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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不同的顏色對人的情緒有不同的影響。來源於八字的土金水木火可以讓你瞭解自己的五行含量和個性特點，
可以讓你找到自己的幸運顏色，並在人生起伏的柱狀圖中得悉人生不同時期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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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常見問題及解答（FAQ）

Q 3 - 添加資料中為何有夏令時的選擇？
又稱日光節約時間（英語：Daylight saving time），是一種為節約
能源而人為規定地方時間的制度。一般在天亮早的夏季人為將時間
提前一小時，可以使人早起早睡，減少照明量，以充分利用光照資
源，從而節約照明用電。各個採納夏令時間的國家具體規定不同。
在台灣是沒有夏令時的，如在香港曾於1941年4月1日至1979年10
月21日期間的夏季實施夏令時間（1977年和1978年未有實行）。
地球每分每秒都在不停自轉，因此不同時間的能量會有所不同，對
出生時間的準確性會有很大的影響。

有關常見問題及解答（FAQ）

Q 4 - 我不知道出生時是否有夏令時要怎樣查找？
用Yahoo, Google等搜尋器，或在維基百科網頁上打上「夏令時間」
即可查找到相關訊息。

Q 5 - 查詢出生位置要到多準確？
因為是用Google Map的經緯度，所以以出生地國家或城市就足夠
了，如台灣台北市，可不用到大安區，因為在地圖上顯示的差距不
會很大，但是台灣台北市與台灣高雄市就會有些差距。

Q 1 - 何處可以下載色彩與情緒應用軟件?
iOS系統請在Apple App Store下載「色彩與情緒」亞洲版，
Android系統即將可下載。

Q 2 - 下載後應該如何操作？
首次使用者，直接在手機螢幕上打開「色彩與情緒 」應用軟體，即
可看見首頁「Color & Emotion」字樣後隨意點畫面即可就啟動了，
再先進入語言設置選定繁體中文，日後就這軟體的資料所有的顯示
將以繁體中文表示。並在添加資料中按空欄所需資料填入，再按呈
遞後個人資料就會存入並自行計算，使用者就可開始獲得想要瞭解
的資訊。

下載應用軟件

4

有關常見問題及解答（FAQ）

有關常見問題及解答（FAQ） 5

Q 6 - 我只知道國曆( 西元)的生年月日，不用農曆的出生年月日可以
嗎？

Q 9 - 「八字」與天干地支有甚麼關係？
在 「八字插座」應用軟體中，只要將你出生年月日時輸入後，就可

只要將國曆( 西元 )出生年月日輸入「色彩與情緒」應用軟體，它會

以看到八字的八個組成，第一對天干地支是你的出生年，接下來是

自動計算出你農曆出生年月日。

月、日、和時間。而八字的每一個字符都代表著一個五行屬性和用
陰陽表示的正負極。即是說你出生時已由上天所訂的命盤。

Q 7 - 我不知道我的國曆( 西元)的出生年月日時又該怎麼辦？
請先至Yahoo, Google等搜尋器上打上「萬年曆」來查找出對應的國
曆(西元)的出生年月日後再進行資料輸入。

Q 10 - 中國古代紫微斗數都是用天干地支來計算出「八字」，為甚
麼一定要算到小時與分？
這就是現在算命師所說的「共盤」 ，十二地支，每個地支為二個小

Q 8 - 媽媽只告訴我午時出生，但午時是有二個小時，我要怎查找？

時，即如果卯時生的就表示是上午5、6點出生的人都是用卯時，所

這的確較困難，你可以至iOS系統請在Apple App Store下載「紫微

以是共盤；但試想想即使是雙胞胎出生，時間只差幾分鐘，命運也

西經」應用軟體，試午時11點及12點這二小時時間輸入後查找, 從

是各自不同，正因為如此「色彩與情緒」突破這困難，與運用最新

命盤中找出以往曾發生重要事件時點來推估出出生時間，準確度自

電腦運算技術來為使用者計算出最精準的個人八字排盤。

然會有所影響。

下載應用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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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11 - 「四柱」是指甚麼？

Q 15 - 甚麼是陰陽？

八字分四柱 排列，所以簡稱「四柱」：「年」柱 代表一個人的基

世間萬物都存在著相反的極性，或者說兩個極端。這兩個極性互相

本元素，涉及的不止是個人，而是一個家族數個世代的出生時間和

依存，無法單獨存在，相互交織、連結。但也又不純粹相對，即使

地點，在出生時就擁有的元素。「月」柱象徵元素的平衡，職業生

在相反兩極裡依舊有一絲彼此的存在，這樣看似簡單實則複雜的觀

涯、生活環境、最終循環周期的指標。祖父母的關係，展現人的行

念就稱為「太極」。許多二元對立的事物像明與暗、正和反、高與低都

為與家庭的關係。涉及的是一個人的直系血親，像是跟父母與「日」

只是太極展現的方式之一，兩邊都一樣重要而必需又互相依賴。

柱顯示一個人的性格特徵，與個人、愛情、重要夥伴或婚姻生活
有關。

所有柔軟、被動、順從、緩慢、冰冷、陰暗，和水、土、月亮、夜
晚、嬌柔有關的都是陰性。另一方面，所有堅硬、主動、突出、快

Q 12 - 八字與五行有甚麼關聯性？

速、炎熱、明亮，和火、天空、太陽、白天、陽剛有關的都是陽性。

一個人的五行是由他個人八字中的命柱和天干決定（在「色彩與情
緒」的生辰八字頁面，左邊的直行代表天干，右邊的直行代表地
支）。命柱代表個人的主屬性，作者們將他演繹成為交流電（AC）
，這是人與人之間交流的主要元素之一。AC是Alternating Current
的縮寫，常用來描述電流方向發生改變。至於八字中所有的五行元
素屬性均可理解為直流電（DC）。DC是Direct Current的縮寫，常
用來指電流方向不發生改變，電源正極和負極也不變。人體中不產
生任何交流的直流電，因此它們原有的陰陽配套屬性只能供自己運

相生

權衡

相輔

用，提升和互轉，是不能用於人與人之間交流。

Q 13 - 為甚麼有了五行，還要區分陰陽？

Q 16 - 五行相生？

五行土、金、水、木、火是一個人的人格、情緒、行為協調的根

是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這代表自然環境裡不斷

本；而陰和陽可被想像成相反的兩極，那五行就是一個輪狀的簡單

的滋長，以及人生過程裡的順利前進，也好像人們擁有生存的本能，能

系統。總而言之，這是我們在這生活的宇宙中一個健康生活指南的

夠順利走完人生旅途。

基礎理論。

Q 17 - 五行相輔？
Q 14 - 排盤中的生辰八字，除了有自己的八字以外，還有如陰火，
陽金等，有甚麼意義嗎 ？
這是陰陽與五行，應用軟體從使用者輸入資訊自行計算出這個人的
生辰八字與陰陽五行屬性 。五行是由出生時間和地點推斷而來，包
含一個人的性格和特質；瞭解一個人的性格就能看清他的強項與弱
點，因此十分重要；而又由於這些特質和情緒與感受息息相關，更
能幫助我們做出決定。

