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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月 未 


小暑 小暑後三煞在西。 


大暑 申酉戌方忌修造動土。 


 


建未日：乙未煞入中宮、不利修造婚姻入宅開張上官諸事、犯之


不吉、染瘟疫損人口、失財物、大凶。 


除申日：甲申有天月二德、黃羅紫檀星蓋照、立豎柱起造安葬動


土開山斬草出行開張百事皆吉餘申日亦大吉。惟丙申一


日、五行無氣不可用。庚申日慎用。 


滿酉日：天喜天富。乙酉、辛酉伐木拴架定磉起造、乃次吉之日。


己酉九土鬼日。癸酉小葬日又犯黑煞所臨、僅可備於急


用。丁酉逢滿日、亦不利。此數日恐吉中有凶、中不美、


用宜慎之。 


平戌日：有朱雀勾絞、又犯到州星、不利入宅婚姻等事、犯之主


招官非、大凶。惟甲戌一日、玄女偷修之日、八方俱白。


二十四日向諸神朝天之日、有氣可用。 


定亥日：己亥火星。丁亥有黃羅紫檀、天皇帝黃星蓋照。乙亥文


昌值日、宜出行入宅、婚姻入學、修造動土、參官見貴、


招財祿生貴子、大作大發、小作小發。又云「文昌乙亥


在午、文昌是太陽、午宮乃太陽之位、故有文昌星值日


是以大吉」。辛亥是婦人之金、陰氣全勝。癸亥六甲窮


日、五行無氣此二日不宜用。 


值子日：黃沙。丙子、庚子利起造興工動土及倉庫入宅移徙開張


出行。戊子次吉。甲子雖是六甲之首、在正月六月值天


德月德、豈不可用、然自死之金、五行無氣、平常之人


不能當此黑煞北方將軍。壬子木打寶瓶、北方沐浴之


地、又是正四廢更忌用。 


破丑日：小紅沙。此日無吉星、不可營為、萬不得已、須擇時、


僅作小小即用、若起造開張出行婚姻等事、主損六畜、


招官司。丁丑、癸丑煞入中宮、犯之殺人凶不可言。 


危寅日：夏為鬼神空亡。甲寅有天月二德、黃羅紫檀金銀庫樓祿


寶樓蓋帝馭星蓋照、但不利遠行起造入宅婚姻、緣為鬼


神凶宅之疑耳、如開山埋葬營謀百事、六十日、一百二


十日內、生貴子家業興旺、貴人接引進產業。大吉。餘


寅日次吉。 







成卯日：天喜。乙卯辛卯有黃羅紫檀鑾輿寶蓋祿蔭馬注竝瓊玉金


寶天地聚寶諸吉星照臨、利造作入宅、開張出行婚姻等


事、主益子孫旺田產、進橫財、增房產、生貴子、大吉。


餘卯次吉。 


收辰日：甲辰天德。丙辰壬辰三日次吉、利偷方修理、主益田產


旺六畜、亦宜安葬營為。庚辰為騰蛇朱雀不宜用。戊辰


亦不吉。 


開巳日：天成天賊。福生只宜乙巳、癸巳興工動土入宅開張次吉、


餘巳不利、犯月厭凶。 


閉午日：往亡。甲午天赦不係轉煞、又值月德、然亦只可小用、


因有受死不全之氣。丙午葬日、如小小營為次吉。壬午、


庚午小葬次吉、餘事不宜。戊五重喪不可用。 
 








董公選擇日要覽 
 


五行八卦的基本常識 


 


