禍百端 而 水見之 反為秀氣。 官之不畏夫傷 而調候

為急 權而用之也。傷官帶殺 時可用 而用之冬 其秀百倍。 

解讀 凡是傷官格 一般是不能見官星的 見 了叫做“傷官見官 為禍百端”

但是 水傷官見了官星就好 反而能增添秀氣。這不是官星不怕傷官 而是因為

官星是火 可以調節氣候啊。 寒水冷 急 火來 調候 哪怕傷官會克它 也

要拿它來調候嘛。至於傷官格帶七殺 叫“傷官 殺格” 時可以成格 而如果

是 水傷官格帶七殺 則更是增添了百倍的秀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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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初 筆者讀到此段文字 又見其他命書上也 說“ 水傷官喜見官” 便以為

只要是 水傷官就 喜見官星 誰知在實踐當中差 沒遭人罵 通過大 實踐

才發現只要格正局清 有無調候之字 一樣 該大貴的大貴 當大富的大富 調

了候的與沒調候的並沒有什 特別的不同。相反 如果格局破了 即使有調候之

字也照樣倒楣。哪怕是 水傷官 見了官星也不免禍患 百出。下 幾個命例就

可以說明這一  

1)某女命  

殺  傷  日  官 

丁  壬  辛  丙 

丑  子  巳  申 

大運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此命是《神峰通考》上 的例子。書中說她秀 無比 人稱賽楊妃。年十八 嫁

給士人為妻子。婚後只一年 丈夫就病亡了。從此便淫穢不堪 以至身敗名裂

無所依託 自縊而死。 

這個女子怎 會這 糗呢 不是 水傷官嗎  不是有火調候嗎 後 的大運不

是喜見的官星嗎 原因就在於這個八字構不成任何格局 傷官生財格嗎 有官

殺破格。傷官 印格嗎 丑土是稀泥一堆 無力制傷。 傷官 殺格嗎 巳申一

合 殺星無根。傷官棄官格嗎 大運一路木火助官星 棄之不盡。丙辛化水格嗎

大運一路木火 又豈能化水 看來看去 無一格可成。這樣 的八字 命主不倒

大 就沒有命理可言了。 

2) 某男命  

財  官  日   

乙  丁  庚  壬 

亥  亥  子  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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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運 丙戌  乙   甲申  癸未  壬午  辛巳  

地支疊疊傷官 本可構成傷官棄官格或傷官 殺格 只因年干有乙木財星生 

官 此二格並不能成立。傷官 印格呢 自然也不成立 因為午火中的一

己土早已被子水沖乾淨了。因此 儘管是 水傷官 儘管有火調候 見了

官星還是不妙。命主是個嚴 的癲癇病患者 動輒倒地抽筋 人事不省。不

發病的時候就幹農活 貧苦不堪。 

3)       尹繼善命  

比  印  日  印 

辛  己  辛  己 

巳  亥  巳  亥 

大運 戊戌  丁   丙申  乙未  甲午  癸巳 

這也是 水傷官的命格 但是卻喜見官星。其父是大學士 命主自己也是科甲出

身 南方官運中貴為兩江總督 權傾朝 。為什 他這個 水就喜見官星呢 原

因就是天干上有兩個己土印星 構成了傷官 印格。既然相神是印星 官星

就是喜神 走官運生旺印星 當然就會大貴了。所以此命不是貴在 水傷官有火

調候 而是貴在格正局清 大運又無字壞格。 

4)       廣西巡撫熊學 命 丁巳  壬子  辛巳  丁  

5)       殺人死囚王某人命 壬子  壬子  辛巳  丁 。 

兩個命造 了年柱有異之外 其 三柱一字不差。熊命年柱多了一個巳火 也就

是多了一個戊土印星 巳中藏戊 這樣就構成了傷官 印的貴格 加之大運為

戌、己、戊 印星透出制傷官 故命主學而優則仕 官至巡撫。 

王命則只有日支一個巳火 大運又與熊命相反 寅運則寅巳相穿 戊土印星遭到

暗克 故命主學業不遂。而且財星壞印 提示會因 財或女色而招災。流年逢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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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寅巳申三刑 巳申合水 印星被徹底破壞 命主於該年沖冠一怒為紅 惹

下了殺人命案 嘎然終止了將將 出的生命列車。 

比較是 治糊塗的良藥。通過對上 幾個命例的對比分析 我們就能得出這樣的

結論 調候的作用並不是 常 要的 至少還沒有 要到可以作為“調候用神”

的地步。最 要的還是格局的 低成敗。凡是傷官格 只有當印星為相神時 才

喜見官星 即使是 水傷官也不例外。 

原文 傷官佩印 時可用 而用之夏木 其秀百倍 火濟水 水濟火也。傷官

用財 本為貴格 而用之冬水 即使小富 亦多不貴 凍水不能生木也。傷官用

財 即為秀氣 而用之夏木 貴而不甚秀 燥土不甚 秀也。 

解讀 傷官逢印 時 可以取用定格 但若是木日元生於夏天 火月 的傷官

格 有水作印星則秀氣更大。因為水火既濟 還有調候的作用啊。 

傷官格逢財星 本是貴氣的格局 但若是 日元生於冬天 水月 的傷官格 就

不會有什 貴氣了 多也就是個小富的命。為什 呢 因為凍水不能生木 財

星形同虛設啊。 

傷官格逢財星 本是秀氣之格 但若是木日元生於夏天的傷官格 就是貴而不

太秀氣的命了 為什 呢 因為夏天的土屬於燥土 燥土不生萬物 所以 貴而

不秀。 

沈氏的意思是說 在所有傷官格裏只有木火傷官格的秀氣最大。其實 這很 與

其他傷官格進行對比。因為這“秀氣”二字就跟“美 ”二字一樣 是一種很 統一

的感覺。有人看到林 的美臉蛋 訝得連下巴 快“哇”掉 而有的人則只會

說“一般般嘛”。 

至於他說 水傷官生財格 因為凍水不生木 所以 樣的命 不會當大官。這話

我看有 兒 不住。因為富貴程度的大小 取決於格局的成敗 低 而不在於有

無調候之字。不信我們就再看三個命例  

1)       某男命 戊子  甲子  辛卯  辛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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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某男命 壬子  辛亥  辛卯  辛卯  

3)       某女命 己亥  丙子  辛卯  辛卯。 

這三個命造均屬於 水傷官生財的格局 區別是兩個男命無火調候 而女命則有

丙火調候。按說凍水不生木 男命就要比女命差一些。然而現實卻剛好相反 第

一個男命讀書出眾 學業有成 事業 遂。己巳大運乙亥流年 亥水沖去調候的

巳火 命主官升廳級。 

第二個男命是《滴天 》一書上的命例 任 樵說命主“讀書過目成誦 早年入

泮。甲寅拔貢出任縣宰 乙卯運仕路 遂 丙辰詿誤 至戌年明土克水而歿。”

看看 前 無火調候的大運 命主是一帆 一到有丙火調候的時候了 反而

中箭落 連老命 賠進去了。 

第三個女命呢 無學業 無工作 中年沒有了 丈夫 窮得連 也沒有吃的了。

別看她有個丙火調候 壞事就壞在這個丙火上呢 第一個男命有個虛浮的戊土印

星破格 被甲木一克 去印得印 故能讀書有成 當 官發財。這個女命有個虛

浮的己土印星 不但沒有財星將其去 反而有丙火相生 用之不能 去之不掉

己土與丙火 成了破格的冤家 所以命主才失去了官印所 代表的一切東西。倘

若沒有這個調候的丙火 命主該多好啊  

由此可見。 水傷官是不一定喜見官星的。再 說啊 水傷官喜見官之說 在

理論上與井欄叉格還存在著矛盾。《淵海子平》、《三命通會》與《神峰通考》

等古典命書上 明文規定 “庚日時逢潤下 忌壬癸 巳午之方” “忌北方傷官

南方官運也”。其意即為 庚 日元逢申子辰三合水局的八字 叫井欄叉格。這

種命格不利見官星 行官運。這不是與 水傷官喜見官 之說相互矛盾嗎 道

井欄叉格就不 要調候了嗎  

倘若井欄叉格見了官星又會怎樣呢 沈氏在《子平真詮·論 格》一文中說道 “有

井欄成格者……若 透丙丁 有巳午 以現有財官 而無待於沖 乃 井欄之格

也”。這就是說 水傷官一旦見了官星 則不再以井欄格論。從破了井欄格的

角度來說 水傷官就不 喜見官 當然 破了井欄格 還可能會構成傷官 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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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這時的 水傷官就喜歡見官星了。只不過其他的木火傷官、土 傷官、水木

