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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壬寅水虎年流年預測        伍子明

本年為下元八运第十八年，以“皇极经世”之易卦推算，從一九

八四至二零四三年共六十年行的是“火风鼎”卦。每卦分六爻，

每爻管十年，故二零一九年即為“鼎”卦之第四爻第八年，为“

水火既济”卦。

**易卦推理** ，“水火既济”，即水火交融，万物归一之

意。世界当有大转变，许多困难的事情都获得了解决。但物极必

反，世界许多国家也会变得水火不容，各不相让。所以本年也是

一个大开大合的一年。

**流年八字** ，本年四柱為 “壬寅” 水虎年，“壬寅” 水

虎月、“戊子” 土鼠日、“甲寅” 木虎时。地支三虎，日元无

根，是为特别格局。 故世界局势，仍是大起大落，各自为己。

八字五行宜“金水木” 而忌 “火土”。故大利金融、法律、贸

易、物流、旅游、网络、五金、汽车、保險、製衣等行业。较不

利教育、医疗、美蓉等行业。高科技大上大落。

**流年飞星** ，本年五运入中，为五黄煞位，主权威，也主

大起跌。卦象＂地山谦＂，凡事都以中庸之道取胜。

地域來說，不利于东、西、西南地区之国家，如日本、美国、欧

洲等。而较佳的是澳洲、东南亚、印度、加拿大、俄罗斯等。中

国处于五黄煞位，主权威。本年 “中宮” 為 “地山谦” 卦，

中国之低调和中庸之道总熬出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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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位分析**

中央 （五黃兼地山谦卦）吉

“地山谦” 卦，一阳五阴，阳在中央，阴阳均等，为上上掛。

故今天的中国，大得中庸之道，刚柔并济，不畏强权，渐渐更

多囯家尊敬。

中东还是多灾多难多戰乱。

正東（三碧是非位兼雷天大壯卦）小吉

“三碧” 是非星临，掛象 “雷天大壯”。东方国家多是非冲

突，但运气强盛，经济上升。如中国之东部城市和日本等地。

東南（四绿文昌兼风泽中孚卦）大吉

“四绿” 文昌飞临，大利文化事业和高科技，但加上风泽中孚

掛，也会多风灾和水患。东南亚诸岛国会有大自然风灾和水灾。

中国东南各省、加勒比海、美国之佛罗利达州之迈亚米等地、加

拿大之南安省也多风灾水患。不过经济会远胜于往年。

正南（九紫兼火雷噬嗑卦）小吉

“九紫” 喜庆星飞临正南，气候偏热，也多火灾，太平洋岛屿

也多火山凶險。但经过去两年的灾难，南方国会如火如荼地开

展。火雷噬嗑掛，指凡事多障碍，须百般努力才能取得效果。

代表者有南亞洲（如印尼、越南、泰国、马来西亚等国），也

包括澳洲，南美和非洲诸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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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二黑兼坤为地卦）凶
“二黑” 病符星入西南，主疾患。坤为地掛，主保守，也主休