土、金、水、木、火五種物質存在相互滋生和助長的關係，正如人們生
活中必須具備休息和調養的時候，也是日入而息的自然規律；也是太陰
相輔所有五行元素互相滋生。

Q 18 - 為甚麼不用「相沖」而用「權衡」，有甚麼差別嗎？
在中國，形容五行元素出現衝突的術語是相剋或相沖。究其因，那不過
是代表五行元素磁場的個別差異，以及相處一起時出現的重重矛盾。物
理學定律指出異性相吸，因而引發出某些衝擊。

陽土

陽金

陽水

陽木

陽火
權衡狀態的相關資源是有限度的。一般人感到煩惱和生活不如意，往往

陰土

陰金

陰水

陰木

陰火

就是處於這個權衡周期。這期間內，我們需要非常小心運用所有五行能
量，從而達致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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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19 - 八字的陰陽五行怎麼區分？

陽

作者們將八字陰陽五行元素：土、金、水、木、火轉換成
的簡單數字，0、1、2、3、4、5、6、7、8、9。

陰

土

Q 20 - 五行的顏色？

Q 24 - 我們可以用甚麼方式來補充缺少的五行元素？
配帶寶石、飾品、服裝等方面，可以利用不同屬性的五行顏色及形
狀，找出恰當的五行元素，從而促進我們日常生活的正能量。利用
相生，相輔，權衡循環的道理，如果你某種五行元素的比例偏低，
便應該較多留意該種元素，對其餘元素的關注則可較少。當你留意

宇宙中的五行顏色為：黃色為土，白色為金，藍色為水，
綠色為木，紅色為火。

金

五行能量的話，便能控制及改變四周的能量。瞭解五行元素的流
動，以及它們之間的相互影響，可以給你力量，助你改變你的未來
日子。

水
Q 25 - 五行元素的顏色有哪些？
木

Q 21 - 怎樣查找出我的個人元素屬性？

元素金的色彩有：白色、金色、銀色等系列。

人的個人主屬性也是日柱的天干，而在「色彩與情緒 」
應用軟體，就可找出個人元素屬性，只要將出生年月日等

元素土的色彩有：黃色、咖啡色、褐色，米色等系列。

火

元素水的色彩有：藍色、黑色、灰色等系列。

資料輸入就可以在生辰八字頁面最下方找到個人元素屬性

元素木的色彩有：翠綠色、青色、墨綠色等系列。

了。一般而言，屬性為陽的五行元素色彩大都是單色，且

元素火的色彩有：紅色、紫色、粉紅色，橙色等系列。

明亮和清晰。而屬性為陰的五行元素色彩則是混濁和深暗
的色彩系列。綠色為木，紅色為火。

Q 22 - 我想要知道自己的五行，如何查找？
在「色彩與情緒」應用軟體，就可找出個人與所需要的五行顏色，
在選項單中有「五行詳解」，就可以找到自己個人五行元素能量的
比例，及所需要的元素。這軟體並建議可以利用自然寶石來提升個
人的能量到達和諧與平衡，只要再按頁面一下就可以前往應用程式

Q 26 - 使用寶石能提升自己缺少的五行能量，要如何選擇？
五行
土

對應顏色

陰

黃色、咖啡色、茶

黃水晶、黃鐵礦、虎眼石（土

色、褐色、米色

+木）等

商店，下載「提升你的能量」(亞洲版)應用軟體獲得相關資訊。

金
Q 23 - 從軟體中找到自己的五行是缺木，金的百分比是最少的，為
甚麼軟體建議我要補充土呢？
每個人最弱的五行通常跟他的生活態度和習慣有很大的關連，所以

他的生活品質和健康，因此軟體會以你主屬性的元素來建議最需要
的元素能量；而你也可以按應用軟體中顯示出的五行百分比來調整
及平衡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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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水晶、珍珠、鈦晶（金+全
面）、青金石、金髮晶等
茶水晶、黑碧璽、黑髮晶、海

水

黑色、藍色、灰色

藍寶、藍水晶、藍松石、黑曜
石、青金石等

我們應以此為根據增加缺少的五行來創建一個平衡。透過更進一步
的瞭解這種相關性，運用五行顏色在衣食住行中取得平衡，來提高

白色、金色、銀色

木
火

綠色、青色、翠

綠幽靈、橄欖石、虎眼石、孔

色、

雀石、綠髮晶等

紅色、紫色、粉紅
色、橙色

紫水晶、紫黃晶、粉晶、石榴
石、紅紋石、珊瑚、紅髮晶、
紅碧璽等

有關常見問題及解答（FAQ） 11

Q 28 - 人生密碼的數字有甚麼意義嗎？
五行

數字含義
1代表開源，五行屬性為陽水。代表人體器官中的口部。口是消化系統的開端部分。口與外
界相通，並與咽喉連接。是消化系統的開端部分。口與外界相通，並與咽喉連接。所有事
物均從1開始，1也是起源。數字為1的人擁有天賦的開創及革新能力。
2代表支配的實現，五行屬性為陰火。代表人體器官中的眼睛。眼睛是最重要的感覺器官之
一，構造非常精細，它可以在不同環境下改變本身的具體形態，使人類能夠在複雜環境下
獲取正確資訊。數字為2的人具有敏銳的觀察力，能夠從施工至完成階段支配整項工程。

3代表測試預算及推廣，五行屬性為陽木。代表人體器官中的肝，主要具備新陳代謝功能，
並在體內起著去毒素、儲存肝糖和分泌性蛋白質合成等作用。數字為3的人是企劃、測試和
推廣方面的人才。
4代表工程分析及執行，五行屬性為陰金。代表人體器官中的肺。肺與外面環境的氣體互
換，除了主管呼吸功能外，它還具備非呼吸性的防禦、免疫及內分泌代謝功能。數字為4的
人擁有分析及執行的才能。

Q 27 - 如何查找出我的「人生密碼」？
我們將所有陰陽五行元素在【八字插座】應用軟體裡的人盤轉成為
數字的代碼。個人元素（主屬性）為第一個數字，再順序加上年、
月、日、時八個數字後，這成為我們個人的人生密碼了。使用者可
以運用【109TM紫微羅盤】應用軟體，將前述個人資料輸入後，就
可以獲得自己的人生密碼，在我們的應用軟體中，使用者可以將個
人的人生密碼和其他人或物品的密碼進行AC&DC配對，來瞭解自己
是否適配了。

5代表平衡，五行屬性為陽土。代表人體器官中的脾胃。中醫認為人體的氣血是由脾胃將食
物轉化而來，故謂脾胃乃後天之本。數字為5的人擁有能夠轉換及移動兩物，以及分配及平
衡事物的本能。
6代表價格金額、流量，五行屬性為陰水。代表人體器官中的腎。它的基本功能是清除體內
某些廢物和毒物，卻同時保留所需要的水份及其他有用物質。數字為6的人在定價及規格方
面均很敏銳及準確。
7代表製造的品質，五行屬性為陽火。代表人體器官中的心。其主要功能是提供壓力，把血
液運行至身體各個部分。在製造過程裡也就是對品質的要求。數字為7的人在品質要求上具
有天份，能夠提供速度和生產效率。
8代表合理化，五行屬性為陰木。代表人體器官中的耳。它具有辨別振動的功能，並能將振
動所發出的聲音轉換成信號，然後傳給大腦。在腦內，這些信號又被轉譯為詞語及其他聲
音。數字為8的人能將四周事物合理地彙整後表達出來。