傷官等 就 喜見官星了。 

十一、論用神 氣候得失  

原文 春木逢火 則為木為通明 而夏木不作此論 秋 遇 水 則為 水相涵

而冬 不作此論。氣有衰旺 取用不同也。春木逢火 木火通明 不利見官 而

秋 遇水 水相涵 見官無礙。假如庚生申月 而支中或子或 辰 會成水局

天干透丁 以為官星 只要壬癸不透 幹 便為貴格 與 神傷官喜見官之說

同論 亦調候之道也。 

解讀 木日元生於寅卯月 辰月則 會木局 有火泄木 則成木火通明格。但

是 生於夏天 巳午月 的木則不作此論 因為 是木火 傷格  

日元生於申 月 戌月則 會 局 有水泄 則成 水相涵格 而 日元

生於亥子月則不作此論 因為 是 水 傷格  

月令是季節 主宰八字五行的旺衰 所以取用定格要根據月令的不同而取捨。同

樣是木多木旺用火泄身吐秀的八字 木當令則是木火通明格 火當令則是木火傷

官格 這就是根據月氣旺衰而取用定格的法則。 

木日元生於寅卯月的木火通明格 是不利見到官星的 見之則破格 但是 日元

生於申 月的 水相涵格 見到官星就無妨 與 水傷官喜見官同論。 

假如庚 日元生於申月 地支會子會辰成水局 天干透丁火官星 只要沒有壬癸

水透干克此丁火 便是貴格 與 水傷官喜見官同論。這也是調候的方法啊。 

沈氏在此通過木火通明格不可見官星的命理 來進一步強調調候的 要性。

我們不妨再看看木火通明格是否不可見官星。 

1)       禮 尚書董其昌 己卯  丙寅  乙卯  庚辰  

2)       明朝宰相   貴 甲申  丙寅  甲辰  丙寅  

3)       事業有成 老師 甲午  丙寅  乙巳  庚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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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尚書之命支會木局 干透丙火 單從命局上看已構成木火通明格。但是大運逆

行 全是丙火的死絕之地 自然就不能木火通明了。好在命局時柱有庚 官星

更妙丙火傷官有己土財星化泄 官星的坐下又有辰土相生 官星可以立足。壬戌

大運 財旺生 官 命主 中進士 官任庶起士。辛 運官得強根 殺來則有丙

合清格 命主大得 遇 官至禮 尚書。同時 命局中的丙火傷官也在吐秀 他

在從政之 還精研 畫技 成了明代著名的畫家之一。 

相爺之命也是木火通明 而且中年行火運 果然燒得紅透了半邊天。沈氏說這

種命格是不能見官星的 可是他的命局就有一個申 殺星 17歲逢辛丑年 正

是官星透出之時 命主不僅無災無 反而中了舉人。26歲 逢庚戌年 殺星透

出 命主又 中進士。從此官場得意 權傾當朝 並獲“賢相”之譽。 爺之所以

大貴 與董尚書的命理一樣 八字中官星處在可去可用之 。當 傷官旺強時去

掉官星 即可成木火通明格 當財官旺強時即可起用官星 構成傷官 殺格或傷

官喜官格。比如南宋權臣史彌遠之命 甲申  丙寅  乙卯  辛巳。屬於假傷官

殺格。命主進士出身 官至丞相 先後在兩朝獨攬朝政。 

老師為女性 僅就命局而言格局並不 。因為木火通明格最宜木 火輕 再逢

歲運補起火來 方能大 貴氣 像 貴之命就是如此。此命寅午一合而化火 當

令的寅木 已經變成了一根木炭 這種木火通明格就沒有什 貴氣了。別看傷官

很旺 又見庚 官星 就說命主會 婚哦 因為她這個官星也處於可去可用的狀

態 不怕傷官見 官的。早運北方水地 官星無氣 也不能格成標準的木火通明

格 命主學業中等 在 下小學任教二十 年 事業平凡。晚年入西方 運 扶

起官星 格成傷官喜官 命主辦幼稚園起家 紅紅火火 遠近聞名 現在已有幾

所分校了。婚姻呢 至今還沒有任何 婚的跡象。 

原文 神 逢正印 亦謂奪 而夏木火盛 輕用之亦秀而貴 與木火傷官喜

見水同論 亦調候之謂也。此 甚多 不能悉述 在學者引伸觸 神而明之而

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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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讀 神格不僅碰到偏印才叫奪 就是遇到正印也會奪 的。但若木日元生

於巳午月 火力很大 稍微用一 印星不僅不會奪 還會使人秀而且貴 與木

火傷官喜見水同論 這也是調候嘛。 

像這一 的格局比較多 不能一一表述。學習命理的人要根據這些原理去舉一反

三 觸 旁通 不斷 悟其中的道理才行。 

筆者在前 以實例論述過 水傷官不一定喜見官星、不一定要火調候的道理 在

本章結束之前 我們再看看木火傷官是否要水調候。 

某男命  

  印  日   

丙  癸  甲  丙 

午  巳  寅  寅 

這正是夏木火盛的八字 有一 癸水調候 按 沈氏說是“輕用之亦秀而貴”。可

是命主卻是個盲眼乞丐 既不秀 也不貴 想做平常人 不夠格。問 在哪呢

在格局的成敗 低上。癸浮水印星虛浮無根 不能構 成傷官 印格。命局無財

也不能構成傷官生財格。從兒有印 也不能構成從兒格。什 格 不成立 還有

好命嗎 命書上說“丙火熬幹癸水 目朦瞳”。不就是 對這樣的八字說的嗎

如果沒有 個虛浮的癸浮水印星 命主起碼不會瞎眼。 

如果印星有根 能夠成傷官 印格 結果就會不一樣啦。請看  

1)       禮 尚書 彥 庚申  壬午  乙亥  壬午  

2)       北大教授劉師培 甲申  庚午  乙巳  丁亥  

3)       軍總 吳光新 壬午  丙午  甲申  甲子  

4)       司法總 徐  謙 壬申  丙午  甲午  甲戌  

這四個八字因為印星有根 構成了漂亮的傷官 印格 所以個個文章 繡 名成

利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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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 然 這幾個八字的印星 是既有根 又有官殺相生的 不是“輕用” 而是“

用” 所起到的作用絕 僅僅是調候 而是有力地制約了傷官 擔起了相神的

要 職責。幾個八字相比而言 只有劉師培的亥浮水印星力 最輕 也正因為這

一 他的貴氣也相對最小 沒有什 實權。可見 既然用了印星 就要 用

而不可輕用啊。 

還是 句話 調候並不是很 要的 要的是格局。如果調候之字無宜格局 則

只會給命主帶來不幸。當調候之字為成格之相神時 則不惜 用。輕用則只會

低格局。 

十二、論相神要緊 

原文 月令既得用神 則別位亦必有相 若君之有相 輔者是也。如官逢財生

則官為用 財為相 財旺生官 則財為用 官為相 殺逢 制 則殺為用 為

相。然此乃一定之法 通變之妙。要而言之 凡全局之格 賴此一字而成者

均謂之相也。 

解讀 既然從月令確定了用神 在別的位置就必然還有相神 正如皇帝有輔

佐他的宰相一樣。 

比如月令是官星 逢財來生 則官為用神 財 為相神 當月令是財 有官可生

時 則財為用神 官為相神 月令是七殺 邀 神來制 則殺是用神 神是相

神。當然 這些 是死法 不適應變化了的格局。要 說什 是相神呢 簡單

說 就是整個命局全 某一字以成格者 這個字就是相神。 

於相神這一概念 為《子平真詮》獨家所有 在別的命學書籍上是找不到的。

一般的命書均將相神與喜神混為一談。比如徐樂吾老師傅就在注 相神時說 “相

神又名喜神”。但是細讀《子平真詮》中有 相神與喜神的章節 就很容易發現

徐老師傅對相神的注解是 誤的。 

沈氏在《子平真詮·論行運》一章裏指出 “何為喜 命中所喜之神 我得而助之

者是也。如官用印以制傷 而運助印 財生官而身輕 而運助身……” 意即正官

用神 格 以印綬 相神 制傷官 忌神 救格 而大運碰到生助印星的官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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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官殺即是喜神 財格生官 財為用神 官為相神 但是日元無根 歲運 碰到