养生息。尤其欧洲之西班牙、葡萄牙、法国等，美国之南加州

易出新的病变。

正西（七赤兼泽水困卦）大凶

“七赤” 破军星在西方，兼泽水困卦。西方诸国，包括美国和

英国，经济和政治俱不稳定，国内外关系多所困扰。美国会再

度挑起其他国家事端。

西北（六白兼天火同人卦）大吉

“六白” 驿马星飛臨西北，北欧诸囯经济復苏，也较同心協

力。旅游也基本恢复正常，幫助带动经济发展。中国西北部也

是多所发展。

正北（一白兼水风井卦）小吉

“一白” 桃花兼偏财星入北，经济渐入佳境。水风井掛，困局

还没能完全脱离，财政赤字仍是高企。代表国家为加拿大和俄

罗斯等国。

東北（八白兼山地剝卦）吉凶参半

“八白” 正财星到東北，东北之国经济上扬，尤其中国之东北

三省。加拿大之魁北克省和美國東北各地也向好，不过总是得

失参半，起落不定。



4

**行業分析**  

本年大利“金水木”三業，而不利“火土”。“五黄”大煞星入

中宮，很多行业都会變得不稳定。試分析各主要行業如下﹕

「地產方面」，由于土星居中，整体仍是興旺。大利中、南、

西南、西北、北、东北六个方位，而不利西、东、东南三个方

位。

中國方面，位於五黃帝皇之位，大部分一至二线城市更加興旺。

美國楼市旺在西北部，如矽谷、旧金山。东北之纽约、麻省、东

南之佛罗里达州也佳。

加拿大处於偏财位兼“水风井卦”，樓市持续興旺。温哥华市较

不景气。多伦多地产较佳的地方是烈士文山、万锦、旺市和市中

心。俄市和新市也有进展。依途碧谷和密市向稍缓。其它西南安

省诸镇如咸美顿、米尔顿、滑铁卢等平稳上升。

东南亚方面，包括香港，地产放缓。

「能源方面」，石油价格反覆而上升。更多傳统汽車公司会制

造电池车。也有為电池再造的行业产生。

「電子方面」，黑客问题日益严重，尤其针对大公司的电脑系

统之勒索，为时代性之犯罪。互联网之争，倍属空前。中国高科

技继续有突破。但传统机構会力争現代化。网購和互联网之功用

更胜往昔。

「醫療方面」，有更多的新药出现，新冠病毒之药物会变为丸

狀，有如平常之伤风感冒药。不过世界上药物也会变得更政治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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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食方面」，还是不太景气。但果菜类会搶手。整体食物价

格会大幅上升。 

「五金方面 」，本年大好。铜铁需求会大增。新的物质会层

出不穹。

「汽车方面」，销量大幅增加，也更多高科技的配置。

「旅遊業」，渐见生机。人们困了两年，也该外出散心了。

「製衣業」，比去年进步，渐见生机。运动类之服饰大为流

行。

「銀行與金融業」，股票一如往年，仍然大起大落，不过银行

利润持续上升。概念股如比特币等会有大危机。

**政治方面**
本年 “五黄” 入中宮兼為 “地山谦” 卦，而流年大卦 “水

火既济”，世界政治不太稳定，中东兵锋之險升级。东西冲突

加剧。

「加拿大」本年 “一白” 桃花和偏财星兼 “水风井” 卦，

但也是三煞位，吉凶参半。但政治比去年平稳，政党变化也不

多。

「美国」受本年 “七赤” 破军星和 “泽水困” 卦影响，有

新一轮政治危机。在中东和东南亚地区泥足深陷，不能自拔。

国内也多有困局。

「中国」位居 “五黄” 帝皇星和 “地山谦” 卦， 渐得多国



6

的認许，有领导的地位。不过也更加重了英美国家的忌妬，不停

的製造事端。中国内部政治稳定，远胜其他国家。

「香港」位居 “四绿” 文昌位，卦象 “风泽中孚”。政治比

过去相对安定。学生群体也趨稳定，看来国安法也产生功效了。

「台湾」处于 “三碧” 是非和 “雷天大壯” 卦，内部政治爭

拗甚多，办事总是雷声大雨点小，也不停和美国購买军用物资。

「日本」也处於 “三碧” 是非和 “雷天大壯” 位，政治和領

导人方面俱多争拗。国家也持续扩张军事力量。

「韩国」占 “八白” 正财位，但犯了 “山地剥” 卦，雖然经

济增长，但天灾也多，政治偏不稳定。

「朝鲜」也在 “八白” 正财位，国家也渐富裕，外交方面更

加强硬。

南方國家如 「印度」、「非洲」、「澳洲」、「南美」等

国，“九紫” 喜庆星臨，兼 “火雷噬嗑” 卦，領导人和政策

都有不少问題，很是动盪。

「西歐」诸国，“七赤” 破军星兼 “泽水困” 卦，政治不稳

定，国与国之间多有争议。

「北欧」诸国，“六白” 驿马兼 “天火同人” 卦，本年興

旺，政治平稳，旅游业重新流行。

「中東」各國，受“五黄” 大煞星和 “地山谦” 卦影响，天

灾人祸特多，戦祸连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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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 位於 “一白” 偏财位，兼＂水风井＂卦。政治和

经济穩立，可以抵抗西方的沖激。

**经济方面** ““五黄” 入中宮，又逢 “地山谦” 卦，世

界经济大起大落，很多国家的企业都几乎须重新开始。

「中國」经济更为蓬勃发展，有新的一代富豪出现。高科技发展

更加驚人，尤其太空探索和6G研发。

「东南亞」为 “四绿” 文昌位，经济较去年进步，尤其在学

术界的发展。不过风灾水患也会为经济带来不少隐憂。

「日本」位处 “三碧” 是非位，又逢 “雷天大壯” 掛，经济

颇反覆不定。政治之不安定也影响到经济发展。

「韓国」在 “八白” 正财位，经济有所突破，高科技更上一

层楼。

「印度」位于 “九紫” 喜庆位，兼 “火雷噬嗑” 卦，炎热兼

多火灾，加上过去瘟疫的影响，经济更加下滑。

「美國」在 “七赤” 破军星兼 “泽水困” 卦。经济下滑，债务

累累。加上到处挑拨戰火，成为内憂外患之局。

「加拿大」坐正 “一白” 偏财星和 “水风井” 卦，经济转

佳。经过近两年的瘟疫风波，工商业渐渐复苏，不过赤字已经是

无底深渊了。

「俄羅斯」也是 “一白” 位，也是经济复苏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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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 为 “七赤” 破军位和 “泽水困” 卦，经济阻滯不