下載應用軟件

9代表目標的終點，五行屬性為陽金。代表人體器官中的鼻。現代醫學中的鼻是呼吸道的起
始部分，能夠淨化吸入的空氣並調節其溫度和濕度。它是主要的嗅覺器官。9是個位數中的
最後一個數字，數字為9的人擁有天生的才能，可將目標貫通，並能透過實踐來達致最終目
標。
0代表全部和總結，五行屬性為陰土。代表人體器官中的腦。人體是在最高司令部「大腦」
的統一指揮下進行工作的，從而保證人體的工作可以各盡所能而又有條不紊。數字為0的人
差不多可以將所有作業控制進入一個系統，保持著可靠的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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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常見問題及解答（FAQ）13

Q 29 - 在 「色彩與情緒」也有天、地、人盤這與「紫微西經」中的 天、地、人盤有甚麼差異？
「紫微西經」書及軟體中對於 天、地、人盤已有詳細說明，使用者可以參閱。而在「色彩與情緒」中
的天、地、人盤的生命數字則是指事業上夥伴。

天盤：在這天盤中1、4、7、是第

地盤：在這地盤中2、5、8、成為

人盤：這人盤中3、6、9、成為第

一組最好的搭配，他們能將想像轉

了第二組真正的生產過程，能將一

三組合，這個組合能將所有商品推

化成設計，再規劃成新產品。

件樣品，分類、加工流程、成為一

廣到盡善盡美，達成理想。

主星

五行屬性

紫微

數字代碼

主星

五行屬性

陰土

太陰

陰水

天機

陰木

貪狼

陽木

太陽

陽火

巨門

陰水

武曲

陰金

天相

陽水

天同

陽水

天梁

陽土

廉貞

陰火

七殺

陽金

天府

陽土

破軍

陰水

數字代碼

Q 31 - 從應用軟體中找到自己的主星，作用是甚麼？

件真正的商品。
• 出生的年份尾數是1，如1981

Q 30 - 紫微斗數的十四顆主星的五行屬性與數字代碼？

• 出生的年份尾數是3，如：1963

你的性格、抉擇、方向等特質均可從你的主星反映出來，所以找出該顆

、1991、2001、2011、是屬於

• 出生的年份尾數是2，如：1972

、1973、1983、1993、是具有

主星是會直接影響你的人生方向。再運用我們創新的應用軟體，來協助

開源者、源發者、發令者、也是

、1982、1992、2002、是天生

天生的眼光和推廣商品企劃策略

你選擇出對你有激勵正能量的合適衣著，並可讓你清楚明白適配於十四

萬物的起源。

具有很強的分析能力，很容易對

的人才。

主星的服裝類型，這有助你尋找成功人生的路向。

事和人自然的支配，和實現。
• 出生的年份尾數是6，如：1966

• 出生的年份尾數是4，如1984
、1994、2004、2014、是屬於

• 出生的年份尾數是5，如：1975

、1976、1986、1996、可以將

執行者有著天生才能將源發者想

、1985、1995、2005、是負責

一切開支和訂價取得平衡，設置

要做和開發的物品做成様本。

將事情進展進入一個流程和諧平

市場的需求。

衡的運作的主要推手。
• 出生的年份尾數是9，如：1969

• 出生的年份尾數是7，如：1977
、1987、1997、2007、則賦有

• 出生的年份尾數是8，如：1968

、1979、1989、1999、這是數

天生的質量感，非常重視品質。

、1978、1988、1998、是屬於

字裡的最後號碼，也是說最後的

能將所有產品轉入商品，讓商品

目的地，在9字年份出生者，天生

合法和保護權益的人。

就存有目標對每件事物都能看到
最後的結果，並能達成目標。

數字0：數字0的人他們天生好學，也樣樣精通。
出生年份的尾數是0，如：1960、1970、1980、1990、是個可以聯繫所有
號碼的強手，在一個企業團隊裡的主要系統，用他們來䕶持著各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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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常見問題及解答（FAQ）15

Q 32 - 十二生肖的陰陽五行如何區分？

Q 34 - 為甚麼要制定衣服的九位數識別代碼？
制定這套九位數識別代碼時，是考慮到衣服的整體構造情況，分析

主星

五行
屬性

鼠

數字
代碼

主星

五行
屬性

陽水

馬

陽火

牛

陰土

羊

陰土

虎

陽木

猴

陽金

兔

陰木

雞

陰金

龍

陽土

狗

陽土

蛇

陰火

豬

陰水

深入，從布料的來源以至衣服的生產地均一一涵蓋。有關代碼能夠

數字
代碼

Q 33 - 109TM是甚麼？

真實代表不同的能量水平。每件衣服均以紫微斗數裡兩顆主星代表
著基本的五行結構。任何概念都需由多個不同構思串連一起而成，
這種情況在時裝方面並無分別。一件衣服包含多個具啟發性的構思
及因素，因此在設計這些識別代碼時，是將兩顆主星結合一起，各
自代表一種特定五行元素。這些主星的結合，便成為每件衣服的九
位數識別代碼的依據。

Q 35 - 衣服的九位數識別代碼的是如何產生？

是一套新的系統，讓大家認識及瞭解時裝。我們將東方傳統理論融

第一個號碼是指主星的五行元素

合西方科技，運用五行(土、金、水、木、火)學說，由自己決定適

第二個號碼是指年:天干，組合中第二顆主星的五行元素

合自己的東西；應該怎樣穿衣打扮，完全由自己做主，讓自己按照
大自然規劃選擇服裝。使用色彩與情緒和109TM紫微羅盤的應用

第三個號碼是指年:地支，布料代碼

軟體，便可以精確查找自己身體目前需要的和過多的五行元素。根

第四個號碼是指月:天干，服裝推出的月份

據紫微西經(Zeus Sensor)及八字插座(Body Source Code)的概念，

第五個號碼是指月:地支，使用布料的碼數

我們透過科技編成一套特別的九位數代碼系統，為每一件衣服及其
他各款產品作出分類和編碼，使能在我們嶄新的採購平台中加以運
用。這個九位數系統的排列方式與一個人本身數字密碼的排列方式

第六個號碼是指日:天干，組合中首顆主星的五行元素
第七個號碼是指日:地支，時裝系列的年份

相同。每個數字與一種五行元素聯繫，並且各自擁有陰或陽的屬

第八個號碼是指時:天干，布料的來源地

性。正如個人的八字一樣，這些五行元素均被分配到年、月、日、

第九個號碼是指時:地支 ，出產地

時這四柱的天干和地支那裡。

16

有關常見問題及解答（FAQ）

有關常見問題及解答（FAQ）17

Q 36 - 為甚麼時裝要分主星的五行元素？
十四顆為主星，各自擁有特性。由於每個人都與十四主星其中一顆
存在關聯，因此對於一個人的人生，某顆主星的影響力或會高於其
餘十三顆星。因此在使用應用軟體時，首先要找出該顆直接影響你