印比助身 這印比就是喜神 請參 筆者《論喜神》一文 。看 用神、相神與

喜神不是一樣一樣 分得很清楚嗎 相神是相神 喜神是喜神 二者並 一物啊。 

原文 傷用甚於傷身 傷相甚於傷用。如甲用 官 透丁逢壬 則合傷存官以成

格者 全賴壬之相 戊用子財 透甲並己 則合殺存財以成格者 全賴己之相

乙用 殺 年丁月癸 時上逢戊 則合去癸印以使丁得制殺者 全賴戊之相。 

解讀 對於相神的 要性 沈氏進一步強調說 損傷用神勝過損傷日元 而損傷

相神呢 則勝過損傷用神。注意 這種比用神還要 要的相神 在現代流行命理

書籍中是絕對不存在的。 

例如甲木日元生於 月 以 官星為用神 透出丁火傷官來破格 碰到壬水也

透出來合住丁火 從而保住了正官格得以成立 這裏全 壬水的救格之功啊 這

壬水就是相神  

戊土日元生於子月 子水財星為用神 透出甲木七殺來破格 但逢己土合住甲木

這樣就保住財格不被七殺破壞 叫“合殺存財”。這裏全 己土救格 所以這己土

就是相神  

乙木生於 月 為殺格。年干透丁火 神 月干透癸水梟神來奪 破格 時干上

透出戊土來合住癸水 使丁火 神能夠制殺成格 這戊土就是八字得以成格的相

神。 

原文 癸生亥月 透丙為財 財逢月劫 而卯未來會 則化水為木而轉劫以生財

者 全賴於卯未之相。庚生申月 透癸洩氣 不通月令而 氣不甚 子辰會局

則化 為水而成 水相涵者 全賴於子辰之相。如此之 皆相神之緊要也。 

解讀 癸水生於亥月 透出丙火財星 則會遭到月令比劫之克而破格 但若地支

有卯未二字 則亥卯未三合木局 將亥水比劫化成了 傷轉而生財 構成了 傷

生財格。使財格得以成立的 因素 就是卯未二字 因此這卯未 其實是卯字

二字就是相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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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 日元生於申月 透出癸水洩氣吐秀 但若這癸水不通月令則不太 秀

只有地支申子辰會水局 將申 比劫化為 傷 格成 水相涵 這子辰二字便是

八字賴以成格的相神。 

似這樣的情況 可以看出相神的 要性之所在。 

讀完這一段文字 就可以知道相神 然只是沈氏一人所講 但相神並不是可有可

無的古怪玩意兒 而是八字賴以成格的不可或缺的 東西。其 要性勝過用

神  

是啊 任何一種組織 是圍繞著某種利益而建立的 並且還要有承擔主要責任

的組織者。如果我們將格局看成是八字形成的某種組織 這個組織就是圍繞

用神而建立的 而格局的主要組織者就是相神。因此 沈氏才說 “傷用甚於傷

身 傷相甚於傷用。” 

相神既然是格局的主要組織者 了 格局 相神則 得不再 要。因

為現代流行命理 是不 格局的 所以也就不提這相神二字。可是 《淵海子平》

也好 《三命通會》也好 《神峰通考》或《子平 真詮》也好 這些書中所占

篇幅最多的內容是什 呢 就是格局 古人無不以格局定富貴 推成敗 論生

死 看心性 舍格局則無從論命。《四言獨步》云 “月為 提綱 論格推詳”

《五言獨步》云 “格中如去病 財祿喜相 ” 《捷 千 》云 “入格以貴

而推 不入格以貧而斷” 《寶法》云 “凡看子平之數 取 格不定 十有九差”。 

只有知道了格局的 要性 才會知道相神的 要性。 

原文 相神無破 貴格已成 相神相傷 立敗其格。如甲用 官 透丁逢癸印

制傷以護官矣 而又逢戊 癸合戊而不制丁 癸水之相傷矣 丁用 財 透癸逢

己 制殺以生財矣 而又透甲 己合甲而不制癸 己土之相傷矣。是皆有情而

化無情 有用而成無用之格也。 

解讀 只要相神無傷而有力 比然就是好格 相神無力或受傷 則格局必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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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甲木日元生於 月 用神是官星 透出丁火傷官要破格 逢癸水透出制丁火

即為救格 但若是再透出戊土合住癸水 則癸水不制丁火 相神受了傷 故仍以

破格論  

丁火日元生於 月 用神是財 透癸水七殺則破格 逢己土 神透出制癸水 這

己土就是相神 為救格之字。但若是再遇甲木透出合住己土 則己土相神不能制

癸水 即以破格論  

這些 是先有情然後又變得無情 先有用神然後又變得沒有用神的破格八字。 

例如下 兩個女命  

財  印  日  傷 

己  癸  甲  丁 

丑    寅  卯 

丑一合 官多為殺。逢殺看印 有癸浮水印星 為相神本可成格 孰知己土將

癸水一克 便破了殺印格。幸好時干還有丁火傷官可以制殺成格 然丁火不能

直接制殺 又有己土泄傷生殺 但還可以勉強成格 只 是格局不 而已。乙亥

大運 亥卯合而透乙木直克己土 放癸水 克奪丁火 形成了制化兩立的破格

局 。如此則七殺處於無制的危 狀態 卯木因合而動沖  觸怒官殺便來

攻身 命主於該年壬辰月 壬水以兩個亥水為根合丁火 遭歹徒先奸後殺 棄屍

道旁。這就是先有情 然後又變得無情的命格組合。 

  比  日  比 

辛  己  己  己 

未  亥  卯  巳 

月令是亥水 本系財格 因亥卯未三合 化財 格為殺格 這是由有情變得無情

的組合。好在年干有辛 神居 臨下制住眾殺 正所謂“一夫當 萬夫莫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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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八字又組成了殺邀 制的美格。故命主溫柔優 善於吹簫 深得明帝寵

愛 被封為賢妃。這是八字又由無情變成了有情的組合。 

原文 凡八字排定 必有一種議論 一種作用 一種棄取 地換形 以虛擬

學命者其可忽諸  

解讀 每一個命造 是八字的一種組合方 式 將其按 分格則必有一種理論。

格局是否成立 用神是否可用 當取當棄 必 根據每一個具 的命式作具 分

析 按八字的結構取用定格 不可 意取捨。要 能做到取用準確 定格無誤

就 要我們每一個命理學者熟悉取用定格的基本規則 多看實例 多想問 要

將命學當作一 深的學問和技術來 研 不可兒戲。 

十四、論時說拘泥格局 

原文 八字用神專憑月令 月無用神 始尋格局。月令 本也 外格 未也。今

人不知輕 拘泥格局 執假失真。 

解讀 八字的用神 專在月令上尋求 只有在 月令沒有用神時 才於別的

干支另尋用神成格。注意哦 這裏說的格局僅指外格 月令用神 是本家自有的

如樹之根本 所以叫內格 月令之外的用神是向外 借取的 如樹之枝葉 所以

叫外格。現在的人啊 不知道本末輕 內外真假 不緊緊抓住月令提綱這個八

字的總纜繩 拿枝葉當根本 拿假的當真的。不管月令有無用神 總喜歡在月令

之外尋取格局 這種拘泥格局的做法是不對的。 

原文 故戊生甲寅之月 時上庚申 不以為明殺有制 而以為專 之格 逢甲減

福  

解讀 因此 戊土日元生於甲寅月 時柱為庚申 這本是明 的殺邀 制格 但

有些人卻拿它當專 格看 認為碰到甲木就是減福。格格推詳 以殺為 怎

能置殺不論呢  

原文 丙生子月 時逢巳祿 不以為正官之格 歸祿幫身 而以為日祿歸時 逢

官破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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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讀 丙火生於子月 時支為巳 這本是正常不過的正官格 可有些人硬要說這