（一）天干分陰陽 


甲、丙、戊、庚、壬屬陽。乙、丁、己、辛、癸屬陰。 


（二）十二地支陰陽及生肖 


    子、寅、辰、午、申、戍屬陽。丑、卯、巳、未、酉、


亥屬陰、子屬鼠、丑屬牛、寅屬虎、卯屬兔、辰屬龍、


巳屬蛇、午屬馬、未屬羊、申屬猴、酉屬雞、戍屬狗、


亥屬猪。 


（三）天干五行及方位 


    甲、乙屬木，位東方。 


    丙、丁屬火，位南方。 


    戊、己屬土，位中央。 


   庚、辛屬金，位西方。 


   壬、癸屬水，位北方。 


（四）地支五行、四時及方位 


    寅、卯（辰）屬木，司春位東方。 


    巳、午（未）屬火，司夏位南方。 


    申、酉（戊）屬金，司秋位西方。 


    亥、子（丑）屬水，司冬位北方。 


    辰、未、戍、丑屬土，司四季（立春立夏立秋立冬）位


中央。 


（五）天干五合 


    甲己合化土、乙庚合化金、丙辛合化水、丁壬合化木、            


        戊癸合化火。 


（六）天干相沖 


    甲庚沖、乙辛沖、壬丙沖、癸丁沖、戊己位中央無方沖。 


（七）天干五行相剋 


    甲、乙木剋戊、己土。 


    丙、丁火剋庚、辛金。 


    戊、己土剋壬、癸水。 


    庚、辛金剋甲、乙木。 


 壬、癸水剋丙、丁火。 







（八）地支三會 


    寅卯辰三會東方木 


    巳午未三會南方火 


    申酉戍三會西方金 


    亥子丑三會北方水 


（九）地支三合 


    申子辰三合化水 


    亥卯未三合化木 


   寅午戍三合化火 


   巳酉丑三合化金 


（十）地支六合 


   子丑合化土 


    寅亥合化木 


    卯戌合化金 


    巳申合化水 


    午未合化火 


（十一）地支相沖 


    子午相沖 


    丑未相沖 


    寅申相沖 


    卯酉相沖 


    辰戍相沖 


    巳亥相沖 


（十二）地支相刑 


    寅巳相刑 


    巳申相刑 


    申寅相刑 


    丑戍相刑 


    戍未相刑 


    丑未相刑 


    子卯相刑 


    子午相刑 


    卯未相刑 


    辰刑辰 


    午刑午 







    酉刑酉 


    亥刑亥 


（十三）地支相害 


    子未相害 


    丑午相害 


    寅巳相害 


    卯辰相害 


    申亥相害 


    酉戍相害 


（十四）五行生剋 


    相生：金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金 


    相剋：金剋木、木剋土、土剋水、水剋火、火剋金 


（十五）地支藏干 


    子藏癸水 


    午藏丁火、己土 


    丑藏己土、癸水、辛金 


    未藏己土、乙木、丁火 


    寅藏甲木、丙火、戊土 


    申藏庚金、壬水、戊土 


    卯藏乙木 


    酉藏辛金 


    辰藏戊土、乙木、癸水 


    戍藏戊土、辛金、丁火 


    巳藏丙火、戊土、庚金 


    亥藏壬水、甲木 


（十六）十二月建 


    正月建寅 


    二月建卯 


    三月建辰 


    四月建巳 


    五月建午 


    六月建未 


    七月建申 


    八月建酉 


    九月建戍 







    十月建亥 


    十一月建子 


    十二月建丑 


（十七）十天干序數 


    甲數一、乙數二、丙數三、丁數四、戊數五、己數六、


庚數七、辛數八、壬數九、癸數○ 


（十八）十二地支序數 


    子數１、丑數２、寅數３、卯數４、辰數５、巳數６、


午數７、未數８、申數９、酉數１０、戊數１１、亥數


１２。 


（十九）五行旺、相、休、囚、絕： 


    木：旺於春（最旺），相於冬（次旺），休於夏（衰），


囚於立春、立夏、之秋、立冬前各十八天（次衰），


絕於秋（最衰）。 


    火：旺於夏（最旺），相於春（次旺），休於立夏、立秋、


立冬前各十八天（衰），囚於秋（次衰），絕於秋（最


衰）。 


    土：旺於立春、立夏、之秋、立冬前各十八天（最旺），


相於夏（次旺），休於秋（衰），絕於春（最衰）。 


    金：旺於秋（最旺），立夏、立秋、立冬前各十八天（次


旺），休於冬（衰），囚於春（次衰），絕於夏（最


衰）。 


    水：旺於冬（最旺），相於秋（次旺），休於春（衰），


囚於夏（次衰），絕於立春、之秋、立冬前各十八


天（最衰）。 


前面十九項是五行基本常識，求吉數要用五合、三合、六合、三


會等。 


如己丑：天干甲己、地支巳酉丑三合，地支子丑六合化土。得辛


酉２７、己丑３２、庚子０８、甲申４３，請對照八卦圖推演數。 


 








四月 巳 


立夏 立夏後三煞在東。寅卯辰方忌修造動土。 


小滿 立夏前一日為四絕。 


 


建巳日：小紅沙。不利出行嫁娶安葬造作入宅開張等事。犯之主


冷退疾病、田蚕不收、客死不歸、財產破散、受死之日


也。 


除午日：黃沙。庚午月德、惟甲午壬午有黃羅紫檀天星地皇星蓋


照、宜修造婚姻開張出行入宅等事、六十日、一百二十


日內、增田地進人口生貴子大旺。丙午戊午天地轉煞用


之凶。 


滿未日：天富天賊。辛未有天月二德。己未有火星、均次吉。宜


定磉造架埋葬、但婚姻起造二事不載、又修造曆云、是


日白虎入中宮、用之非不利、須查是年月日果有吉星與


命宮相合方可係月厭天賊、犯之主兇冷退。 


平申日：朱雀勾絞、不利起造出行安葬婚姻入宅、主招官司口舌、


陰人小口生灾。甲申庚申煞入中宮更兇、必生小人牽連


禍事破財、生子醜怪、有水火灾厄。 


定酉日：雖有九土鬼、不宜動土安葬、若小小營為、在四月酉為


次吉之日、如婚姻入宅修造斷不可用主凶。 


執戌日：有勾絞、丙戌壬戌煞入中宮、百事大凶。惟甲戌小小營


為次吉。二十四向諸煞朝天偷修則可、婚姻安葬入宅開


張非所宜用、主損宅長傷手足耗錢財、大凶。 


破亥日：往亡朱雀勾絞。召官司小人揪唧之灾、主損錢財、染疾


病。癸卯正四廢、更兇。是月亥日諸事忌之。 


危子日：庚子月德。丙子戊子起造婚姻興工動土出行開張移徙進


人口益子孫旺田蚕增財產、大作大發、小作小發。甲子


是自死之金、五行無氣。壬子木打寶瓶北方沐浴之地、


福力甚薄、又是正四廢、用之損人口、主冷卻大凶。甲


子壬子二日用之立見蕭索損破。 


成丑日：天喜天成。卻犯朱雀勾絞、用之招官司口舌、小人肆誣


毀謗。丁丑、癸丑煞入中宮、更兇。此數日犯空亡財破、


小人陷害。 


收寅日：同上成丑日亦大不利。 


開卯日：辛卯天德。癸卯、己卯有黃羅紫檀天皇帝黃星蓋照、出







行婚葬造作開張入宅等事大吉、主謀事亨通。貴人接


引、進財祿。於卯次吉。 


開辰日：戊辰、甲辰煞入中宮、不利婚姻修造開張入宅安葬、犯


之損人口、六畜不旺、財產有失。庚辰雖有越得、卻有


天地轉煞之疑。丙辰、壬辰火星、小小營為則可、不宜


婚姻起造移徙開張大用也。 
 








正月 寅 


立春 立春前一日為四絕。 


雨水 立春後三煞在北、亥子丑方忌修造動土。 


 