貪狼

七殺

五行：陽木

五行：陽金

特徵：棉織品、人造絲、綠色、青色及藍綠色

特徵：含金屬的衣服。

花卉圖案。

個人人生方向的主星。你的性格、抉擇、方向等特質均可從你的主
星反映出來。是以運用創新的應用軟體，選擇出對你有幫助的衣著
就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破軍
天相

五行：陰水

五行：陰水

特徵：穿著大膽、出位的服裝。

特徵：休閒、舒適的服裝。

天梁
五行：陽土
特徵：皮草。

Q 37 - 十四顆時裝主星有甚麼特徵？
紫微

天同

五行：陰土

五行：陽水

特徵：柔軟和飄逸流暢的服裝，展示領導能力。

特徵：豹紋衣服、短褲、涼鞋。些微光澤的布
料，當中含有閃耀或反光元素。藍色、黑色或灰色。

天機
五行：陰木

廉貞

特徵：休閒但時尚的服裝。

五行：陰火
特徵：古典、款式簡約，不受時間限制。

太陽
五行：陽火
特徵：魅力四射的時裝，態度悠閒。

天府
五行：陽土
特徵：誘惑的外觀，黑色連衣長裙，縫上定型輔
料的衣服。

武曲
五行：陰金
特徵：穿著皮革服裝、配戴金屬配飾，諸如太陽
眼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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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陰
五行：陰水
特徵：傾向穿著白色和銀色衣服。

有關常見問題及解答（FAQ）19

Q 39 - 在紫微西經十四顆主星裡有哪些主星是有三種配套組合？
主星

主星的三種組合

主星

紫微天府 05
天府

天相

太陽

七殺

破軍

武曲天府 45

紫微

主星的五種組合

主星的五種組合

紫微七殺 09

廉真七殺 29

紫微破軍 06

廉真破軍 26

紫微貪狼 03

廉貞

廉真天府 25

紫微天相 01

廉真天相 21

武曲破軍 46

天機太陰 86
天機天梁 85

紫微天相 01

太陽太陰 76

武曲天相 41

太陰

天機太陰 86

廉貞天相 21

天同天梁 16

太陽巨門 76

天機天梁 85

太陽太陰 76

天梁

太陽天梁 75

太陽天梁 75

天同天梁 16

紫微七殺 09

天同太陰 16

武曲七殺 49

天同

天同天梁 15

廉貞七殺 29

天同巨門 16

紫微破軍 06

紫微貪狼 03

武曲破軍 46

貪狼

武曲貪狼 43
廉貞貪狼 23

天機巨門 86
天同巨門 16

廉真貪狼 23

紫微天府 05
武曲七殺 49
武曲

主星

天機

太陽巨門 76
巨門

主星

天機巨門 86

廉貞天府 25

廉貞破軍 26

Q 38 - 在紫微西經十四顆主星裡有哪些主星是有五種配套組合？

主星的三種組合

Q 40 - 十四顆主星特性是甚麼？
可以區分為四個類型

武曲貪狼 43

領導型：（Leadership)紫微、天府、武曲、天相。

武曲天府 45

合作型：（Adapt)天梁、天同、太陰。

武曲天相 41

支援型：（Support)太陽、巨門、天機。
開創型：（Action)貪狼、七殺、廉真、破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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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常見問題及解答（FAQ）21

Q 41 - 109TM中利用紫微每年的四化星有甚麼好處？
瞭解四化星的含義以及它們對每一年的影響是十分重要的事。2015年–
天機化祿、天梁化權、紫微化科、太陰化忌。 2016年–天同化祿、天機
化權、文昌化科、廉真化忌，四顆主星和配套如天同天梁、天同太陰、天
同巨門等，將會成為每年的潮流色彩與款式。運用了這些信息，將會有效
地操控及平衡我們個人的五行元素，從而為本身生活創造和諧。

Q 42 - 2016年是天同化祿會有甚麼影響？
天同星是福星，不會讓自己太過勞碌,“同”本身帶有順從的意思，所以
天同很樂觀知天命。知足常樂，不與人計較，待人寬容，總是保有孩子
的童真。2016年將會帶來幸運的刻，但如果你是屬於水元素時，就要注
意體重的增加與潛在的惰性。

Q 43 - 2016年是天機星化權會有甚麼影響？
天機星是智慧星，好比一位才智超群的軍師，善於出主意，是輔佐帝王
的良臣。性格寬容，有很強的處理事務能力。具有一流的智慧和機智，
能舉一反三，是很好的策劃人。2016年天機的服裝款式有利於收入、資
源及財富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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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44 - 2016年是文昌化科會有甚麼影響？
文昌星的性格內柔外剛，聰明敏銳，才華超群，心志大，能文能武，為
人忠心耿直。在2016年這段時間所作的决定和選擇將會對你有很的影
響。如果你屬於文昌星，你將會感到迫切感，並需要具體作出决定，這
將有利於你做出積極的改變。

Q 45 - 2016年廉貞化忌要注意甚麼？
廉貞星是權力星，是廉潔公正的好官。不喜管束，一心二用；心直口
快，好辯論，有幽默感和孩子氣，有領導能力和抱負，敢作敢為。2016
年是火能量豐盛的一年，屬於廉貞的人需要控制本身的脾氣。

有關常見問題及解答（FAQ）23

Q 48 - 服飾的九位數識別代碼是怎樣來的？
根據紫微西經(Zeus Sensor)及八字插座(Body Source Code)的概念，我們
透過科技編成一套特別的九位數代碼系統，為每一件衣服及其他各款產
品作出分類和編碼，每件衣服均以紫微斗數裡兩顆主星代表著基本的五
行結構；這個九位數系統的排列方式與一個人本身數字密碼的排列方式
相同。每個數字與一種五行元素聯繫，並且各自擁有陰或陽的屬性。正
如個人的八字一樣，這些五行元素均被分配到年、月、日、時這四柱的
天干和地支那裡。詳細內容可以翻閱「色彩與情緒」第二章109TM與
時裝。

Q 49 - 使用服飾的九位數識別代碼的目的？
讀者可以將自己的八字密碼與每件的衣服的九位數識別代碼作一比較，
從而瞭解自己的個人能量與所穿著衣服的適配性來調整自己五行能量。

Q 50 - 甚麼是個人元素？
【109TM紫微羅盤】和【色彩與情緒】APP裡的個人元素也稱為主屬
性，指的是你出生那日的天干，可以看出你的性格、特質、相貌、事業
和最理想的婚配等重要的訊息。

Q 46 - 109TM中的服裝代碼有布料原產地，以及世界各地五行能量
這資料要如何查找？
可以在「色彩與情緒」第二章109TM與時裝第137頁找到作者們精心設
計的系統補充了現有的地圖，有助我們找出擁有豐富正面能量的理想地
方。有效地操控及平衡我們個人的五行元素，從而為本身生活創造和諧。