是日祿歸時格 認為碰到官星便是破格。子水官星當令 又怎能視而不見另取他

格呢  

原文 辛日透丙 時遇戊子 不以為辛日得官逢印 而以為朝 之格 因丙無成  

解讀 辛 的日元 天干見有丙火官星透出 時柱為戊子 這本是官印格。但是

有的人卻不作官印格看 而將其視作朝 格 見了官星則作破格論 真是有 可

笑啊。 

原文 財逢時殺 不以為生殺攻身 而以為時上偏官  

解讀 財格碰到時干透七殺 為財生以殺趕身 衰的破格八字 而有的人卻以為

是時上偏官格。《喜忌篇》裏說 “若乃時逢七殺 見之未必為凶 月制幹強

七殺反為權印。”意即時干為七殺不一定就凶 只要 月干有 神制之 徐樂吾解

干強即是身強 有違本義。因為 了 傷 就不會說“月制”二字 則格成

神制殺 反能執掌權印。當月令為財 時柱為殺時 就 是財格逢殺而破格 不

能作時上偏官格看。時上偏官必 要有制化才能成格。 

原文 癸生巳月 時遇甲寅 不以為暗官受破 而以為刑合成格  

解讀 癸水日元生於巳月 時柱為甲寅 巳中的戊土暗官被寅木刑破 即是破了

官格 可是有的人卻還把它視作刑合格。《神峰通考·刑合格》明明規定 “刑合

格者 取癸亥、癸卯、癸 三日 見甲寅時 原四柱無官殺 方可用。”而癸生

巳月 巳中有戊土官星 哪裡還是什 刑合格呢  

原文 癸生冬月 日亥時 透戊坐戌 不以為月劫建祿 用官通根 而以為拱

戌之格 填實不利  

解讀 癸水日元生於子月 日支為 時支為 亥 天干透戊土官星 並有戌土

為根 這是很常見的建祿用官格。然而有些人卻將此視為拱戌格 意即日支 與

時支亥之 虛拱著一個無形的戌字 這戌是官星  所以叫拱官格 並說此

格於大運再見戌土就是填實了官星 便是破格。這些人放著明 的官星不用 而

去找 些看不見的官星 不是故弄玄虛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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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辛日坐丑 寅年 亥月 卯時 不以為正財之格 而以為填實拱貴  

解讀 辛丑日柱 寅年亥月卯時 財星當令 是正宗的財格 可是有的人卻不作

財格看 而把它當作填實拱貴格看。認為丑字與卯字之 暗夾了寅字 而著寅

字是日元辛 的太乙貴人 所以叫夾貴格。月令有財不用 幹嗎要費力去夾去拱

些虛官假貴呢  

原文 乙逢寅月 時遇丙子 不以為木火通明 而以為格成 貴。 

解讀 乙木日元生於寅月 時柱是丙子 著本來就是 神吐秀格或木火通明格。

有的人卻不作如是論 而將其論作六乙 貴格。明明有丙火 神可以作用 為什

還要採用暗合的辦法去找 子虛烏有的官星呢  

原文 如此謬論 百無一是 此皆由不知命理 妄為評斷。 

解讀 上述這些謬論啊 全 是 的 是因為不知子平命理而胡亂取用定格所

導致的。後學者們在看命書時 千萬要多留份心哦。 

十五、論星辰無 格局 

原文 八字格局 專以月令 四柱 至於星辰好歹 既不能為 生克之用 又何

以操成敗之權 況於局有礙 即財官美物 尚不能濟 何論吉星 于局有用 即

七殺傷官 何謂凶神乎 是以格局既成 即使滿盤孤辰入煞 何損其 貴 格局

既破 即使満盤天德貴人 何以為功 今人不知輕 見是吉星 遂致拋卻用神

不管四柱 妄論貴賤 謬談禍福 甚可笑也。 

解讀 沈氏說 八字的格局 專以月令為用神 而 合其 干支 至於星辰 即

各種吉凶神煞 它們既不能論生克制化 又怎能左右格局的成敗 低呢 何況

只要是對格局有害的字 即使是正財正官這樣的好東 西 尚且不能以吉論 更

何況是 些神煞呢 只要是對格局有益的東西 即使是七殺傷官 也不以凶論。

所以啊 只要格正局清 即便是滿盤的孤辰凶煞 也不能損 害格局的貴氣。若

是格局破了 即便是滿盤的天德貴人 又有什 用呢 現在的人不知道格局與神

煞孰輕孰 一見吉星 便不 用神格局 妄許人富貴 一見是凶 星 便亂斷

人災禍 這是很可笑的事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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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氏在這裏批評了 些以神煞推人吉凶禍福的 人 主要目的是要後學者 視用

神格局 而不是 些千奇百怪的吉凶神煞。在這一 上 現代流行命理似乎已經

走過了 神煞像被廢 的皇妃已打入了冷宮。然而 沈氏只說星辰與格局無

並沒有說星辰與算命無 筆者認為 格局是論命的主幹 神煞是論命的枝葉。

要論一個人的富貴貧賤、吉凶禍福 當看其命格的成 敗 低 與神煞毫無 係。

但是八字不僅僅只反映一個人的富貴貧賤、吉凶禍福 還反映了許多與之相 的

種種資訊 比如形像特徵、個性特徵、事件特徵、事情  型等 這些資訊常常

可以通過神煞反映出來。所以 神煞有其獨特的作用 不可輕廢。一般的江湖命

師 包括盲人命師 幾乎 使用神煞輔助斷命 效果還是不 的。 

學過八卦六爻的人 知道 《 策》云  “吉凶神煞之多端 何如生克制化之

一理 ”意即斷卦要以五行生克為主 各種神煞不能決定事情的成敗得失。但是

八卦經典《易 》裏 不是有很多神煞嗎 沒 用嗎 每個卦師 使用的 、

白虎、朱 、玄武不也是神煞嗎 然 、白虎等神煞不能決定事情的成敗

但可以用來輔助推斷事物的 型或形象啊 這不是所 有卦師 承認的事實嗎

八字中的神煞 也有著 似 、白虎的作用。 

原文 況書中所云祿貴 往往指正官而言 不是祿堂貴人。如 正財得傷貴為奇

傷貴者傷官也 傷官乃生財之具 正財得之 所以為奇 若指貴人 則傷貴為何

物乎 又若因得祿而避位 得祿者 得官也 運得官 宜乎進 爵 然如財用

傷官 神 運透官則格 正官又遇官則 凡此之 只可避位也。若作祿堂

不獨無是理 抑且得祿避位 文法上下不相 。古人作書 何至不通 若是  

解讀 何況命書中所說的祿堂貴人 往往指的 是正官 並不是五行的建祿之字。

比如命書說正財得傷貴為奇 這傷貴指的就是傷官啊。傷官是生財的工具 正財

得傷官生扶 所以為奇 若是把傷貴看作貴人 哪 傷貴又是個什 東西呢 又

比如說因得祿而避位 得祿的意思就是得官啊 大運行至官 宜於加官進爵。

但如果是財喜 生格 大運透出官星則反而有破格之嫌  正官格在大運又遇到

官星就多了 像這樣 似的情況 則只有避位元啦。如果拿建祿之字當官星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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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沒有這樣的道理 而且說得祿避位 在文法上也是上下矛盾的  古人作書

怎 會寫出這樣不通 的文章  

筆者有一位熟人 好命理。他想掌握準確斷人生死大災的絕技 向某大師用

70元 購了一份《 倒祿斜論死災秘訣》。裏 所說的“祿” 就不是正官 而

是日元五行的“臨官”之字 比如甲木臨官在寅即是 說是該字逢歲運沖克時

便謂之 “ 倒祿斜” 命主即有生死大災。熟人學會後 我給了他五十個命例讓

他套套看 結果只套准了其中的兩個 他大呼上當 罵 位大師是 子。我給他

解 說 所 謂“ ”是指財 “祿”是指官 倒祿斜是指財官均受到克壞 要是

財官格就會有生死大災 別的格局就不一定了。古人看生死一般 是以格局論

的 不是有《以 格局論生死》的專文嗎 不妨自己尋來讀讀。 

原文 又若女命 有云“貴眾則舞裙歌扇”。貴眾者 官眾也 女以官為夫 正夫

豈可疊出乎 一女眾夫 舞裙歌扇 理固然也。若作貴人 乃是天星 並 夫主

何礙於眾 而必為娼妓乎  

解讀 又如女命 命書云“貴 則舞裙歌 扇”。所謂“貴 ”就是官星很多的意思

女命以官星為丈夫 丈夫多了就不正常啦。一個女人有許多丈夫 只有 些 樓

女子才符合這種情況。如果將此官星當作 神煞中什 天乙貴人、月德貴人看

是天上的星辰 並不是女人的丈夫 這種貴人多多益善 命主怎 會是舞裙歌

扇的娼妓呢  

原文 然星辰命書 亦有談及 不善看書者執之也。如“貴人 上帶財官 充

” 蓋財官如人美貌 貴人如人衣服 貌之美者 衣服美則現。其實財官成

格 即 貴人 上 怕不 充 又如論女命云 “無殺帶二 德 受兩國之封。”