建寅日：往亡、不利起造、結婚姻、納采：主家長病、招官司、


六十日、一百二十日內損小口、一年內見重喪、百事不


宜。 


除卯日：不宜起造、婚姻、犯之六十日內損家長、三五年內見兇


冷退、主兄弟不義各業分散、惡人相逢、生離死別。 


滿辰日：天富天賊。為天羅。又云：甲辰雖有氣卻與戊辰同煞集


中宮百事皆忌。犯之、主起手殺人退財、大凶、餘辰日


亦不吉。 


平巳日：小紅沙、有朱雀絞到州星、犯之主招官司、損家長、宅


女娘婦、三五年內重重不利、破財大凶、田蚕不收、產


死、自缢、被惡人剋削。 


定午日：黃沙、有黃羅紫檀、天皇地皇、金銀庫樓、田塘月財庫


貯星蓋照、宜起造安葬移徙開張出行婚姻、六十日、一


百二十日內進橫財田產或因復寄成家、大作大發、小作


小發、主田蚕大收穫金銀庫滿。 


執未日：天賊、有朱雀勾絞、六十日、一百二十日內、損六畜、


傷騾馬、成惡疾。乙未煞集中宮更忌起造入宅婚姻開張


修整等事。 


破申日：有朱雀勾絞、招官司口舌、退牲財、三五年內見寡婦醜


事、庚申正四廢更兇。 


危酉日：辛酉正四廢不宜用是、為丁酉有天德福星蓋照、宜安葬


還福愿、出行開張、參見官貴吉、只不宜起造及婚姻嫁


娶等事乃比和之日也、餘酉日均不可用。 


成戌日：天喜、卻是地網、諸事不宜、犯之主家長病人口不義冷


退。又云「丙戌、戊戌、庚戌煞集中宮犯之主首殺人、


兄弟不義、死別生離、尤忌起造婚姻入宅修作」。 


收亥日：有勾絞不宜用是、犯之損家長、害子孫、六十日一百二


十日內、主南方白衣刑害、男女多灾、大凶。惟平日地


支與月建陰陽合得者次吉。 


開子日：甲子自死之金、五行陰忌之日。壬子木打寶瓶終是北方


沐浴之地、不宜起造婚姻入宅開張等事。戊子、丙子、







庚子三日惟水土生人用之大吉、內有黃羅紫檀、天皇地


皇、金銀寶藏、財庫貯連珠眾星蓋照、六十日、一百二


十日內、得大財貴人接引、受職祿、謀事大吉、旺六畜


益財產、亦宜安葬。 


閉丑日：不利婚姻起造、防虎蛇傷、騾馬踢、成惡疾、貧病、大


凶。 








董公選擇日要覽 
 


序 


  山河大地浩瀚之大，亦只不過是地球上的一小部份而已。但


地球亦只是太陽系九大行星中之一小星球而已；在九大行星之外


整個虛空中的銀河星系，也都在維持著相互牽引、吸引與調和之


運行，這是宇宙大調和，並非神佛所創造的，而是本來自然俱有


的，任格人都沒有給于。 


  然而，宇宙中所有星球為何會保持一定的軌道而不混亂呢？


這其中必然有著科學的高深眞理，是大智慧之學問，並不是一般


凡夫的人所能瞭解。 


  星球的相互引力，是物理學、光電學、數學、力學等的大結


合智慧，並不是一般人無學之士所說的怪力亂神邪說。所以，本


寺的易經研究班同修們，要以客觀、認眞的學習研究，相信各位


必能收到無限的法益。 


  擇日學之學問是在證明宇宙間地球與九大行星及廿八星宿


之能量，並且說明人與星宿之關係位置、時間，所產生的摩擦能


量，而直接、間接對人的吉凶禍福，這一門學問是有高深的科學


理論存在，並不是鬼神論。 


  今天本人鑒於世間人 往往在無知及自傲的心魔作下，將此


重要學問拋棄，而造下無可彌補的遺憾，實在可惜。 


  所以，本人才將此董公選擇吉日之妙法廣為宣傳，以盡身為


人的本份。 


  本書詳細內容及源頭是由本人的三元地理學大師唐正一先


生，及恩師玄空大師李蜀渝先生手中傳下的，本人願以此功德全


部回向 兩位大師，以表謝恩。 


               仙佛寺住持混元禪師 謹撰 


                 中華民國八十一年八月一日 


 








九月 戌 


寒霜 寒霜後三煞在北 


霜降 亥子丑方忌修造動土 


 


建戌日：丙戌天月二得卻吉。餘戌不利、若用之損財貧窮大凶！ 


除亥日：天成。乙亥、丁亥宜起造開張嫁娶入宅出行動土諸事大


吉、子孫興旺、永遠富貴。癸亥六甲窮日、不可用。辛


亥純陰之氣、非陽間所用。己亥火星惟起造嫁娶吉。 


滿子日：黃沙天富。丙子水潔淨之時、兼有天月二得、黃羅紫檀


天皇地皇層霄連珠祿馬諸吉星蓋照、宜嫁娶開張出行入


宅動土定磉拴架安葬、益家門利子孫、旺田產進六畜、


增橫財、六十日一百二十日內便驗。壬子木打寶瓶、草


木凋零大凶。餘子日不宜用事。甲子有黃羅紫檀星蓋照


可用。 


平丑日：小紅沙。有福生、惜被用建沖破、朱雀勾絞官司拮拒、


諸事不利。若小小營為、內有福生亦僅可用、然終無利


益。大用之立見其凶、丁丑癸丑煞入中宮更凶！ 


定寅日：丙寅天月二得、庚寅、霧銀有黃羅紫檀天皇地皇諸吉星


蓋照、宜起造嫁娶出行入宅開張一切諸事、主進橫財生


貴子、興家道旺六畜、大吉。壬寅犯月厭、受死無解。


但丙寅、戊寅、庚寅、三日雖犯月厭、內有諸吉星蓋照


故大吉。惟甲寅正四廢凶。 


執卯日：辛卯、己卯有黃羅紫檀天皇地皇諸星蓋照、宜嫁娶開張


出行入宅動土修方起造倉庫、主進財產增人口、興家道


旺六畜、大吉。餘卯次吉、惟乙卯正四廢凶。 


破辰日：往亡。天月二得、修造小吉。忌嫁娶開張入宅徙居、主


損六畜、耗財招口舌、餘辰更不吉。戊辰、甲辰煞入中


宮大凶！ 


危巳日：乙巳宜斬草安葬興工造作嫁娶開張那採移居出行入宅、


主益子孫家道興隆、發財大吉。餘巳次吉、只宜小作可


用、不利婚姻遷居開張出型、犯之凶敗。 


成午日：天喜。丙午天月二德、有黃羅紫檀天皇地皇金銀庫樓星


蓋照、宜起造嫁娶入宅出行商賈開張動土安葬、全吉一


切、發財富貴添丁、奴婢自來、謀望勝常。餘午次吉、


皆可用。 







收未日：己未是葬日。辛未、癸未定磉拴架次吉、但不利起造婚


姻出行入宅安葬開張倉庫、損遭瘟疫。乙未朱雀勾絞白


虎入中宮、丁未亦凶。 


開申日：天賊。戊申天赦、甲申水潔淨隻十、有黃羅紫檀聚祿帶


馬星蓋照、宜安葬作生基、但西沉之日、五行無氣、況


當秋墓之候、不宜起造婚姻入宅開張、惟安葬獲吉、益


子孫、家門發達。餘申次吉、庚申乃白虎入中宮、犯之


殺人更兇！ 


閉酉日：此時秋冬交界、俱為殺傷。己酉九土鬼。乙酉是安葬日。


餘酉亦宜小用、但是五行無氣、名為「暴敗殺重之日」


不宜起造婚姻入宅開張、用之冷退兇。 
 








七月 申 


立秋 立秋前一日為四絕。 


處暑 立秋後三煞在南。巳午未方忌修造動土。 


 