Q 47 - 為甚麼服裝也要使用代碼，對個人有甚麼影響？
服飾可以補充或影響個人的五行元素，因此必需仔細挑選衣物和配飾，
藉以平衡五行能量，不合適的服飾有時候會阻礙能量發展，而穿著合適
的服裝時則可以促進能量。
因此我們根據生產時間、生產地點、布料、以及服裝系列推出的年份和
月份等資料，將每件衣服以一個九位數密碼進行分類。每件衣服本身擁
有特定的能量組合，如果懂得利用它們來平衡五行元素，那是一種藝
術，也對個人情緒有幫助，並能在未來日子中有效地確定及引入正面的
五行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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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51 - 個人元素屬土的人有何特徵？
數字5代表：陽土＝強土 頭型較大、臉寬、虎背熊腰、聲音低厚、個性
較沉默、喜愛運動對長輩孝順、對上司忠誠、心胸寬闊、對人隨和及有

戊
陽土

甲

陽木

常優柔寡斷，和缺乏適應力。屬性土元素的人「三短」：身短、頸
短、手指短。她們擁有方形臉孔、耳朵較大，鼻圓。肩膊、腰部及

數字 3代表：陽木＝強木 身型修長、眉目正直、聲音順暢；個性仁厚、
聰明機智、有主見不易隨波逐流、喜愛活動、好奇心重、組織能力和行
動力強。

耐心、隨和、考慮周全、追求整體和諧、深藏不露。
數字0代表：陰土＝弱土 擁有陰土的人善於培育、生產和創新，也

Q 54 - 個人元素屬木的人有何特徵？

己
陰土

乙
陰木

數字8代表：陰木＝弱木 陰木的擁有者擅長培養、富有同情心又溫和，
好商量的性格讓他們可以避開衝突、找到生存之道。但長袖善舞也代表
他們善變，難以遵守諾言。陰木的人口齒伶俐、機智而思緒敏銳，柔軟
草皮般的，總是輕聲細語、有禮貌的。木形的人四肢及手指細長，身裁

背部肌肉厚實。黃色肌膚。

高佻。她們的臉較長，肩膊寬，身軀纖瘦。屬木的人肌膚呈青色，神情

Q 52 - 個人元素屬金的人有何特徵？
數字9代表：陽金＝強金 臉型較尖。眉目俊秀、聲音清高聲音。具有才
華、興趣廣泛且好學、辦事能力強、重名聲、處事光明正大、完美主義者。

嚴肅。說話時沉悶簡短。走路時則會發出很大的聲響，就像步操般，提

庚
陽金

丙
陽火

起雙腳後讓它們大力放回地上去。

Q 55 - 個人元素屬火的人有何特徵？

數字4代表：陰金＝弱金 完美主義。這些人喜歡受人注視，喜歡高調的

數字7代表：陽火＝強火 下巴較寬、面色紅潤、鼻子尖、眉毛濃密、眼

成為焦點，所以有時會態度不好。擁有陰金的人總在大咧咧的外表下隱

睛明亮、下半身較長、情感豐富、同情心重、藝術天份高、活力十足、

藏著多愁善感的性格，十分看重朋友。即使正確的切入點就能夠好好說
服他們，但仍然執著於追求公平。金形的人擁有薄唇、薄眼皮，身軀瘦
小。她們的臉孔呈長方形，輪廓清晰，下顎尖削，五官比例勻稱，走路

辛

丁

陰金

陰火

不受約束。
數字2代表：陰火＝弱火 透徹而有條理正是陰火性格的特徵，擁有陰火

時則步履輕快。金形的人身軀纖瘦，舉止高貴，充滿活力。另外她們也

的人細節導向，做事細緻且很擅於鼓勵別人，富有同情心，溫和，不愛

善於辭令，說服力強，聲音則清晰響亮。

爭論。有藝術天分。火形的人身形仿如一把火炬。即是說，整個人的最
頂部位擁有較為纖細一面、分瘦削， 中間部位則略呈曲線。屬火的人臉

Q 53 - 個人元素屬水的人有何特徵？
數字1代表：陽水＝強水 臉較圓、眉清目秀、鼻子小巧、皮細膚白、口
齒清晰、聲音細輕；個性善良、有學識、有遠見、心思縝密、善於與人

壬
陽水

圓，頭髮稍薄，身裁中等，肩膊傾斜。說話較為高音，斷斷續續。步履
輕盈，行走的速度快。

溝通及交際。
數字6代表：陰水＝弱水 陰水是心思細密、足智多謀的人。他們充滿
了想像力和創造力，態度也積極。心地善良，做事有原則也有點內向。
非常重情調。陰水的人是理想主義者，創造力豐富又善於溝通，喜歡改

癸

陰水

變，也喜歡轉換自己來給予不同形態的幫助。陰水的人聰明，可是比較
難瞭解。水形的人身裁較為豐滿，厚眼皮，厚顎、臉圓，眉毛及頭髮濃
密。整體而言，她們的下半身較上半身闊大。聲音屬於柔和輕鬆的、膚
色略深。屬水的人走路速度較為緩慢，總是會不自覺的拖著腳步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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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56 - 主屬性屬土的人合適從事的行業是甚麼？

Q 61 - 「紫微羅盤」是甚麼？

大多與穩定性及金錢有關，這些行業代表了一個開始、一個根據或基

最新的應用軟體。係將中國傳統文化理論中的八字五行和星相學的紫

礎，同時也包含了仲介行業，經紀兩方交易的第三方工作。詳細內容請

微斗數，運用數種有密切關聯的周期規律，輔以科學計算方式結合在一

翻閱「色彩與情緒」第三章個人元素 第162頁。

起；發現人類可按出生年、月、日、時及出生地點，區分為土、金、
水、木、火五大類別，並分別推算出各陰陽屬性的元素。這不但將生命

Q 57 - 主屬性屬金的人合適從事的行業是甚麼？

的數字與日常生活中所有事物賦予數字的代碼，並將其轉換成為個人的

與權威、規則、慣例、調控或準則有 關，還有機械、金屬、獎牌相關行

「人生密碼」。經由日曆、時刻與面對的方位，精密的計算出五行分類

業。詳細內容請翻閱「色彩與情緒」第三章個人元素 第164頁。

及比例；亦即是將時空和地球存在的自然週期中的五行元素，運用最新
科技的電腦軟體將它實現出來。詳細內容請翻閱「色彩與情緒」第四章

Q 58 - 主屬性屬水的人合適從事的行業是甚麼？

紫微羅盤簡介 第180頁。

涉及通信、設計、移動性或商業，也和智慧、娛樂、或展覽有關。詳細
內容請翻閱「色彩與情緒」第三章個人元素 第170頁。

Q 59 - 主屬性屬木的人合適從事的行業是甚麼？
跟教育、訊息和出版有關，同時還與藝術，宗教或植物相關。詳細內容
請翻閱「色彩與情緒」第三章個人元素 第174頁。

Q 60 - 主屬性屬火的人合適從事的行業是甚麼？
多與熱、燃料和能源有關，也與光學性能、慶典禮儀、烹飪和加工相
關。詳細內容請翻閱「色彩與情緒」第三章個人元素 第178頁。

Q 62 - 「109TM紫微羅盤」共有十二層，各層有其代表意義，哪第
一層是甚麼？
第一層： 是中國的八字裡的主屬性，在【八字插座】和【紫微西經】裡
我們統稱為個人元素；也屬於交流電源簡稱AC，它可和不同個人元素的
五行屬性搭配，從個人元素可以窺探出你個人的相貌個性、事業和最理
想的婚配等重要訊息。