蓋言婦命無兇殺 格局清貴 又帶二德 必受榮封。若專主二德 則何不竟云帶

二德受兩國之封 而必先曰無煞乎 若云命逢 格 又有二德  逢凶有救 或

免于危 則亦有之 然終無 於格局之貴賤也。 

解讀 然而 命書上也有談及神煞的 只是不善於看書的人太過執著了一 。比

如“貴人 上帶財官 充 ” 本來財官就像是人的美貌 貴人則像是人的

衣服 相貌美的人 才更 其衣服之美。其實 只要財官成格了 即便不是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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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人 上  道還怕不 充 嗎 又如論女命說 “八字無殺 帶天月二德

會受兩國之封。”這是說女命沒有兇殺 格正局清 又帶天月二德 則必受榮封。

如果只講天月二 德 不講格局 哪為什 不說“帶二德受兩國之封” 而 要先

說“無殺”二字呢 如果說命格有 又有天月二德 後來逢凶得救 遇 呈祥

這種情況也是有 的 但是這與命格的 低貴賤還是沒有 係啊。 

  

論時說以訛傳訛論時說以訛傳訛論時說以訛傳訛論時說以訛傳訛 

原文 八字本有定理 理之不明 遂生導端 妄言妄聽 牢不可破。如論干支

則不知 之理 而以俗書 象歌訣為確論 論格局 則不知專尋月令 而以拘

泥外格為活變 論生克 則不察喜忌 而以傷旺扶弱為定法 論行運 則不問同

中有導 而以干支相 為一例。 

解讀 以八字算命是有定理和法則的。有些人不得真傳 不知道正宗的子平命理

及其法則 便胡編亂造一些似是而 的命理和法則 弄得命學界歪理當道 說

橫行。千千萬萬的後學者沒有能力辨別是 妄聽妄信妄傳 現在已經達到了積

返的地步了。 

比如論干支 就不知道干支的 之理 而以所謂的“ 象歌訣”來論干支 說什

甲木為參天大木 宜斫削 而乙木是花草弱木 宜生扶等等 是亂彈琴。 

比如論格局 則不知道要專從月令取用定格 而是 便到處取用神定格局 還說

這是活變 特別是現在好多人 連用神的概念 還沒有弄清楚 哪裡就談得上活

變呢  

比如論生克 則不從格局上著眼 總是只按旺則宜克 弱則宜扶的死法來論命

只講八字五行的平衡與流通 不講八字格局的成敗與 低 你看旺 我看衰 瞎

猜胡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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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論行運 則不問是甲還是乙 是寅還是卯 只看干支 屬木 就以木來論喜

忌 而不知有時候甲木破格而乙木成格 有時候則寅木成格而卯木破格 沒有看

到某些細節的不同會導致整 格局的變化。 

原文 究其緣由 一則書中用字輕 不知其意 而偏生謬見 一則以俗書無知

妄作 誤會其說 而深入迷 途 一則論命取運 偶然湊合 而遂以己見為不易

一則以古人命式 亦有誤收 即收之不誤 又以己意入外格 尤為害人不淺。如

壬申、癸丑、己丑、甲戌 本  氣財旺生官也 而以為乙亥時 作時上偏官論

豈知旺財生煞 將救死之不暇 于何取貴 此 甚多 皆誤收格局也。如己未、

壬申、戊子、庚申 本 神生財也  而欲棄月令 以為戊日庚申合祿之格 豈

知本身自有財 豈不甚美 又何勞以庚合乙 求局外之官乎 此 甚多 皆硬

入外格也。 

解讀 考究歪理 說之所以氾濫成災 其原因有如下四條  

一是古人作文用詞簡略 惜墨如 對一個字的輕 與位置 常常 十分講究。

詞義也拿捏得很精確。後學者倘若漫不經心 不仔細研讀 很多時候就會因 讀

一字而誤讀一句 讀幾字而誤讀全文。 

二是有些人亂編亂寫 正如一些庸商製作出大 劣質產品一樣 命理界也有很多

不合格的命理書籍。初學者讀了就會誤入歧途 甚至於以盲引盲 上加 。 

三是一些命師給人斷命時 偶然斷准幾條 便以為自己的方法是放之四海而皆準

的真理 固執己見 將 誤 的方法進行到底。如果給人斷 了 或被人問住了

就歪解古人話義 胡編一些新奇理論 或說用神是八字的平衡 或說用神有幾

種 或說看命無 看用神 或說 格局可以放棄 或說要以冬至換年柱 或說大

運不分男女 行 或說命理無理 亂蒙就行 等等。 

四是一些命書的作者 也常常誤收一些 八字 或者假造一些名人八字。比如說

信的八字是殺 身輕  公的八字是四個戊午 張 的八字是四個癸亥 等

等。其實 是一些考無實據的假命造。有些作者不懂格局 將一些內格八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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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地列入外格 甚者還創編一些有 違命理的奇格異局 比如從印格、從弱格、

破槽格、蝴蝶 格之 。這真是害人不淺呐  

例如這樣一個命造  

財   財   日   官 

壬   癸   己   甲 

申   丑   丑   戌 

月令透財 生時干官星 本屬 氣財旺生官格。可是有人卻將此命改為乙亥時

作時上一位獨殺格論 認為身殺兩停才有貴氣。這些人哪裡知道財旺生殺便是破

了格局 命主不貧則夭 還有什 貴氣可言呢  

這一 的 誤甚多 是誤收格局 亂改時辰所導致的。 

再如此命  

劫   財   日    

己   壬   戊   庚 

未   申   子   申 

申 神當令 生壬子之財星 格成 神生財 這本是很明瞭的一個格局 可是

有些人卻置月令 神而不 以戊日申時 可以構成合祿格 祿即官 庚 可以

暗合乙木官星。申 也可以暗合巳火這戊土的建祿 。明明月令有 神和財星

不是很好的用神嗎 為什 還 要以庚 去暗合乙木 尋求 看不見的官星呢  

這一 的 誤也很多 是因為不知取用定格要專尋月令的道理 而胡亂取用定

格所導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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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人苟中無定見 察理不精 睹此謬論 豈能無惑 何況近日貴格不可解者