建申日：戊申天赦。甲申壬申為比合之日；只宜埋葬、然月建上


兇、不可用。庚申煞入中宮。丙申五行無氣、更主凶。 


除酉日：往亡。乙酉無凶星、開山斬草安葬興工定磉拴架修方造


作出行開張入宅移居、次吉。己酉九土鬼。丁酉凶敗。


癸酉伏劍之金、北方黑煞將軍之氣損傷凶惡。辛酉天地


轉煞、正四廢凶。 


滿戌日：天富天賊。丙戌、壬戌朱雀勾絞、白虎入中宮、用之主


招官司是非、家門衰敗損、人口、疾病纏身、一起一倒、


不離床席、大凶忌之。 


平亥日：騰蛇纏繞、損人口、遭官司口舌、橫禍凶！ 


定子日：丙子水潔淨之時、又遇旺地、值黃羅紫檀星蓋照、宜修


造安葬娶親開張出行入宅興工動土大吉。庚子、戊子次


吉。壬子木打寶瓶、水不逢時、乃葉落之木、甲子自死


之金、此時秋金殺氣方雄、不宜用也。 


執丑日：有朱雀勾絞、騰蛇白虎之煞、不宜用是、犯之主退財傷


人口。丁丑、癸丑煞入中宮、切不可用、乃受命之日也。 


破寅日：甲寅正四廢、庚寅、戊寅、丙寅皆不吉、諸事不宜、主


官司退財、人口啾唧、惟壬寅一日、有月德只利安葬也。 


危卯日：乙酉正四廢、凶。癸卯、丁卯有天德、黃羅紫檀金銀庫


樓玉堂聚寶星蓋照、宜起造婚姻嫁娶興工動土定磉拴架


開張出行入宅上官作倉庫牛羊欄圈、主家業昌盛人口興


旺、生貴子進橫財、富貴雍穆。餘卯日次吉。 


成辰日：天喜。壬辰月德、庚辰、丙辰三日皆是葬日、次吉、俱


不宜大用。戊辰、甲辰白虎入中宮、犯之三六九年銷所


遭凶。 


收巳日：小紅沙。有朱雀勾絞騰蛇、諸事不利、犯之招官司損人


口大凶。 


開午日：黃沙。壬午月德、丙午、戊午三日立惠千嫁娶修造埋葬


開張出行入宅動土諸事、六十日、一百二十日內、招財


獲福、貴人接引、田產興旺、人眷安康。餘午次吉、惟


庚午大凶。 







閉未日：天成天賊。癸未火星、天德、巳未火星、宜修造入宅定


磉拴架出行開張、次吉。辛未丁未小用亦次吉。惟乙未


煞入中宮、若在中庭釘丁打物、喧嘩吵叫等類、驚動神


煞、刑於家長、損傷頭目手足、大凶、主血光湯火之厄、


飛來禍事、小人侵害、官司口舌、纏綿。凡煞入中宮之


日、俱宜仿此選忌！ 
 








十一月 子 


大雪 冬至前一日為四離 


冬至 大雪後三煞在南。巳午未方忌修造動土。 


 


建子日：火星甲子天赦日進神、惜被月建沖破用之主官司破敗、


諸天赦不合之日也。丙子雖值水旺之時、進神為地轉亦


與月建相沖、其實水斷溪潦力亦甚減、終是吉中凶兆、


主先益後害、冰消瓦裂之時也。 


除丑日：天瘟乙丑、金墓之鄉、宜娶親起造出行開張動土伐木開


山、有吉星蓋照、主貴人接引、謀望遂意、餘丑次吉。 


滿寅日：黃沙天富。是土瘟、但不宜動土、然有福星竝黃羅紫檀


天皇地皇星蓋照、宜婚姻入宅、起造安葬、出行開張百


事順遂。壬寅、戊寅上吉。丙寅、庚寅次吉。甲寅又次


吉。 


平卯日：天賊。辛卯火星、卻犯朱雀勾絞、用之招官司、損財物、


起鬥爭傷情意、多惡疾、凶。惟乙卯一日次吉。餘卯主


父子兄弟不義爭鬥、自缢。惡人劫害、破敗大空！ 


定辰日：雖云吉、卻有天羅地網之咎、貴人不臨營為不利、煞入


中宮、犯之殺人、凶。惟壬辰雖犯官符、內有天德、黃


羅紫檀天皇地皇星蓋照、只宜安葬安門、嫁娶入宅、餘


事慎用。是日乃死氣之日、犯官符劫煞、飛宮官符同到


此方、故不利。 


執巳日：乙巳、癸巳、己巳有黃羅紫檀、天皇地皇星蓋照、宜安


葬安門、興工動土、嫁娶入宅、出行開張、營為諸事、


用之添人口、旺家道、生貴子增田地、大吉。辛巳次吉。


丁四正四廢凶！ 


破午日：天賊。壬午火星傍月德、僅可小小急用。餘午日招瘟疫


害六畜、乃月建沖破之日、凶。丙午正四廢凶！ 


危未日：丁未火海水潔淨之時、用之百事全吉。己未埋葬次吉、


餘未次吉、此二日用事、主進人口增田產、得橫財。辛


未、癸未諸事不利。乙未煞入中宮更凶！ 


成申日：天喜。壬申天月二德、甲申五行有氣之時、值黃羅紫檀、


金銀寶藏庫樓諸吉星蓋照、一切作為百福駢臻、諸事順


遂、生貴子旺財祿。庚申日只宜安葬及屋外小小修造則


可、若起造大工及婚姻入宅開張、立見凶禍、主損家長、







傷陰人小口、謂之「五行無氣、煞神聚入中宮、善人不


能降福」。余自幼年得此、在江湖選擇日無不切中、上


年見有人揀用此日、力為礙阻、其人不聽立見災禍、可


知此書、擇日實有應驗、不可輕視！丙申日用事、驚犯


鬼哭神號更宜慎之！ 


收酉日：小紅沙。有到州星、事到官而後散、只埋葬次吉、忌起


造開張出行入宅嫁娶等事、犯之官非冷退、損傷財物、


凶。余酉不利。 


開戌日：往亡。小葬亦僅備於急用、乃次吉之日。如丙戌、壬戌


煞入中宮、諸事忌用。甲戌八方俱白、二十四向諸神朝


天、元女偷修之日、可用。 


閉亥日：乙亥、己亥文昌貴顯之星、黃羅紫檀、天皇地皇、聯珠


天燈、聚祿帶馬、金銀庫樓、寶藏星蓋照、宜起造營為、


百事皆吉。八方二十四向用之皆利、用之家道豐盈、生


貴子進財祿、旺六畜。丁亥次吉之日。癸害六甲窮日。


辛亥婦人之金、陰府決遣之期、一年四季惟二月之辛亥


吉、餘亥皆不可用也。 
 








五月 午 


芒種 夏至前一日為四離 


夏至 芒種後三煞在北。亥子丑方忌修造動土。 


 