Q 63 - 「109TM紫微羅盤」共有十二層，各層有其代表意義，哪第
二層是甚麼？
第二層：是你在【八字插座】中的天盤，這天盤可以看出你小時候的愛
好，所需要的教育，天生的才能，以及與父母、兄弟、朋友間的相處關
係，最重要的是成家的終身對象。從八個不同的陰陽五行元素，也就是
你的第一階段的直流電源簡稱DC，找出你是否有陰陽同屬性的五行元素(
例如：陽土與陰土，即為一套陰陽同屬性的五行元素)，在這階段這配套
的元素是不能與人交流的，也是所謂的直流電DC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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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64 - 「109TM紫微羅盤」共有十二層，各層有其代表意義，哪第
三層是甚麼？

Q 68 - 「109TM紫微羅盤」共有十二層，各層有其代表意義，哪第
七層是甚麼？

第三層：是你在【八字插座】中的地盤，這地盤是一個轉變期和成

第七層：是你出生的那一年，它的五行元素、四化主星的解釋、在那年

長期，地盤期間是人生能獨立經營與運用的過程。在這可看出你如

出生的最後數字，從0-9數字的分析出你的特性、處事方式、十二生肖的

何加強自己的本能，同時也反映出你該開創的家庭和事業。在地盤

個性，以及與他們婚姻、事業夥伴理想的搭配。

所多出的五行元素，除能在地盤裡配套以外，多出陽的五行元素
（插頭）或陰的（插座）就代表著人和人之間互相扶持或與任何事
物成為互動的元素，它們就這様維護著，並且平衡著你的人生道路。

Q 69 - 「109TM紫微羅盤」共有十二層，各層有其代表意義，哪第
八層是甚麼？
第八層：是你出生的那一個月份，我們將西洋月份代表的幸運寶石注入

Q 65 - 「109TM紫微羅盤」共有十二層，各層有其代表意義，哪第
四層是甚麼？

五行元素，讓人們能利用這些自然的礦石水晶，善用五行方向和不同時
間點來提升個人的能量與所缺乏的五行元素。

第四層：是你在【八字插座】裡的人盤，是個大轉變期，它能將五行元
素裡金和木與水和火互換，在這期間可以看出人生的旅歷，我們所謂的
修身養性，所追求的事、物、以及真正的人生目的，這些在人盤的五行

Q 70 - 「109TM紫微羅盤」共有十二層，各層有其代表意義，哪第
九層是甚麼？

元素轉換，以及和地盤所創出的五行元素，與轉變後添加了許多不同的

第九層：是你出生的那一天的五行元素，加入出生當日的陰陽五行元

五行元素，就是所稱的人生指標。

素，轉譯成你個人的日曆，分析你個人當日在【紫微西經】裡的四化位
置，就能簡單的選擇出正確的方位來加強你自己的五行元素。

Q 66 - 「109TM紫微羅盤」共有十二層，各層有其代表意義，哪第
五層是甚麼？
第五層：這是人生密碼，我們把所有陰陽五行元素在【八字插座】裡

Q 71 - 「109TM紫微羅盤」共有十二層，各層有其代表意義，哪第
十層是甚麼？

的人盤轉換為數字的代碼。個人元素（主屬性）為第一個數字，其他是

第十層：是你的出生時辰，本命時辰所該有的五行元素，這是個世界時

年、月、日、時，依次排序，共有八個數字。當九個人生密碼放在一起

鐘，運用【紫微西經】裡的三方四正的時間和地點，轉換成五行元素，

分別是天、地、人三階段，都運用了數字來釋明不同數字的代表意思，

加強你選擇出當時正確的方位指向來增强所缺乏的五行元素能量。

並且解釋了人生必經之路。為了更準確，以及避免同年月時的出生問
同時可以將我們日常用衣物（109TM）加上密碼代號，查閱對我們個人

Q 72 - 「109TM紫微羅盤」共有十二層，各層有其代表意義，哪第
十一層是甚麼？

五行元素的變動和能夠提升自己欠缺的五行元素能量而逹到平衡。在這

第十一層：羅馬時間錶分有二十四小時，個人的生辰劃出不同時的時刻

人生密碼我們像【八字插座】一様可以互相比較，只要你輸入親友的

（24羅馬數字），這位置裡所有的五行元素分成陰陽兩性，在某個時刻

「人生密碼」也就容易看出二者是否配對，以及知道需要互補的哪一個

和你原本的五行元素成為互補，來提升你的個人能量，平衡情緒，和選

五行元素了。

擇行動的時機。

題，我們加上了個人的名字輸入，創建了一個幸運號碼。在這一層中，

Q 67 - 「109TM紫微羅盤」共有十二層，各層有其代表意義，哪第
六層是甚麼？

Q 73 - 「109TM紫微羅盤」共有十二層，各層有其代表意義，哪第
十二層是甚麼？

第六層：是【紫微西經】裡的十二宮位，在這十二宮位每個宮位利用三

第十二層：是個指南羅盤，採用了【生活風格與幸運色】裡的九宮格方

方四正分析出五行元素的百分比，每個宮位的主星的解釋與特性，再加

位的五行，例如土：東北、西南；金：西、西北；水：北；木：東、東

上天星（靈星）和地星（魂星）出現在三方四正的宮位時，它們的五行

南；火：南，將五行元素融入 360 度的指南羅盤裏，能在不同度數裡顯

元素在某些時間點的功能和效應就能清楚明瞭了。

示出它的五行元素百份比。我們同時加入了五行元素的陰陽百分比的色
卡，可作為你運用幸運色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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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76 - 如何看懂「109TM紫微羅盤」操作選單上的「八字插座」？
第二層是八字，是使用者與生俱來屬於其個人專有的八個五行，這代表
了天盤，在【紫微羅盤】上顯示出的是1-30歲之間的生涯藍圖。第一對
天干地支是你的出生年，接下來是月、日，底部的最後兩塊代表了時。
在螢幕上的圖形配置上可以看到，左邊的代表的是天干，而右側則代表
了地支。
「八字插座」這一層是個人八字的地盤，它展示了經【八字插座】運算
後所產生的五行元素（詳細內容請翻閱「色彩與情緒 」 第197頁起），

空白的八字太極符號

會顯示出得到的五行，而每個五行在紫微羅盤上都會有固定的位置和
角度。
第四層顯示出經由【八字插頭】運算後得出來的新五行，就像地盤一
樣，這些五行都將會在第五環相對的位置上出現 。在這一層人盤，是我
們進入到「人盤」（60歲以上）。在這階段中我們已擁有豐富的人生經
歷和獨特的人生觀，並可以熟練的把自己的能量和經驗融合在一起配成
對（配對的插座和插頭），並按照下表對應規則而產生新的五行結構。
加上五環及五行後的圖

