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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第十一章 择日与风水择日与风水
引引：华人相信宇宇宇宇宇宇宇宇

有两种因素影影影影影影影影影影，

就是神圣的时间、和神圣的空间，即是择日与风水。

人的生活起居一一一影神圣的时间影空间保保和谐的关系，

将会 冲 走进否则将会犯冲、犯煞，走进厄运。

壹、择日：时间影的的

自然界时间影的的 廿四节气一、自然界时间影的的：廿四节气
春：(1)立春(2)雨水(3)惊蛰(4)春分(5)清明(6)谷雨

夏：(1)立夏(2)小满(3)芒种(4)夏至(5)小暑(6)大暑夏：(1)立夏(2)小满(3)芒种(4)夏至(5)小暑(6)大暑

秋：(1)立秋(2)处暑(3)白露(4)秋分(5)寒露(6)霜降

冬：(1)立冬(2)小雪(3)大雪(4)冬至(5)小寒(6)大寒冬：(1)立冬(2)小雪(3)大雪(4)冬至(5)小寒(6)大寒

当地球绕行太阳公转时，宇地影轴心并并影地球轨道平面垂直，

它形成一个 23 度半倾斜的角度接受阳光它形成一个 23 度半倾斜的角度接受阳光，

是造成地球南北半球相对的春夏秋冬四季变化的主因。

二、生理时钟
春夏秋冬 周而复始 日夜交替 永不止息春夏秋冬，周而复始，日夜交替，永不止息，

生活在一个不断循环轮替的大自然节令时序，

人体也有也内在生物机制，称宇称生理时钟。人体也有也内在生物机制，称宇称生理时钟。

它它有它它它一影生理功能：

协调心跳、血压、呼吸协调心跳、血压、呼吸

及分泌系统彼此间的合作

 身体各器官的协调失衡，身体各器官的协调失衡，

百病必然丛生

四季影更更，昼夜轮轮，四季影更更 昼夜轮轮

生理时钟若无法与外界的

亮度、温度、气压的适应，亮 ，

至终会折损健康。

人体影自然界影协调与整合是健康极它一极极，

顺宇顺顺、亦亦天人合一。

三、民俗记记人出生的时间
根根 根影根根影「年 月 日 时 宇之之根根一根影根根影「年、月、日、时」宇之之

影天干影地支推推、之组、排排排八字，

以文字代表数字即有巫术的功能以文字代表数字即有巫术的功能。

十十天干：

(1)甲(2)乙
十二十地支：

(1)子(2)丑
影五行影之组：

(1)甲乙寅卯属木(1)甲(2)乙
(3)丙(4)丁
(5)戊(6)己

(1)子(2)丑
(3)寅(4)卯
(5)辰(6)已

(1)甲乙寅卯属木
(2)丙丁已午属火
(3)戊己中央属土(5)戊(6)己

(7)庚(8)辛
(9)壬(10)

(5)辰(6)已
(7)午(8)未
(9)申(10)酉

(3)戊己中央属土
(4)庚辛申酉属金
(5)壬癸亥子属水(9)壬(10)