亦往往有之乎 豈知行術 之人 必以貴命為指歸 或將 聞為實據 或探其生

日 而即以己意加之生時 謬造貴格 其人之八字 時多未確 即彼本身 亦不

自知。若看命者不究其本 而徒 以彼既富貴遷就其說以相從 無惑乎終身無解

日矣  

解讀 學習命理的人啊 如果心中沒有主見 又不精熟正宗命理 看到了像上述

這樣的一些謬論 哪裡能不 受其迷惑呢 又何況現在有些富貴八字也不是一眼

就能輕易判斷出來的 這又不是什 新 事。哪知有些命師 認定了人家是貴命

便將一些道聼塗説的事情拿來做 實據 歪批八字。或者只知人家出生日期 即

以自己的意思給人家亂編時辰 妄造奇格 比如有人就曾經在《周易與應用》刊

物上將毛澤東的辰時 周恩來的卯時  均編造為午時 。 

其實呢 普通的古人 沒有計時器具 搞不清楚自己的具 出生時 是很正常

的事情 尤其是夜晚出生的 人就更是如此。江湖有諺云 “算命先生處處有 就

是 算亥子丑。”即此可知 算命先生也常常因弄不准時辰而 疼。既然有些八

字連命主自己也無法搞清楚出生 時辰 算命先生如果不將其細細考究準確 看

見人家是富貴的樣子就按富貴的命理去解 甚至亂編時辰 這樣子去學命理

啊 是一輩子也學不會的。 

於如何確定出生時辰的問 在 普及之前 一直 沒有很好的方法解決。

江湖上的算命先生一般 採用如下三種方法來對付這個問  

1、根據胎數推算。推算口訣為 寅申巳亥 四七 子午卯 二五八 辰戌丑未

三六九。有的又說這是推算 女命的口訣 另有男命推算口訣為 子午卯 四

七 寅申巳亥二五八 辰戌丑未三六九。但是筆者本人為第六胎 出生時 卻是

正中午 按這種口訣就套不上。筆 者 居趙某 所生 男與次男 均出生與於

早晨 5.30分卯時 這種口訣也很 套上。 

2、根據《三世演禽》等書上的有 口訣來推算。什 子時 先喪母 子時末先

喪父 子時中父母俱在等等 這種方法不僅有反套 客之嫌 而且人家既然連是



大 子平真詮  http://blog.sina.com.cn/hdl666 

 - 75 - 

不是子時 弄不清楚 又怎 能分得清是子時 或子時末呢 也許人家根本就不

是子時而是戌時呢  

3、根據命主的某些已知情況來推算。有的根據 上的發旋來確認 說時辰正

則發旋正 時辰偏則發旋偏 等 有的則根據神煞來推斷 說時帶劫煞則 有

旋 時帶亡劫則出生時家中有喪事等 有的則根據時干推算身 痔記來確認

說時干為甲則背有痔 時干為丙丁 則肩有痔等 有的則根據房子 水來確認

說時辰為水則房子的右前方也必有河塘溝溪 時辰為甲木則有大樹或 杆等 有

的則根據兄弟姐妹的個數來確認 等等。 這些 打碎敲的小法子 然有時侯

可以取到應有的效果 但還遠不足以成為確認出生時辰的常規法則。 

更多的命師 則習慣於根據命主已經發生過的一些大事 比如喪父母、考大學、

參加工作、結婚 婚、升級 提職、 病大災等事件 來反推命主的出生時辰。

應當說 只要推算者功夫深 這種方法就是一種最好的方法。但是這種方法不適

合 生人 因為作為 客 他希望 這一切 由算命先生推算出來 而不是他自

己先講出來。再說啊 功夫深的人總不常見 常見的倒是很多命師卻常常這樣給

人家反推出生時辰 這使得許多命書上的 八字時辰可 性不大 這是後學者必

要引起注意的問 之一。 

論 刃格論 刃格論 刃格論 刃格 

原文 刃者 劫我正財之神 乃正財之七殺也。祿前一位 惟五 有之 故為

刃。不曰劫而曰刃 劫之甚也。 

解讀 所謂 刃 就是克正財之字 在天干叫比劫 在地支叫 刃 也可以說是

正財的七殺。凡五行 干在祿前一位者即是 刃。甲刃在卯 丙戊刃在午 庚刃

在 壬刃在子。沈氏為什 說 刃“惟五 有之” 即五個 干有刃 而五個

干沒有刃呢 現代命理學者 很 解 這個問 因為大家 不 視格局 而

沈氏這 裏所說的 刃卻僅僅只是就格局而言的。換句話說 古典命籍裏只有

刃格而沒有 刃格 不像現代命書裏 乙木生在寅月或辛 生在 月等也叫 刃

格 這在古典 命籍裏是看不到的。查古典命籍 干確實是有 刃的 如《淵



大 子平真詮  http://blog.sina.com.cn/hdl666 

 - 76 - 

海子平·卷一·論 刃》中就明確指出 乙木 刃在辰 丁火 刃在未 癸水 刃

在丑等等 然而在 刃格中卻將又 干排 在外 這是為什 呢 因為所有的

干在 刃位 即月令 有用神 而 干 在月令 則 是與日干相同五行的

比劫 沒有用神 所以才 將 刃格立於正八格之外 而將 刃格 列入了正八

格之內。 

原文 刃宜伏制 官殺皆宜 財印相 尤為貴 。夫正官而財印相 美矣 七

殺得之 無乃甚乎 豈知他格以殺能傷身 故喜制伏 忌財印 刃用之 則賴

以制刃 不怕傷身 故反喜財印 忌制伏也。 

解讀 刃是比劫中劫財最厲害的劫 帶有極旺極強極剛極暴之氣 因此對它

要有制約 或官或殺均可 若有財印相 合 便成大貴之格。本來正官是尊貴之

星  得財印相 才是最佳組合 現在說七殺也要財印相 財生殺 印護殺

這凶神七殺不是更加可怕了嗎 其他的格局 因七殺善於攻身 故喜要有制伏

不喜財印生護七殺 而這 刃格用殺 是為了制伏剛暴的 刃 所以不怕殺來傷

身 再說呢 刃與七殺 是相合的 七殺被 刃合住了就 以為害 這時候反

而喜歡財印生護 七殺 不喜 傷制伏七殺。 

原文 刃用官 透刃不慮 刃 殺 透刃無成。蓋官能制刃 透而不為害

刃能合殺 則有何功 如丙生午月 透壬制刃 而又 丁 丁與壬合 則七殺有

貪合忘克之意 如何制刃 故無功也。 

解讀 刃格以官星為用神時 不怕 刃透干 即甲見乙之 但是 刃格透

殺則不利 為什 呢 因為官星能夠制伏 刃 刃 然透干也不能為害 而

刃  與七殺相合 七殺被合住了 然不能為害日主 但也就失去了應有的抑制

功能啊。如丙火日元生於午月 透出壬水七殺制 刃 同時又透出丁火將壬水合

住 則壬水貪合忘克 如何能夠有效地制伏 刃呢 所以說其無功啊。 

原文 然同是官殺制刃 而格亦有 低 如官殺 而根深 其貴也大 官殺藏而

不 或 而根淺 其貴也小。若己 、丙子、壬寅、丙午 官透有力 旺財生

之 丞相命也。又辛 、甲午、丙申、壬辰 透殺根淺 財印助之 亦丞相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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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讀 然而 同樣是以官殺為用的 刃格 其格也有 低之分。如果是官殺透干

而又有強根 則格局甚 貴氣甚大。而如果官殺不透干或 透也無強根的話

則格局相應較低 貴氣也相應較小。如某丞相命  

官   財   日   財 

己   丙   壬   丙 

   子   寅   午 

月令 刃 年干透出己土官星 以午火為根 又得丙火之生 官星有力 格 貴

大。 

又如另一位丞相命  

財   印   日   殺 

辛   甲   丙   壬 

丑   午   申   辰 

壬水七殺以申辰為強根 又得辛 之生 能夠制伏 刃 故而命主大貴。 

刃格倘若殺星太輕 便會失去貴氣 如某男命  

殺   比   日   梟 

壬   丙   丙   甲 

戌   午   辰   午 

八字有兩 刃 卻只有一個虛浮無根的壬水七殺 且無財生 其力不足以制伏

刃 故命主學業不遂 事業無成 財不聚 婚姻不定 以在路邊擺地攤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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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然亦有官殺制刃帶傷 而貴者 何也 或是印護 或是殺太 而裁損之

官殺輕而取清之 如穆同知 命 甲午、癸 、庚寅、戊寅 癸水傷寅午之官

而戊以合之 所謂印護也。如賈平章命 甲寅、庚午、戊申、甲寅 殺兩透而根

太 以制之 所謂裁損也。如 丙戌、丁 、庚申、壬午 官殺競出 而壬

合丁官 殺純而不 。況 刃之格 利於留殺 所謂取清也。 

解讀 然說 刃格的官殺不宜被 傷制伏 但是也有 刃格帶 傷而富貴的。

為什 呢 只有如下兩個原因 或是有印星保護官殺 見了 傷也無妨 或是官

殺太 要以 傷裁損官殺 或者是取清官殺 以免官殺混 。如穆同知命  

 

 

財   傷   日   印 

甲   癸   庚   戊 

午      寅   寅 

月令 刃 得年支午火官星制之 月干癸水有破官損格之危 喜有戊土與之相

合 使官星得到救應 這就是以印護官的組合 格成而貴。 

又如嘉平章命  

殺      日   殺 

甲   庚   戊   甲 

寅   午   申   寅 

年時兩透七殺 殺星太 喜 透裁減七殺 這就是 刃格 帶 傷也不減其貴

的八字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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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下 這個八字  