Q 74 - 如何操作「109TM紫微羅盤」 ？
使用者可以從iOS系統請在Apple App Store下載「109TM紫微羅盤」，
Android系統即將可下載。登入後即可進入系統，點入添加資料，在所需
空格中將個人資料填入提交即可，使用者可以在螢幕上右上角按一下，
就會顯示出系統選單頁面，點選其中的使用者個人資料核對及獲得自己
的八字五行、生命密碼、主屬性、五行能量比例等完整訊息 。 使用者

在【八字插座】裡演譯成交流電源，AC電源有著不同區域的分類，如
使用不當時易造成事故，觸電、短路、火燒等。這道電源是人體主要個
人元素，它不斷的和各式五行元素交流，創造生命的旅程。從【八字插
座】可以快快速查到個人的八字，再從AC & DC則可以通過使用者個人
八字和其他用戶進行配對。

在系統選單頁面左上方可以看到三條等線符號，點選就會顯示出操作選
單下分別有紫微羅盤、八字插座、人生密碼、109TaylorMade、 風水羅
盤，使用者可以視自己需求 點選以上五個項目，來獲得不同需求的完整
訊息 。

Q 75 - 如何看懂「109TM紫微羅盤」操作選單上的「紫微羅盤」？
使用者可以從前述Q&A中找到紫微羅盤的每一層的代表與意義，在太
極中央圖所顯示的是個人五行元素，是從使用者八字中的日天干所得出
的，因此，第一層到第五層是可以快速查到自己在紫微羅盤中的每一層
個人八字。詳細內容請翻閱「色彩與情緒」第四章紫微羅盤簡介第188頁。

空白的太極符號 個人五行為陰火（數字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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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77 - 【八字插座】中的五行配法有甚麼意義？
五行配法

配對詳解

代碼

得分

1

五行逆轉&相同陰陽屬性

對頭冤家

0

20

2

相同五行，不同陰陽屬性

天生一對

1

20

3

Q 79 - 如何看懂「109TM紫微羅盤」操作選單上的「風水羅盤」？

五行相生（無論陰陽屬性是否相

順其自然

同），五行逆轉，陰陽五行不同

2

10

「風水羅盤」是最後一層，羅盤上的每個方位都對應著一個相關元素能
量，並由不同的顏色、形狀和材料代表著。在螢幕上會顯示出九宮格裡
的全部方位及其相關元素，同時通過AC和DC羅盤裡能量方向來調節和平

4

五行相剋

互不相干

3

0

衡該使用者個人所需的五行元素。圖請翻閱「色彩與情緒」第195頁及
衣食住行系列【幸運色與生活風格】第140頁。

5

相同陰陽五行

志同道合

4

0

已經輸入使用者資料的應用軟體，會在螢幕中自動偵查出該個人最佳風
水位置，並會發出“嗶嗶”聲響，使使用者能藉由最近的科技隨時取得
最佳風水位置。

Q 78 - 如何看懂「109TM紫微羅盤」操作選單上的「人生密碼」？
「人生密碼」這一層的訊息指引出人盤和地盤的五行元素分布，可以
讓你很快地分辨出新產生的元素。同時，在這裡將八字陰陽五行元素：
土、金、水、木、火轉換成的簡單的數字，0、1、2、3、4、5、6、7

AC羅盤

、8、9。你可以找到自己的生命數字和其他數字的用途。以上的元素位
置和紫微羅盤的關係都是固定的，所以將第一環到第五環全部加起來，
就是轉譯成圖像化的八字插座。圖請翻閱「色彩與情緒」第19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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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80 - 如何看懂「109TM紫微羅盤」操作選單上的
「109TaylorMade」？
在螢幕上點選入「109TaylorMade」後，會顯示出「選擇一種元素」頁
面，使用者可以隨意五行陰陽數字球上點入，如點選數字5陽土後，會
出現服飾圖一張，上面有這服飾的「109TM 服裝代碼出現」，而應用
軟體會經「紫微西經」、「八字插座」自動計算自己八字與此服飾配套
結果，並會顯示出五種配套結果之一。配對結果說明，可以翻閱【色彩
與情緒】第198頁。
使用者按營光幕右上空心插頭，就可以知道這件服飾即AC和DC的連接，
及分別在天、地、人盤中的詳細配對結果，若能配對的五行越多，能提
升更多的能量，來補充自己缺少的五行比例。
為了方便使用者，更貼心在螢幕上的右下角有一個眼的符號，點選入後
使用者就會進入109TaylorMade網路平台，直接從這平台下單訂購。

Q 82 - 愛情與婚姻的配套結果是甚麼？
土配套：你能譲對方信任你，而且在婚姻或感情生活上有穩定交往
和發展，是一個很適合的搭配
金配套：你和他/她是很好的搭配，想法一致，對他/她的看法你也
會採取支持行動，是一個可以任何事情都相互支持的搭配。
水配套：你們都非常享受那種墜入愛河的感覺，也同樣喜歡新鮮感
和變化，因此可以成為非常好的情侶。
木配套：你們各自擁有不同看法和理想，成為伴侶或配偶必須要溝
通﹑諧和，才不會引起爭議。
火配套：是很好的搭配，不但能碰撞出火花，也可以攜手創造屬於
你們的人生。

Q 81 - 與他人的八字與五行配套結果是看甚麼的？
可以從愛情與婚姻、財帛與田宅、工作與事業及親友與子女這些面向來
獲得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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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83 - 財帛與田宅的配套結果是甚麼？

Q 84 - 工作與事業的配套結果是甚麼？

土配套：當你和他/她配套是土，在金錢上或者家居生活上都會選擇

土配套：你在工作或事業合作夥伴上遇到土配套時，彼此能夠互相

穩重型。你們喜歡按部就班，投資項目較為保守，在房屋方面則喜

尊重，打造基礎，只要設定的目標一致便較能達致成功。

愛方正型的建築風格。
金配套：你和他/她一起有金的配套時，在工作崗位上是非常好的搭
金配套：在財務方面，你們喜愛規劃預算，又常會在預訂目標時達

配，無論想法或觀點都會非常一致。如果一個屬性陽金，另一個屬

成一致意見。執行任務期間，通常是一個管控大局，另一個則注意

性陰金，則其中一個擁有超強執行能力，另外一個可以分析細節上

細節。除了因為自住而成為業主外，特别喜愛投資房產業。

的大小問題，也是很理想的合作夥伴。

水配套：在財政上一個想花費另一個則想節省，因此兩人的財政觀

水配套：你和他/她有水的配套時，將會出現一個非常重要的溝通渠

念永遠不一致，流動量大。要特別留意選擇家居，不然變更便會很

道，因此能在工作上順暢地完成任務。

大，流動性高。非常適合交通運輸、船務等方面投資。
木配套：你和他/她一起工作，效率將會非常高，也會擦出很多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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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配套：你和他/她都喜歡獨立空間，通常各自擁有一些東西，甚至