癸
(9)申(10)酉
(11)戌(12)
亥

(5)壬癸亥子属水
(6)辰戌丑未属土

亥



六十甲子影排排法，六十个号码是一轮：

范例：
1894 甲午战争、1898 戊戌政变、1900 庚子年之役、
1901 辛丑条约、1911 辛亥革命

俗信：根影影姓名影五行(金、木、水、火、土)，
保持均衡 健康元极保持均衡即即健康。

1.五行相克相生宇原原

2 姓名影五行关的2.姓名影五行关的

缺金者取名：林金生

缺木者取名 张茂森缺木者取名：张茂森

缺水者取名：陈清水

缺火者取名：刘火旺缺火者取名：刘火旺

缺土者取名：何锦涂

范例：某某根根某民国六十二年正月十日范例 某某根根某民国六十 年正月十日

下午十二时六分出生，八字影排排是：

年柱：癸癸、月柱：甲甲、日柱：庚辰、时柱：丙丙甲甲 庚辰 丙丙

俗信：「落土时，八字命」，

一根影出生的时辰决一决一生的命运，

台湾许多产妇迷信生辰八字，盛行占卜良辰吉时剖腹生产。

之、民俗相信一根影影八字时辰
体小宇宙是个体小宇宙影时宇，

小宇宙的行事时间如：

出殡 下葬 进房 破土 入宅出殡、下葬、进房、破土、入宅，

影大宇宙的时间即农民历 (黄历)
不和谐即会犯冲 犯煞不和谐即会犯冲、犯煞，

带来疾病或死亡。

五 丧葬礼仪宇三根绝对时间五、丧葬礼仪宇三根绝对时间
入殓：择八月廿日(己未)、已时(9~11点)

日冲牛(21岁) 时冲鼠(60岁) 勿近日冲牛(21岁)、时冲鼠(60岁)，勿近
移柩：择八月廿一日(庚申)、卯时(5~7点)

日冲虎(20岁)、时冲猪(59岁) 勿近日冲虎(20岁)、时冲猪(59岁)，勿近
安葬：择八月廿一日(庚申)、申时(15~17点)

日冲虎(20岁)、时冲狗(61岁)，勿近冲虎( 岁)、时冲狗( 岁)，勿近

贰、空间的体系：地理影风水
风水影定义风水影定义：

乃指自然生态环境对人类生理、

心理正面的影响心理正面的影响。

风水理念：

1 形法：宇地影地地1.形法：宇地影地地

强调藏风聚水，四合院住宅：

坐北朝南，庭前造水池，调节温度、冬暖夏凉。坐北朝南，庭前造水池，调节温度、冬暖夏凉。

2.向法 (巫术性影的的)：地气、龙、蛇穴

a. 四灵：青龙、白虎、朱雀(孔雀)、玄武(乌龟)青 虎 雀( 雀) 武(乌 )

四灵物，镇守四方。

b. 禁忌：路冲(正门)，厝角冲(客厅为主)，

将军路箭冲(电线杆、大树、烟囱面对住宅正门)

3.日法：行事时间因素、牵连到空间的因素

(迷信的风水理念)



国民党部大楼风水墙、八卦镜
2004年7月11日中时晚报报报：面面面面两次总统大选挫败2004年7月11日中时晚报报报：面面面面两次总统大选挫败，

国民党为要振兴起敝、浴火重生，

借着风水增强运势借着风水增强运势。

在党部一楼大门前悬挂一幅八卦镜，

好「镇掉」对面总统府的煞气。好「镇掉」对面总统府的煞气。

并不不根只问鬼神，国国国如何振兴呢？

华航班机在日在在在在在的漏油爆炸，华航班机在日在在在在在的漏油爆炸，

又又又又又交通事故，衰衰面面。

交通部长不求革新，只问鬼神，在鬼月找来一批批法师交通部长不求革新，只问鬼神，在鬼月找来 批批法师

作中元普渡法事、撒水净化交通部整栋大楼。

迷信陈旧的思想某衰于于迷 某衰于于

前总统陈水扁弊弊弊弊， 2008年8月月月

嘱咐随扈人员送面额 2500万元的纸钱，嘱咐随扈 员送面额 万 的纸钱，

前往嘉义市九华山地藏庵、求神问卜…

圣经说：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察验何为

神的善良 纯全神的善良、纯全、
可喜悦的旨意。」(罗十二12)