少，许多欧盟国家会有财政困难。欧洲成为美中两国的磨心，左

右为难。

整体来说，本年世界经济继续为大动盪期。股市仍然大上大落，

新的经济体会持续出现，銀行利息會繼續偏低。除中国外，大部

分国家都出现财政危机。

**氣候与大自然方面**  值年“水火既济”卦，世界气候整

体较温和，但“五黄”入中，故也多天灾人祸。中部地区如中

东，中国中原之地如四川、河南一帶多旱灾和地震。东南一带多

风灾。南部地区极热兼多火患。西南多疾患。南太平洋地区会有

火山和地震。西方如美国加州须防大旱，而加拿大卑诗省须防过

多雨水。西北如美国加州以北和加拿大卑诗省亚省北部本年仍多

山火。北方地区也多水患。美国中北部平原州份仍多天灾，尤其

龙捲风。

**健康方面**  本年 “五黄” 強土入中，雖然大瘟疫已过，

隐藏的疾患仍在，尤其多肠胃有關之疾病，病源多在中部和西

南方。

**結論**  世間萬物，阴盛阳衰、阴衰阳起。陰中有阳，阳中

有阴，互尅互存，始有生機。能明其規律，則做事“事半功倍”

，反之則徒勞無功、一事無成。希望這篇預言，能與讀者朋友們

指引更好的生機。以詩為總結﹕「百年瘟疫退

     万国新波㳕

     东西频争霸

     南北水火间」



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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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Ｏ二二年水虎年十二生肖運程           伍子明

肖虎  一九九八、八六、七四、六二、五Ｏ、三八

總論
虎人本年坐太岁，须防感情波动，兼防官司。但学堂星临，利

教育，利学习。驿马星至，不是迁移、外游便是转工。

事業
大利教育或灵性之行业，如办学、培训、宗教等。也利分析性

质行业，如电脑、会计等。法律也合适，包括做官。

財祿
財宜正不宜偏。不可赌博投机。正财平稳。

感情

易犯阴差阳错。情缘较薄。

健康
较多小毛病，宜多休息和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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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八戊寅年生人
凡事多先难后易，还好有学堂星临，有助于学习和考试，但必

须加倍努力。

八六丙寅年生人

劳中生权。情缘平淡。宜多学习新的知识，充实自己。

七四甲寅年生人
宜动不宜静。大利物流业，也利国际贸易。女性虎人尤其得

利。

六二壬寅年生人

灵性重，宜哲学或者宗教修养。感情平淡。

五Ｏ庚寅年生人

与年轻人特别合得来，也是乐事。须防身体健康，多做运动。

三八戊寅年生人

宜多注意休息和运动，健康最重要，身外之物毋需强求。

*          *          *          *          *



兔
Rabb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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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兔  一九九九、八七、七五、六三、五一、三九

總論
兔人本年多桃花，人缘佳，宜公关和买卖生意。头脑清晰，也

可做分析性质行业。

事業
大利与人事有关之行业，如婚嫁、娱乐、中介等。也利分析性

质工作。

財祿
财运平稳，无大起伏。

感情
桃花旺，人缘佳。但须防人事争拗。

健康
身体还算安好。但须防肝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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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己卯年生人

凡事辛劳。须防感情波动和爭拗。

八七丁卯年生人

多合之年，工作宜外不宜内。可以扩大朋友圈子。

七五己卯年生人

权力增长，打工者易升迁，从商者可以扩展。

六三癸卯年生人

人缘大好，尤其有異性助力。事业畅顺。

五一辛卯年生人

已过古稀之年，人缘仍佳，宜多参加团体活动更佳。

三九己卯年生人

多注意身体健康，凡事多放下，颐养天年便是。

*          *          *          *          *



Dragon
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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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龙  二ＯＯＯ、八八、七六、六四、五二、四Ｏ

總論
利设计，想象力丰富。灵感也强。整体比去年为顺利 。

事業
大利创作性质行业，如㝍作、绘画、建筑、艺术等。也宜阴

宅，如殮殡、墓园等。也主动，如物流、旅游等。

財祿
财源平稳，宜正不宜偏。

感情
此乃合年，人缘关系好。未婚者宜婚。已婚者恩爱。

健康
还算強健，但须防腰肾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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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千庚辰年生人
多得上司助力，桃花旺，感情佳。