花。但是，陰陽必須先定位。由於你們之間所需的能量是相同的，

是房產和投資等。只適合共享部分東西，在財政和家居生活上都相

因此很容易因為重複做同一件事情而發生意見不一的情況。有木的

當獨立。

配套時較多出現意見分歧和爭吵

火配套：你和他/她在財政方面是不能共同擁有的，必需分開。無論

火配套：你和他/她有火的配套時，將有著超高的創造力和敏銳度。

是房地產或其他投資，只能由一個人擁有，通常會放在孩子名下。

只要設定時間性和主題，所有活動都能在預定期間進行和完成，因

陽火和陰火只能燃燒。

此在任務安排上是最佳拍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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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86 - 「八字插座」中的天、地、人盤是怎樣區分的？
天盤是從你出生至30歲所擁有的八字五行元素。分為二個週期，第
一個週期裡（0-15歲），個人所得的插座和插頭能量基本來自於父
母、導師及兄弟姐妹。簡單來說，這些能量就是我們在求學中所學
到的知識。在第二個週期裡（15-30歲），我們將開始運用以前所
得到的能量（知識），甚至會覺得所得到的能量是最強大的，這也
成為大人們所說的青年叛逆期。
地盤是進入人生第二階段（30-60歲），是個轉變和交換的期間，
是人生能獨立經營和運用的過程。這裡可以看出你如何加強自己的
本能，也反映了你該開創的家庭和事業。
「人盤」（60歲以上）。此階段我們已擁有豐富的人生經歷和獨
特的人生觀，並可以熟練的把自己的能量和經驗融合在一起配成對
（配對的插座和插頭），產生新的五行結構。我們也將會運用自己
的人生經歷，激發後輩們在人盤的能量並帶領他們快速成長，這也
是為甚麼長輩們總會看的比較長遠。步入人盤後，我們將扮演著父
母、導師、或長輩的角色，並把自己所得的能量傳遞給後輩，這也

Q 85 - 親友與子女的配套結果是甚麼？

是人們所說的 「 積德 」。

土配套：你在朋友、子女或親屬中有土配套時，彼此能夠互相尊
重，打造基礎，只要設定一致看法和溝通方式，你和他/她都能建立
很穏定的感情。
金配套：你和他/她一起有金的配套時，將會是非常好的搭配，無
論想法或觀點均非常一致。如果一個屬性陽金，另一個屬性陰金，

Q 87 - 天盤的規則是甚麼？

則其中一個擁有超強執行能力，另外一個可以分析細節上的大小問

天盤的規則：根據各人的八字，查出相對應的五行元素。在應用軟

題，也是很理想的知己。

體中螢幕上會出現五行的插座與插頭 而實心的插座代表此階段已
與插頭通電，並且會在下一階段產生新的變化。而只有輪廓線條的

水配套：你和他/她有水的配套時，將會出現一個非常重要的溝通渠

插座代表未與任何插頭通電。另外當查找出的陰陽同屬性成為一對

道。處理事物時需要互相尊重，不然會有很多小意見，雙方之間感

時，那個五行只能運用在自己本人，是不能和別人互用的。當有多

情很好。

餘的五行單位時，這些就可以和不同屬性的人搭配。請詳翻閱「八

天盤

字插座」一書及「色彩與情緒」第210頁。
木配套：你和他/她一起時非常有效率，因此不能太依賴對方。你們
之間所需的能量是相同的，所以很容易重複做同一件事情。有木配
套時比較不能獨立，喜歡結伴。
火配套：你和他/她有火的配套時，將有著超高的創造力和敏銳度，
而且經常出現不同的想法和看法。因此，在處理不同事情時，必須
小心溝通然後再做決定。不能衝動，否則會爭吵，原因雙方重感
情，而且愛恨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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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92 - 從天盤的個人五行屬性配對能獲得甚麼訊息？

Q 88 - 地盤的規則是甚麼？
地盤創造規則一：首先地盤沿用天盤的自帶八個屬性，其次當天盤

天盤土配套時，從小就很安定，個性穩重，心地善良，富有同情

五行之中任何一個元素完整的組成陽性插頭和陰性插座，它將引導

心，有著天生的領袖才能，做事有頭有尾，不易半途而廢。小時要

其餘的能量流動並創造新元素，而這創造出的元素則和之前提到的

注意腸胃。

相生循環有關：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而火再產生土
形成循環。因此在這階段的地盤需要加上天盤八個屬性中陰陽配對
所生成附加的屬性，只能由八字生成一次。

地盤

地盤八字創造規則二：需要加上由天盤中的土，水兩個屬性的陰陽

天盤金配套時，從小就有自己做事的方法，也擅長和與人溝通，是
個天生的指揮官，他們能有強烈的分析能力。
天盤水配套時，從小交友廣泛、喜愛社交媒體活動、是個大衆人物。

互轉。在互轉的過程中，我們會額外獲得土和水的陰陽插頭和插
座。這些互轉多出的五行元素，直接加入我們下一個階段，進入人

天盤有木配套時，懂得表達自己，求學心重、喜愛讀書、文章好。

盤。可以看到兩個陰土通過陰陽轉換生成了兩個新的陽水，而一個
陽土通過轉換生成了一個陰水；一個陰水通過轉換生成一個陽土，

天盤有火配套時，想像力豐富、含有藝術天份、對事物好奇、喜愛

而一個陽水通過轉換生成一個陰土。請詳翻閱「八字插座」一書及

設計、同情心重。

「色彩與情緒」第217頁。

Q 89 - 人盤的規則是甚麼？
人盤創造規則：在這個階段中，沿用地盤裡五行元素屬性；其次土
元素不產生變化。最後分別加上了地盤的木、金兩屬性的陰陽互轉
和水、火兩屬性的陰陽互轉。

Q 93 - 從地盤的個人五行屬性配對能獲得甚麼訊息？
人盤

地盤增加土配套時，在30歲以後經濟穩定、有隨遇而安的感覺、不
喜歡換工作、非常重視家庭生活。
地盤有多出的金配套時，對事對人看法增長了敏鋭性，不易相信別

Q 90 - 甚麼是DC(直流電)？

人，凡事喜歡親力親為。

八字中所有的五行元素屬性均可理解為直流電。個人的出生八字個
不同的陰陽五行元素就是你的第一階段的直流電源，簡稱DC，在這

地盤増加水配套時，重視經濟、喜愛投資、物質享受、流動性強，

階段裏，可以找出你是否有陰陽同屬性的五行元素，而這配套的元

變化莫測，公關人選、熱愛敎育、言論革新。

素是不能與別人交流的，也是所謂的直流電。
地盤有多出木配套時，重視精神生活、喜愛運動、博學多聞、愛好

Q 91 - 甚麼是AC(交流電)？

音樂和藝術。

個人五行由其八字中的命柱和天干決定。命柱代表個人的主屬性，
也可理解為交流電，是人與人之間交流的主要元素之一。

地盤有多出火配套時，能接受生活壓力，工作效率高、對事物進展
速度快。接受力非常强，喜愛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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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94 - 從人盤的個人五行屬性配對能獲得甚麼訊息？
人盤是不會增加土的元素。
在人盤增加金配套時，喜愛創新、對事對人要求很高，尤其對自己

筆記

非常嚴格、敢做敢為、獨來獨往的個性。
人盤增加水配套時，不重視金錢和物質享受，喜愛大自然、喜愛旅
遊、懂得安排資源。
人盤有多出木配套時，注重生活品質，閱讀，樂於助人。
人盤有多出火配套時，敏銳眼光，追求完美，熱心社會工作，愛䕶
家庭，幫助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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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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