殺   官   日    

丙   丁   庚   壬 

戌      申   午 

丙丁官殺 透天干 丁壬一合 去官留殺 格局反清 故而也貴。一位 刃格最

喜七殺 所謂“逢刃看殺”嘛 合官留殺就是很好的組合啊 這也叫取清。 

原文 其於丙生午月 內藏己土 可以克水 尤宜帶財佩印。若戊生午月 干透

丙火 支會火局 則化刃為印 或官或殺 透則去刃存印 其格愈清。倘或財殺

並透 則犯去印存殺之忌 不作生殺制殺之例 富貴兩空矣。 

解讀 丙火生於午月的 刃格 由於午火中藏有己土傷官 可以克官 所以這種

八字就更加要帶財 印 止己土傷官壞格。若是戊土生於午月 天干透出丙火

地 支又會火局 則將午火 刃化作了印星 這時或有官或有殺透 便成了印

賴殺生格 其格更清。倘若財殺二星並透 則財星壞印生殺 既破了 刃用殺格

又破了 印賴殺生格 命主就 望富貴了。 

沈氏在此指出了戊日午月 刃格的特殊性 就是午火中不僅有己土 刃 還有

丁火印星 也就是說戊日午月還可以作印格來論命。本來 刃格和建祿格 是屬

於月 令沒有用神的外格 因為月令沒有用神 所以這兩種格局的人一般 不能

享受到父母的福蔭 《四言獨步》裏的“月令建祿 招祖屋”一句即是此意。但

是 戊日 午月的 刃格卻不同 因為午火是日元戊土的印星 因此古人一般

將其視為印格 條件是命局火多 如《喜忌篇》中就說 “戊日午月 勿作刃看

歲時火多 卻 為印綬。”沈氏也認為 必 在天干透火 地支會火的條件下 才

將戊日午月的 刃格作印格看待。 

其實 據筆者研究 即使是天干不透火 地支不會火 戊日午月的 刃格也可以

作印格論命。我們不妨看看下 這個男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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劫      日   官 

己   庚   戊   乙 

亥   午   子   卯 

戊日午月 天干不透火 地支不會火 按說不能作印格看。然而 命主出生于官

僚家庭 父母為知識份子 命主本人學業優秀 大學本科畢業 父母還有房子留

給命主 這一切卻是印格所 示的資訊啊 刃格是極少會這樣的。 

原文 更若 刃用財 格所不喜 然財根深而用傷 以轉刃生財 不比建祿

月劫 可以取貴 亦可就富。不然 則刃與財相搏 不成局矣。 

解讀 如果 刃格沒有官殺 只有財星可用 這是 刃格所不喜的。為什 呢

因為既然月令是 刃 財星在月令就一定處於死絕之地 這樣財星就處於受

比劫 克制的狀態 也就不是一種很好的組合 正如狼與羊的組合。這種組合就

要求財星一定要有強根 而且還要有 傷化泄劫刃而生財 如此才可以成為一種

較好的八字 格局 然不如建祿格可以取貴 但也可以使人致富。若然不滿足

這兩個條件 則 刃與財星相戰克 就不成格局了。 

例如某男命  

比   印   日   印 

丙   甲   丙   甲 

申   午   午   午 

刃 不見官殺 也無 傷 只有一個申 財星 如此便格不成格 局不成

局了。命主自幼無心讀書 好勇 狠 大漸成爛仔。申運中不僅不發財 反而

惹禍 坐了幾年牢。出獄後變本加厲 在 財運中也盡幹些偷 摸狗 坑蒙拐

的勾當。戊戌運有 神生財 與人合夥 發了幾年小財。不發大財的原

因 是午戌 合火 戌土不全是 神的緣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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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干支論干支論干支論干支 

原文 天地之 一氣而己。惟有動 遂分 。有老少 遂分四象。老者極

動 之時 是為太 太 少者初動初 之 是為少 少 。有是四象 而五

行具於其中矣。水者 太 也 火者 太 也 木者 少 也 者 少 也

土者 老少、木火 水沖氣所結也。 

解讀 天地萬物 是由一種“氣”構成的。萬物有動 之分 此氣便有 之別。

又分老少 於是便成四象。哪四象呢 動到極端和 到極端的時候 均為老  

其中動之極者為太 也叫老 之極者為太 也叫老 而初動與初

之時則為少 其中以初動者為少 初 者為少 。太 、太 、少 、少

這四象 其實也就是 的進一步分化 正如 木水火土五行也是 的進一步

分化一樣。也就是說 四象之中包含著五行。火為太 水為太 木為少

為少 土則包涵著五行 氣 所謂土生萬物嘛。 

原文 有是五行 何以又有十干十二支乎 蓋有 因生五行 而五行之中

各有 。即以木論 甲乙 者 木之 也。甲者 乙之氣 乙者 甲之質。

在天為生氣 而流行於萬物者 甲也 在地為萬物 而承茲生氣者 乙也。又細

分之 生氣之散佈者 甲之甲 而 生氣之凝成者 甲之乙 萬木之所以有枝葉

者 乙之甲 而萬木之枝枝葉葉者 乙之乙也。方其為甲 而乙之氣已備 及其

為乙 而甲之質乃堅。有是甲乙 而木之 具矣。 

解讀 有了五行 為什 又有十天干和十二地支呢 因為有了 就會有進一

步分化的五行 而五行之中又有 之分 所以呢 同樣是木 也有 木與 木

之 分 同樣是 也有 與 之分等等。木之所以分甲乙 就是為了 現

木的 。甲木 是乙木的氣 乙木呢則是甲木的質 甲木相當於人的精氣神

乙木相當 於人的肉 。質是 態的 是物質 氣是動態的 是能 。或者說

質是物質 氣是物質場。萬木的花葉就是甲 而其枝幹則是乙。甲是乙所表現出

來的生氣或生 機 乙是甲所依 的本 和 源。 生 生 相生

沒有窮盡。甲木剛剛誕生 其中就有了乙木之質 乙木將將成形 其中就有了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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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之氣。有了這甲和 乙 木的 也就具備了。當然 甲還可以生甲 這生出

來的甲裏 又有乙 是為甲之乙 乙也可以再生乙 這生出來的乙裏 又有甲

謂之乙之甲 正如樹木生枝 葉 枝葉又再生枝葉 生生不已。 

原文 何以複有寅卯者 又與甲乙分 天地而言之者也。以甲乙而分 則

甲為 乙為 木之行於 天而為 者也。以寅卯而 則寅為 卯為

木之存乎地而為 者也。以甲乙寅卯而統分 則甲乙為 寅卯為

木之在天成象而在地成形者也。甲 乙行乎天 而寅卯受之 寅卯存乎也 而甲

乙施焉。是故甲乙如官 寅卯如該管地方。甲祿於寅 乙祿於卯 如府官之在

縣官之在邑 而各司一月之令也。 

解讀 既然甲乙已然具備了 為什 還要有寅卯呢 這寅卯啊 又與甲乙是

一對 。甲乙是天干 是在天流行之生氣 為 寅卯是地支 為在地成形之

物 質 為 。甲乙是 中的 寅卯是 中的 。以寅卯為 時 則寅

木為 卯木為 。甲乙之氣在天周流不息 寅卯之質在地承受其氣 這叫“

施 受  交媾 化生 萬物乃成。” 

    所以啊 甲乙木猶如 官 寅卯木則是其所管轄的地方。甲乙木是北京市

寅卯木就是北京市。甲木在寅與乙木在卯 正如市 在市府 縣 在縣衙 各自

在各自的地盤上當政施令。當寅卯木為月令時 就相當於市 在其任期內。 

原文 甲乙在天 故動而不居。建寅之月 豈必當甲 建卯之月 豈必當乙 寅

卯在地 故止而不遷。甲 遞易 月必建寅 乙 遞易 月必建卯。以氣而論

甲旺於乙 以質而論 乙堅於甲。而俗書謬論 以甲為大林 盛而宜斬 乙為微

苗 脆而莫傷 可為不知 之理者矣。 

解讀 甲木是天地萬物之 的流行之氣 所以它總是變動不居。即使是在寅月之

內 也不是天天 是甲木當令主事的 其中的丙火與戊土也有當令主事的時候

即使 是卯木當令 也不是每天 是乙木主事 甲木也有其作用的啊。寅卯木在

地 是物質的 相對於甲乙木而言是 止不動的。甲木之氣 然變動不息 但是

寅木作為甲 木的根基在立春後的一月之內還是不會有什 變化的。乙木之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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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流動不息的 作為其根基的卯木在 蟄後的一月之內也是沒有什 變化的。所