建午日：甲五天赦雖係轉煞、埋葬用之賜及、餘午日埋葬亦不利、


若別事用、主招官司口舌孤寡窮病、蓋五月逢午皆係天


地轉煞也。 


除未日：惟乙未一日最不利。如娶親開張入宅修造、主退人口、


生疾病、損財。其餘未日小作可用、乃次吉之日也。 


滿申日：天富天喜。甲申、丙申、戊申宜安葬起造婚姻入宅開張


出行、次吉。不宜動土。庚申只宜安葬、不宜修造入宅。


壬申西沉之日、五行無氣不可用、雖是葬日、但月令不


利。 


平酉日：小紅沙。有朱雀勾絞到州星、招官司、損長幼、家下伶


仃百事不宜、犯之大凶。 


定戌日：甲戌、戊戌、庚戌有黃羅紫檀、天皇地皇、金銀寶藏、


田塘庫朱、聚祿駕馬、御聖遊玩星蓋照、大吉。如起造


興工動土入宅開張婚姻埋葬諸事、加官進爵、生貴子、


益橫財。惟丙戌、壬戌二日煞入中宮、雖有吉星相解終


難受益。 


執亥日：乙亥可小修、為次吉。丁亥、己亥??又次吉。辛亥陰府


決遣之日、癸亥六甲窮日、又正四廢大凶。 


破子日：天賦。不宜娶親造作安葬入宅等事、犯之招官司損六畜、


田產不收、大凶。壬子正四廢、更兇。此日百事不利、


犯之受死。 


危丑日：丁丑、癸丑不宜娶親造作安葬入宅、犯隻田產不收、財


務失脫、虎咬蛇傷、多凶。餘丑亦不吉、損六畜招官司、


諸事不宜。 


成寅日：黃沙天喜。丙寅天月二得、庚寅戊寅、甲寅黃羅紫檀天


皇地黃金銀庫樓玉堂寶藏吉星相照、興工動土定磉拴架


入宅開張、六十日、一百二十日內、益財增喜、家們從


此富盛、世道愈見安康、大吉也。是月壬寅雖有吉星相


照、內中稍有煞星香客、次吉。 


收卯日：往亡。有朱雀勾絞、小人刑害、禍患纏綿、官司口舌、


損六畜、百事不宜、大凶。 







開辰日：天成。丙辰有月德。庚辰、壬辰有黃羅紫檀吉星蓋照、


用之田產六畜興旺、生貴子、百事大吉。惟戊辰、甲辰


煞入中宮、大凶。 


閉巳日：乙巳、辛巳有黃羅紫檀星蓋照、興工程造作動土修造池


塘倉庫牛羊欄圈、入宅婚姻開張出行、大益家門、子孫


昌盛、田產倍收、人口安康、大吉。餘巳不吉。 
 








選擇吉日用事名稱略釋 


 


☉出行：外出遠方旅之吉日。 


☉開市：各種商店開業或工廠開工吉日。 


☉掛匾：各種店舖或公司工廠行號應掛名號招牌之吉日。 


☉祈福：祈求神佛降福、作生日或謝愿。 


☉求嗣：向神佛或公媽求子孫或寫過房書。 


☉開光：雕刻神像開光點眼。 


☉訂婚：婚姻說合送訂婚禮金。 


☉納采：嫁娶結婚送完聘禮金。 


☉裁衣：嫁娶裁剪新郎、新娘衣服。 


☉合帳：新婚床作蚊帳門縫合吉日。 


☉嫁娶：女嫁男娶結婚之日。 


☉納畜：買入六畜養飼吉日。 


☉拆卸：拆除舊房屋之吉日： 


☉出火：舊房屋改建有神佛公媽香火請出暫寄別家宅。 


☉修造：舊房屋改建修理舊宅。 


☉動土：陽宅各種建築動工之日。 


☉起基定磉：建造房屋定地基石。 


☉豎柱：建造新房屋立柱或立壁。 


☉上樑：建造新房屋進中樑。 


☉安門：新建房屋安設門吉日。 


☉移徒：搬家遷移別宅之吉。 


☉入宅：新建大廈房屋進入新居。 


☉開井：開鑿水井之吉日。 


☉開池：開鑿水池魚池吉日。 


☉開廁：建設便所開工吉日。 


☉破土：安葬進金建造墳墓動土興工之吉日。 


☉修墳：舊風墳墓修理吉日。 


☉啟贊：拾骨骸搬金洗骨吉日。 


☉入殮：人死屍體移入棺木內。 


☉移柩：葬儀式前將棺木移出。 


☉安葬：人死埋葬或埋葬骨骸（進金）之吉日。 


☉成除服：人死後、作百日，或作對年，子孫除靈喪解服之吉日。 


☉謝土：新建寺廟大廈墳墓完工後謝地居主分金神。 








董公選擇日要覽 
 


蔣奇峰董書論略十三則摘要 


 