美国美美影顺称美美美美墨顿
曾曾根一曾「官僚性格」指根：

当 位主管在同样的 境中 作久了之后当一位主管在同样的环境中工作久了之后，

因习于固定化的行事规则，

对事情的应变能力被削弱对事情的应变能力被削弱，

遇遇工作的困难缺缺周周周影分析能力，

极易趋向算命 看风水 抽签卜卦的宗教活动；极易趋向算命、看风水、抽签卜卦的宗教活动；

迷信凌驾理性，缺乏前瞻性的智慧与宏观，

很难产生有影响力的领导功能。很难产生有影响力的领导功能。

参、如如破除择日影风水影迷信？

认知华人的风俗习惯影宗教信仰面对影对对影「心智地图一、认知华人的风俗习惯影宗教信仰面对影对对影「心智地图」

1. 一个人从母腹出生之后，生长在传统文化背景之下，

不经过理性的思考 便接受许多错综复杂的资讯不经过理性的思考，便接受许多错综复杂的资讯，

这些资讯即编织成一个人的「心智地图」。

在现实生活遇遇某遇问题，一做一遇社会行为反应时，在现实生活遇遇某遇问题 一做 遇社会行为反应时

就即根根就遇「地图」影的的指引而行事。

2 就遇「心智地图」极称毫无选择宇面接一遇2. 就遇 心智地图」极称毫无选择宇面接 遇

不正确的、不健康影传统思想和观念，

如：犯冲、犯煞，造成心灵的不安，人格发展不健康，如：犯冲、犯煞，造成心灵的不安，人格发展不健康，

引发日后精神疾病、精神官能症。

范范1：林柏榕当当当时，极称决影名字容容范范1：林柏榕当当当时 极称决影名字容容

燃燃影木太太，所所又月当火灾连连。

自民国78年林市长就任到79年5月，自民 年林市长就任到 年 月，

台中市警察局统计共发生131次火灾。

范范2：陈水扁当当当，决影美他暗示遍地都是水，

所 台湾年年有台风 有水灾 有土 流所以台湾年年有台风、有水灾、有土石流。

我我我影我我我我阴阳两界，阳界的世界充充充充太诈骗集团，

骗财骗色，假绑架，许多人被骗得团团转。

阴界的世界亦充充充充太诈骗巫术邪说，

不易被人识破 欺骗的灵充满在我们四围不易被人识破，欺骗的灵充满在我们四围。

又又美美台美台台台台美台台曾文煌
「社会文化影精神医学 一一一「社会文化影精神医学」一一一一：

台湾经经经宇经经，发现又又台即经济及文化快快影快快，

精神病之发生率没有多大的改变精神病之发生率没有多大的改变

心理症、身心症却大大地增加，约有七倍之多

显显社会文化环境宇急速变动，容容导致心理不平衡，显显社会文化环境宇急速变动，容容导致心理不平衡，

促进精神官能症的发生率增高。

根 2006 年年根年影当年，根 2006 年年根年影当年

台湾自杀死亡的人数进升至第九位。



二、使使圣经的圣言破除迷信

圣经 不认识神圣经说：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
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作奴仆。
现在既然认识神 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现在既然认识神，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

怎么还要归回那些虚构的哲学
及谎言的巫术(择日与风水)，及谎言的巫术(择日与风水)，

情愿给他们做奴仆呢？
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

我为们你害怕、惟恐我在你们身上枉费了工夫。(加之8-11)

1. 这世界都都在灵界恶者手下。1. 这世界都都在灵界恶者手下
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

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
那恶者也就无法害他。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

全世界都卧在那恶者手下。(约壹五18-19)

2 你们要谨慎 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2. 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
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

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
(歌罗歌歌二8)

3 耶耶说：「你们必晓得真理，3. 耶耶说： 你们必晓得真理，
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约约约约8：32)(约约约约 )

廖牧师根生生老虎，忌讳特别多。廖牧师根生生老虎，忌讳特别多。

信耶稣之后得自由，主保婚丧喜庆，

自由自在，不怕犯冲犯煞、自由自在 不怕犯冲犯煞、

五行相生相克。

结语：汉人的符号、文字的巫术功能、诡谲的思维，

成为 张 罗地 套牢 的意念成为一张天罗地网套牢人心的意念。

汉人社会择日影风水影原原，并不不…
仪 象1.太极生阴阳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的符号文字体系

2 金 木 水 火 土的五行相生 相克的观念2. 金、木、水、火、土的五行相生、相克的观念

3. 十支天干，配合十二支地支组成六十甲子的数目

4 用六十甲子的文字记录 个人出生的年柱 月柱 日柱4. 用六十甲子的文字记录一个人出生的年柱、月柱、日柱、

时柱的时间，形成个体命运的八字，小宇宙的行事历。

上一影符号影文字织排一织紧密的天罗地网，上一影符号影文字织排 织紧密的天罗地网，

被被被被令人无法脱身自由。

林林十4~5 我们争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林林十4~5 我们争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
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
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

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