謂“ 打的江山  流水的營盤”嘛 北京的市 可以像走 燈似的換 但北京市

還是老地盤啊。 

以氣而論 甲木是要旺於乙木的 然而以質而論 乙木反而比甲木更堅實。這是

因為甲木是氣 而乙木是質啊。一般的命理書籍則認為 甲木是參天大樹 質

堅固 要予以斫削 而乙木則是弱質嫩苗 不可傷克。這就是不明白 的道

理了。 

原文 以木 推 余者可知 惟土為木火 水沖氣 故寄旺於四時 而 氣質

之理 亦同此論。欲學命者 必 先知干支之說 然後可以入 。 

解讀 前 說的是甲乙寅卯木 其 的丙丁巳午火 庚辛申 壬癸亥子水

它們各自干支之 的 係和木的道理是一樣的。只有土有 區別 它裏 含有

木水 火土的 氣 天下何處無土啊 所以土不專旺于一方 而是寄旺於四時之

末 即春夏秋冬的最末一個月。但是土的 氣質的道理 與 木水火還是一樣

的。 

    要想學習子平命理的人 必 要先明白干支之 的 係 弄清楚氣質的特性

然後才可以入命學之 啊。 

    干支生克的一般規則為  

    1、干與干可以相互生克  

    2、支與支可以相互生克  

    3、干與支可以相互生克 無論是同柱干支還是異柱干支。異柱之 的生克常

常會因中 的 力太大而有心無力。《四言獨步》云 “八月官星 大忌卯丁。”

意即甲木生於 月的正官格 最怕卯沖 丁克 。這就是干可以克支的明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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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在干支發生生克制化、合沖刑害時 要以生合為先 沖克刑害為後。這叫

“貪生貪合 刑沖克害皆忘”。就是說生合能解 一切刑沖克害 而沖則能解合 參

見“論刑沖會合解法” 。 

   舉例說明如下  

官   財   日   傷 

癸   辛   丙   己 

卯      辰   亥 

    先看天干。癸水可以克丙火 然中 著辛 但是 是生水的 所以癸

水就更能克丙火了。辛 生癸水是沒問 的。己土也可以生辛 為啥呢 因為

中 的丙 火是生己土的 不能 擋己土生辛 。如果將丙火換成甲乙木 己

土就 以越過木而去生辛 了。己土能夠克癸水嗎 能。 遠還能克嗎 中

不是有辛 通  嗎 因為癸水之根在亥 而己土蓋 克亥水 斷了癸水的根

所以己土能夠克癸水。本來此命為財旺生官格 只因這己土將亥水蓋 一克 命

局便呈現了去官就 之 意 所以成了財喜 生格 故而命主巨富不貴。 

    再看地支。卯木沖 因辰 一合 便解了卯 之沖。辰土是克亥水的

也因辰 一合 辰土便貪生貪合而不去克亥水。至於辰 之合是不是將辰土也合

化成了 呢 不會的。因為己土以辰土為根 辰土以己土為表 所以不會合化為

。 

    最後看看幹與支。癸水可以生卯木 卯木也可以泄癸水。卯木可以生丙火

只因 其力已十去七八。代表文章的印星無力 所以命主無緣讀書 是

個文盲。 而印星又為母親 弱了便不能多生育 所以命主沒有兄弟姊妹。辛

可以庇護 可以支撐辛 。丙火可以生辰土 辰土可以泄丙火。己土可

以克亥水 亥水 本來是可以克丙火的 只因有己土蓋 便失去了克火之力。 

    其 八字干支的生克 係均可仿此 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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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生克論 生克論 生克論 生克 

原文 四時之運 相生而成 故木生火 火生土 土生 生水 水複生木

即相生之序 迴圈迭運 而 時行不匱。然而有生又必有克 生而不克 則四時

亦不成矣。克者 所以節而止之 使之收斂 以為發洩之機 故曰“天地節而四

時成”。即以木論 木盛于夏 殺 於秋 殺者 使發洩于外者藏收內 是殺正所

以為生 大易以收劍為性情之實 以兌為萬物所說 至哉言乎 譬如人之 生

固以 為生 然使時時 而不使 稍 以待將來 人壽其能久乎 是以四

時之運 生與克同用 克與生同功。 

解讀 春夏秋冬四時之氣的運行 既是相生而成的 也是相克而成的。木生火

火生土 土生 生水 水又生木 這是相生的 序 五行生生不息 永無窮

盡。 然而有生則必有克 正如有 就必有 。如果只有生而沒有克 生機

就會熄滅 四時則不成。克的作用 就是對生氣的節制 使之收斂 這樣才能蘊

育下一輪生機 所以《易經》上說“ 天地節而四時成”啊。就拿木來說 木在夏

天旺盛到了極 進入秋天就會 始衰敗 這衰敗實 上是一種節制 也叫克。

有了這種克 就能使木的生氣內斂 為蘊 育下一輪生機而作準備 這種克其實

也就是生。《易經》以收斂為性情之實 以兌 代表秋天 為萬物之所 這是

說得 常正確的呀 好比人之 生 固然不 可或缺 一天不吃 的慌 三

天不吃 下床 但是如果一天吃個不 勁 不讓腸胃休息片刻 哪人還能 壽嗎

因此啊 生與克的作用是同等 要的 正如春與秋  夏與冬 利與弊 吉與凶

虛與實 出與納 與 的作用是相等的一樣。 

原文 然以五行而統論之 則水木相生 木相克。以五行之 而分 之 則

生克之中 又有異同。此所以水同生木 而印有偏正 同克木 而局有官殺也。

印綬之中 偏正相似 生克之殊 可置勿論 而相克之內 一官一殺 淑慝判然

其理不可不細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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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讀 就五行總的來說 是水木相生 木相克的。但如果就五行的 而言

則生克之中又有一些區別。五行以生者為印綬 以克者為官殺 但同是水生木

卻有 正印與偏印之不同。同是 克木 卻有正官與七殺之分。印綬的偏正 區

別不大 可以置之勿論。可是官星的偏正就大不一樣 一個是正官 一個是七殺

正官是吉 神 而七殺是凶神 正官要保護 七殺要制約 二者的特性幾乎完全

相反 其中的道理是不可不仔細弄明白的。 

原文 即以甲乙庚辛言之。甲者 木也 木之生氣也 乙者 木也 木之形

質也。庚者 也 秋天 肅殺之氣也 辛者 也 人 五 之質也。木

之生氣 寄於木而行於天 故逢秋天為官 而乙則反是 庚官而辛殺也。又以丙

丁庚辛言之。丙者 火也 融和之氣也 丁者 火也 薪傳之火也。秋天肅

殺之氣 逢 和而克去 而人 之 不畏 和 此庚以丙為殺 而辛以丙為官

也。人 之質 逢薪傳之火而立化 而肅殺之氣 不畏薪傳之火。此所以辛

以丁為殺 而庚以丁為官也。即此以推 而余者可知矣。 

解讀 就拿甲乙庚辛四個天干來說吧。甲為 木 是木的生氣 乙為 木 是木

的形質。庚為 代表秋天的肅殺之氣 辛為 代表人 形質之 屬。甲

木的生氣流行於天地之 一逢秋天肅殺之氣則受到節制 故為官 而乙木則就

是殺了。 

又以丙丁庚辛四個天干而論 丙為 火 為天地之 流行的融和之氣 丁為 火

為就是日常所見的形質之火。秋天的肅殺之氣庚 碰到丙火這種 和之氣則被

熔 而人 的形質之氣辛 就不怕碰到丙火 丙辛合而化水 故有“丙火

烈 逢辛軟怯”之說。故庚 要以丙火為殺 而辛 則以丙火為官。人 的形質

之 辛 呢 碰到丁火這形質之火 反而容易被 熔 而庚 這肅殺之氣 則不

怕丁火這凡 之火。因此 辛 見丁火為殺 而庚 見丁火則為官。道理就在這

裏。明白了這木與 火與 的生克 係 其 五行的生克 係也就可以照此

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