  昔余在京師時。與王介峰友善。十有餘載。頗見莫逆。其地


理命相。素稱精善。而其擇日揀時。尤為周緻。知其有秘本而未


得見也。甲戍之夏。余適至其寓。見有一書在其案頭。題曰「董


公選秘訣要覽」。欲近取閱。渠急籠袖中而起。慳不見。方後其


持服客邸。時邀余手弈閒談。以消長夏。復於無意中檢得此書。


急攜回鈔錄一遍。更以原書歸之。渠初有慍色。既而謂余曰。「兄


宜珍藏自用。勿妄與人。」余笑而誌之。 


  是書不與人之說。初味其言。似屬有理。繼而思之。殊非正


論。自古聖賢著作。莫不授於後也。傳諸其人。況是書於吉凶趨


避之理。簡明透徹。使人容易曉暢。為居家諏吉之要覽。正宜諸


次於世。使不知日干有無劫煞之輩。知所趨避。豈可藉此圖利。


居為奇貨乎。余雖固陋。不敢秘也。 


  大富貴人用事。與平常富貴者迥異。夫大富貴人揀日。推合


吉時。即可立成定局。縱日干有凶煞。一被其時內吉神化解。兼


被其威風節制。惡煞自退。用之無妨。平常富貴人用之。終不能


獲吉。若雜職庶民。亦隨而用之。更難免招非破財之事。故用日


宜擇。幷審已而行。無不獲善也。 


  有同日娶親開張。出行起造移居等事。其中有獲吉者。有不


利者。人所不解。蓋婚姻全仗主人年歲合局。與發轎洞房花燭之


吉時。移居全仗主人入宅。及敬神時辰為吉。然後再看所住之房。


與作灶方向。以及大門走道。與命宮順合與否。順合者為吉。背


逆者即為不利。故娶親開張出行起造移居等事。既已擇日。還宜


擇時。設若時之不利。何能望其平安。而稱心如意乎。是書於擇


日選時。兼備其美。致足珍也。 


  世之愚拙不諒。莫甚於余。每見人家用日不妥。或聞住宅不


安。不忍視其傾敗。往往前去諫勸。即素不認識。及向無瓜葛者。


亦必訪其親友而轉告之。而信者井鮮。迨至漸見死喪。理應覺悟。


而仍不見信。豈不謬歟。夫銀物失去。尚可復回。事不順當。猶


為小過。至人之年命月令不利。與天地陰陽風雨晦明之道。同為


一理。亟宜補救。如死喪家長人口。為居家極大之事。虧損家庭


眞元氣運。亟宜揀擇時日。移居為吉。倘使固埶崛強。偏戀此屋。







不肯移遷。必致人口逐漸消滅。顛覆無策。晚而悔悟。已無救矣。


人見余論擇日之佳。心甚不服。嘗問余曰。「富貴是天所定。如


遵是書。即獲富貴而全吉。則世有用事而不知擇日者。何以亦能


發財興旺。子孫竟為官宰乎。我見擇日者。其家未嘗皆富貴。知


醫者。其家未嘗不死人。精堪 者家未嘗皆發財做官。善推命好


看相者。其家未嘗盡是好命好相之人。今云擇日最好。我固不信


也。語云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子不聞乎。」余曰。「子之言初


在人情。後近因果。若以死生富貴。談及天命。此理甚微。第就


人而論。其有不學不識。竟能豐衣足食者乎。故父母養子。期其


有成。必延師教導。未有聽天由命。而待運通者 況歷古以來。


天子尚有元旦祈穀。躬耕帝藉。中宮亦禮蠶躬織。為百姓先。非


好勤也。農有餘屎。如有餘布。一絲米屎。總宜辛苦營謀。何得


聽命於天。譬如人飢不得食。寒不得衣。渴不得飲。病不得醫。


豈有不死。飢則食。寒則衣。渴則飲。病則醫。自然生矣。如子


所言。居家用事。不須看書擇日。是家有病人。亦可不須醫藥調


理乎。」其人語塞。余因告之曰。「吾幷非沽名釣譽。奉承於人。


因見人家不寧。不憚再四告誡。亦性之愚拙然也。試聽余逐條晰


言之。幸勿鄙其俚焉。」人又問余曰。「富貴竟是人所自為。而


非天所定乎。」余曰。「是又不然。二者兼而有之。古曰天道恢


宏。常與善人。又曰無善無不報。遲速有時也。故寒士有衣不遮


體。食不充飢。甚至阨窮而死。子孫百計營謀。薄成殮葬。試問


其時。貧困至此。何能擇地理。揀時日乎。及至子孫高官。科甲


聯。後人過其墓下。咸稱其地風水之美。與葬之得時。此何故哉。


蓋天之報施善人。冥冥之中。有主之者。是又作善降祥之說也。」 


  書內如有「煞集中宮」。及「白虎人中宮」之日干。切不可


在中庭釘釘鼓樂喧嘩之事。凡此種日干。縱有人專、直星、煞貢。


以及天德、月德。可以化解。而無如心已生疑。莫若不用為上。


切不可為術人所感。如起造者云。「有水星相解」。如婚姻者云。


「有文星相解」。否則或書一符。或書一字。以為鎭魔。欺惑世


人。罪不可逭。余自三四年來。見人家往往犯白虎入中宮。併五


鬼凶日。及黑煞所臨之日干。用婚姻起造等事。速者百日內外。


即見死喪人口官司等事。緩者一年之外。或遲至三年之久。必應


其凶。設若不應。乃是其家運正旺。而本人之善根福祿正艾。故


無大禍。不然。凶神附體。難免災映。蓋此種日干用事。總難獲


吉耳。擇日務將此書與憲書核對。憲書吉此書亦吉。用之大吉。







如遇二十八宿之金神七煞值日。切不可犯用者忌之。 


  遵書而行。能富貴全者。如諸葛武侯與周公瑛二人。公心持


正。合時擇日。感動上帝。以資風雨。破曹兵八十萬於赤壁。是


非獲富貴而全吉乎。至王莽司馬遹二人。非不深通曆數。其初用


事。亦未嘗不吉。後來包藏禍心。卒至滅亡。幷非謀之不藏。實


是天奪其魄。雖書亦奚以為。 


  貌厚福艾。命順才高者。照書用之。更加獲吉。如相薄福淺。


命逆才庸者。照書用之。亦得平安。故此書大有裨益。余得以來。


於茲十載。默坐追悟曩日之非。惟知混樂。時日不知。審已趨吉。


以致微運漸逆。併兼疾病纏身。一敗塗地。甚有斷坎。近年來遵


此書而行。移居潦掃。立灶安神。以及祭祀之常。不敢越其範圍。


竟得藉以平安。轉逆為順。可知「萬事雖由天定而人力亦可挽


回」。故易曰「惠迪則吉。從逆則凶。」是以堯夫著「皇極世經」


等書而為學。周子著「易通」等書而為理。無非欲人通陰陽之奧。


審吉凶之機。而操惠迪之券也。 


 


 








二月 卯 


驚蟄 驚蟄後三煞在西。申酉戌方忌修造動土。 


春分 春分前一日為四離。 


 


建卯日：不宜用事、犯之損家長及少房、子孫遭瘟疫貧苦、哭泣


重重、三五年或遲至九年橫訟敗亡。二月建卯日皆為天


地轉殺之日也。 


除辰日：不利移居入宅、婚姻開張、一切營為等事、犯之六十日、


一百二十日內、主招官司、損財、敗田蚕失產業、甲辰


戊辰煞集中宮更兇、主三年內亡宅長、舊物作怪、火盜


侵欺。 


滿巳日：往亡天空。不宜動土、如修造百事具吉。若在乾巽二宮


起造皆吉、出行開張婚姻入宅內有黃羅紫檀田塘庫貯星


蓋照、年內家生貴子、田蚕興旺永帶吉昌。 


平午日：只宜作生基、如婚姻修造等事用之、六十日、一百二十


日內招官司、損人口、三六九年冷卻〈生基即壽木及生


基也〉。 


定未日：不利婚姻起造、係陰宮主事、不宜向家內動作、一切屋


外修為不妨。乙未日乃白虎入中宮更凶、犯之損人口、


是月惟癸未一日乃水入秦州、因癸水當長生相旺之際、


內有黃羅紫檀天皇地皇星蓋照、利人眷添子孫、進田


地、大吉。餘未俱不利。 


執申日：有天月二得、宜修造動土、埋葬婚姻、開張入宅出行等


事。並有黃羅紫檀、金銀庫樓、寶藏星蓋照、三六九年


內、大旺添人口生貴子置田產大吉。惟庚申日乃春正四


廢百事忌。 


破酉日：小紅沙天賊。不利婚姻修造等事、犯之六十日一百二十


日內招官司、口舌、陰人劫耗、小口疾病。辛酉正四廢


更凶、此日乃月破大凶之日。 


危戌日：宜合板作生基、如修造會親婚姻、不利於長房、先退田


地火盜侵欺。又云「丙戌、壬戌煞入中宮更凶」。 


成亥日：天喜、有天皇地皇黃羅紫檀、玉堂聚寶星蓋照、宜婚姻


張入宅出行起造安葬定磉拴架、六十日、一百二十日


內、進橫財、貴人接引、謀事大吉、是月之辛亥癸亥上


吉。 







收子日：忌婚姻起造入宅開張、犯之三年內必退財、無進益、主


事非官訟產業虛耗。 


開丑日：不利造作裝修婚姻會親、犯之主田蚕不收室有產危、湯


火之灾、丁丑癸丑煞入中宮更凶、主官非損人口小人侵


害。 


閉寅日：黃沙。有活曜星宜合板作生基、但不利修造動土及婚姻


入宅開張等事、是乃五行無氣、平常之用則可、雖無大


害不用為妙。 
 








三月 辰 


清明 清明後三煞在南 


穀雨 巳午未方忌修造動土 


 


建辰日：有地網勾絞、不利修造安葬婚姻開張等事。犯之主湯火


驚傷、縱生男女皆醜拙、惡陋無益。甲辰戊辰煞入中宮


更凶、主三年內家破人亡。 


除巳日：丁巳宜修造入宅移居動土作用婚姻等事大吉。己巳造作


入宅等事亦吉、如埋葬犯重喪不利用。乙巳有十惡凶。


辛巳雖有火星卻有猖鬼敗亡又是十惡伐日不宜用。癸巳


天上空亡又是十惡伐日不宜用。癸巳??天上空亡又犯土


鬼亦不宜用、此皆必應之事也。 


滿午日：天富。甲午有土鬼。丙午平常不能見吉。戊午有猖鬼敗


亡並犯重喪、即安葬亦屬不宜。更午十惡日、不可用。


壬午天月二德用之次吉。 


平未日：與天正五月相似、不宜用事、即小小營為亦不利、若乙


未更加凶險、蓋數值天罡、又犯凶絞朱雀也。 


定申日：甲申、丙申宜斬草破土定桑全架安葬大吉、二三年內益


子孫進財祿。壬申有天月二德黃羅紫檀天皇地皇金銀庫


樓星蓋照、是日十全大吉大利。戊申天罡空王、猖鬼敗


亡凶。庚申正四廢、亦凶。申日又屬往亡出行出均赴任


不取者此也。 


執酉日：乙酉宜修造入宅婚姻開張出行等事。癸酉安葬大吉。丁


酉安葬次吉。己酉有九土鬼。辛酉正四廢不宜用。 


破戌日：值月建沖破、諸事不宜。丙戌煞入中宮、更凶。 


危亥日：天成、有風暴、己亥火星有文昌星蓋照、上學大吉、餘


事次吉。乙亥用之亦次吉。辛亥、婦人之金、陰府決遣


之期、陰氣全盛、非陽間所宜。丁亥又值黑煞。癸亥六


甲窮日、五行無氣絕人又受死事、不可用。 


成子日：黃沙天喜。壬子雖有天月二得、乃一白主事、木打寶瓶


終是北方沐浴之地、五行無氣福力減淺、但小小營為則


可、若開張出行入宅修理及婚姻等項用之就見凶敗禍害


灾傷、是日謂之「瓦解冰消」。 


收丑日：小紅沙天賊。丁丑癸丑煞入中宮、不利修造婚姻入宅等


事。犯之主財退疾病、爭訟是非、凶、餘丑亦不吉、防







小人刑害。 


開寅日：天賊。戊寅天赦用之卻吉。壬寅有天月二德、只宜埋葬


及合板做生基、用之益子孫、進田地、生貴子陞官職上


吉。其餘寅日次吉、但有六不成不合之疑、用之亦屬不


利、宜慎之！ 


閉卯日：不宜躁做婚姻埋葬入宅等事。犯之損傷疾痛冷退凶百事


不宜。 
 








八月 酉 


白露 秋分前一日為四離 


秋分 白露後三煞在東。寅卯辰方忌修造動土。 


 


建酉日：小紅沙天成。乃五行自敗之時、百事皆凶、兼犯天地轉


煞更兇、遭官司產厄、水火殊災、子孫逃散、家敗不止。 


除戌日：庚戌天月二得、戊戌、甲戌宜興工動土入宅開張婚姻等


事、用之次吉。丙戌、壬戌煞入中宮、諸事不宜、犯之


主失財冷退大凶。 


滿亥日：天富。乙亥文昌貴顯之星、丁亥、己亥有黃羅紫檀天皇


帝黃華彩操持祿馬諸星蓋照、利起造興工動土拴架入宅


嫁娶開張出型營為諸事、大作大發、小作小發、六十日、


一百二十日內、遲至周年、便見獲財成家、生貴子、旺


田產興六畜。辛亥、陰府決遣之日、非陽間所用。癸亥、


六甲窮日、五行無氣、不可用。 


平子日：往亡。朱雀勾絞、招官司損宅長。丙子乃水潔淨之時、


庚子火星傍天月二德、戊子等三日、利起造嫁娶入宅出


行動土、用之卻吉。甲子亦有火星、但是北方黑煞之氣。


壬子草木凋零之時、五行無氣、不可用。 


定丑日：辛丑、癸丑、乙丑、丁丑次吉。惟乙未丑不利、諸事不


宜、犯之主及病、生災凶。查定丑日、董公原本內載「辛


丑、癸丑日用事次吉。乙丑、丁丑亦次吉。惟己丑不利」。


馬諸家曆法云「丁丑、癸丑犯朱雀勾絞、又有白虎煞入


中宮之兄、而辛丑值秋五墓、干支無氣、百事忌用」、


似難辨其為吉、雖有協紀辨云「丁丑、己丑宜婚姻嫁娶」


之語、然是月之丁己辛癸四丑日、均有凶煞、況己丑更


有十惡之凶、昌鬼敗亡之險、如何得用！故此數日總以


不用方穩善、高明以為何如！惟乙丑核對各書均言上吉


或可用。 


執寅日：黃沙。庚寅天月二得、有黃羅紫檀天皇地黃金銀寶藏田


唐庫聚祿帶馬鑾輿官曜眾吉星照臨、宜起造婚姻動土移


居開張出型、主旺田產、進橫財增六畜添人口興子孫、


改換門庭家道隆昌。餘寅亦次吉、可用。惟甲寅乃正四


廢凶。 


破卯日：天賊。癸卯、己卯用事次吉。餘卯不利、有朱雀勾絞、







招官司口舌、兼犯月厭之凶。乙卯正四廢亦凶。 


危辰日：壬辰水潔淨之時、丙辰宜破土興工開張出行入宅婚姻、


百事順利大吉。戊辰草木凋零、庚辰天地相疑、不吉。


甲辰煞入中宮大凶！ 


成巳日：天喜。乙巳、己巳有紫檀帶祿驛馬集聚曲堂諸星蓋照、


宜婚姻入宅興工動土開張出行起造倉庫牛羊欄、皆大


及、百事順利。餘巳次吉。 


收午日：福生、可惜建破來充、壬午火星、用事次吉。惟戊午有


火星、不利。庚午亦不利。丙午動土安葬一切營為亦次


吉、犯之損子孫招官司冷退凶。 


開未日：丁未、己未、辛未、癸未均係次吉之日、只宜斬草開山


掘樹安葬等事。惟乙未百事不利、凶內犯、棄敗死絕之


鄉。 


閉申日：戊申天赦、庚申丙申天月二得、宜出行修方動土興工定


磉拴架婚姻入宅安葬開張作倉廩牛羊猪欄、利子孫旺田


產進橫財、家門發達上吉。甲申、壬申次吉。 
 








董公選擇日要覽 
 
董公選擇要覽略記（錄自唐大師正一之書） 


 


  董德彰先生號「銀峰」，不知何時人，撰著此書簡而明，實


得星家秘訣，其書題曰「董公選」書內所開吉凶日期要不應驗，


奇中人皆欽服。其書傳自「商山公」得之行道數十年與人造福，


即此書也，余雖不知微蘊，然讀易頁「利見大人」，夫利非人之


所可自持，亦惟有聽之而已，但人生筮壁，受官，出行，謀幹，


及婚姻吉禮，起造移居，以及喪凶葬祭，莫不思趨吉而避凶，蓋


欲求平安而圖其利也，欲求吉利，非擇日選時不可，嘗思成都市


上，以至口不二價之候休，皆精於術理，惜其法不傳，今得是編，


即為嚴韓二子之錦囊，正擇日選時之模範也，因付剞劂並弁數言


於首。嘉慶二十二年季春望後四日書於京都宣武門外琉璃西門內


延壽禪林浙東散人奇峰蔣雲謹序。 


  （按：先生前明時人，姓董名，字德彰，著有四神秘訣水法


等書，居江西饒州府德興縣，縣有銀峰山，故稱銀峰先生，以精


於術數，又稱「董半仙」云。） 


 








十月 亥 


立冬 立冬前一日為四絕 


小雪 立冬後三煞在西。申酉戌方忌修造動土。 


 


建亥日：不利起造開張嫁娶入宅出行安葬、用之損家長。如乙亥


己亥、亦只宜小作營為、緣十月建亥不利。 


除子日：雖是五行旺相、但秋冬交界之初、有轉煞之兄、諺云「轉


煞而傷未可輕用」。甲子天赦不是轉煞。 


滿丑日：天富天成天賊。丁丑、癸丑煞入中宮、不利起造嫁娶鼓


樂喧嘩等事、以及釘門各務、驚動神煞、主損人六畜。


餘丑亦不宜用、只可清魂入墓。凡金入丑宮、五行無氣


並犯月厭、天賊之凶。 


平寅日：有到州星、事到官府而後散、惟甲寅乃上吉。壬寅、庚


寅次吉、小小修為則可、大作不宜。餘寅日凶。 


定卯日：乙卯天德、辛卯、己卯宜動土興工定磉上樑嫁娶入宅出


行開張等、用之吉曜照臨。餘卯次吉。 


執辰日：甲辰天月二德、只可偷修、若起造興工嫁娶入宅則不利。


十月雖不是敗日、然終有凶。餘辰亦不利、惟丙辰可以


開山斬草安葬次吉。戊辰煞入中宮大凶！ 


破巳日：小紅沙。又犯朱雀勾絞、諸事不宜。惟乙巳有天德、小


小營為、用之次吉。丁四正四廢、犯之雷霆散敗、橫事


失財。 


危午日：黃沙。甲午月德、有黃羅紫檀金銀庫樓諸吉星蓋照、嫁


娶開張起造動土出行入宅安葬大吉。餘午次吉。丙午正


四廢凶。 


成未日：月建三合、惜乙未煞入中宮、忌出行安葬嫁娶入宅開張


修造。惟癸未火星、水入秦州是貴人之星、值黃羅紫檀


金銀聯諸星蓋照、宜起造嫁娶、納采問名、出行遇貴人、


家宅永安寧、主周年百事得貴人接引、進田產生貴子、


發福上吉。餘未次吉。 


收申日：卻犯到州星、用之招官司、損人口。惟甲申水潔淨之時、


水土長生居申、利安葬嫁娶出行入宅動土開張起造營


為、主週年百日貴人自來提拔、凡是遂易。庚申受死無


氣、又煞入中宮、犯之主殺人大凶。 


開酉日：乙酉天德是葬日、宜娶親入宅起造開張、用之上級、主







增田宅、受職祿、光明戶、奴婢義僕自來投顧、諸事順


遂。己酉九土鬼、安葬則可、不宜大用。餘酉次吉。 


閉戌日：火星甲戌月德、宜嫁娶開張出行入宅、但不利動土起造


埋葬移居。丙戌、戊戌百事凶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