八八戊辰年生人

凡事多辛劳，不宜合伙。但朋友颇多。

七六丙辰年生人

劳中生财。凡事先难后易，只可按步就班才能成功。

六四甲辰年生人

人缘佳，权力增长。也多外游机会。

五二年壬辰年生人

朋友众多，不愁寂寞，宜多参与社区活动。

四Ｏ庚辰年生人

体力较弱，宜多休息和运动。

*          *          *          *          *



蛇

Sn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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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蛇  二ＯＯ一、八九、七七、六五、五三、四一

總論
蛇人本年刑太岁，须防人际关系，故不宜合伙，另外也小心血

光之灾。不过财运颇佳，利投资。

事業
宜执法行业，律师或警察等。也宜帶血的职业，如外科医生。

贸易行业也佳，不过须小心谨慎，凡事合法才是。

財祿
财运不错，有利扩展和投资。

感情
情缘较反覆，多有人事问题。遇事宜冷静，多为对方着想。

健康
整体平安，不过慎防意外和血光之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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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一辛巳年生人

求学者成绩优越，人缘也佳。

八九己巳年生人

须防人事问题。感情也较多波动。应多做事少说话为上。

七七丁巳年生人

人际关系甚佳，宜做公关或买卖之行业。财运亨通。

六五乙巳年生人

凡事多反覆，必须先难后易。坚持便可成功。

五三癸巳年生人

颇多长辈助力，人缘也佳。财源不断。

四一辛巳年生人

体力渐衰，须注意心肺毛病。宜凡事放下。

*          *          *          *          *



馬

Ho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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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马  一九九Ｏ、七八、六六、五四、四二、三Ｏ

總論
马人和虎三合，人缘佳，多有助力。流年主动，灵感也强，财

运特佳。权力也增强。

事業
利流动性质行业，如物流、贸易、买卖、人事等。也宜哲学和

宗教有关之工作。管理階层尤其顺利。

財祿
财运亨通，以权生财，尤其利以灵感投资更具成果。

感情
三合之年，人缘佳。已婚者更恩爱。未婚者可以考虑结婚。

健康
整体颇强健。但须防意外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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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二壬午年生人

平辈缘佳，朋友众多。读书得力。

九Ｏ庚午年生人

意气风发，打工者有晋升机会，自雇者宜扩展。未婚者可婚。

七八戊午年生人

劳中生财，多劳多得。已婚的男性马人多得妻助。未婚的马人

比去年顺利。

六六丙午年生人

权力增升，责任加重。故须多注意休息和运动，提防意外。。

五四甲午年生人

退休年纪了，宜放松一下，多外出游玩。

四二壬午年生人

老而弥坚，朋友众多。可以多参加社团活动，快快乐乐。

三Ｏ庚午年生人

须多注意肺肾健康。多运动、多休息。

*          *          *          *          *



羊

Sheep

19

肖羊  二OO三、一九九一、七九、六七、五五、         

四三 、三一

總論
羊人本年多贵人助力，也多喜事。人缘甚佳，凡事多可逢凶化

吉。

事業
大利汽车或航空业，也利公关，医疗行业也佳。

財祿
财富宜正不宜偏。易因朋友助力而多生财机会。

感情
平淡而安定。已婚男士易有妻子助力，也多喜事。

健康

身体强健，远胜去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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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三癸未年生人

多长辈助力，求学者成绩优越。不过姻缘较平淡。

九一辛未年生人

吉星高照，逢凶化吉。也有上司眷雇。

七九己未年生人

凡事多辛劳，提防合伙。異性间容易多误会。

六七丁未年生人

颇多朋友助力，合作得力。已婚的更恩爱，独身的易有姻缘。

五五乙未年生人

老而弥坚。衣食无忧。

四三癸未年生人

多注意心肾功能。还好是每有贵人相助，逢凶化吉。

三一辛未年生人

健康滑落，慎防胸肺毛病。宜多休养生息才是。

*          *          *          *          *



猴

Monkey

21

肖猴  二OO四、一九九二、八Ｏ、六八、五六、

四四、三二

總論

猴人冲太岁，与流年对立，故不直赌博投机。也须防意外血光

之灾。但文昌旺，利教育和研究之工作。也主动的方面。

事業

大利教育和科研，不利赌博投机。凡事宜守不宜攻。物流、旅

游、贸易行业较旺。和血有关之行业如外科医生等也不错。

財祿

只宜正财。不宜赌博投机。切勿冒险。

感情

情缘薄，多争吵。凡事宜退一步为对方切想。

健康

多毛病，也易意外和血光之灾。故须小心驾驶，也避免危险的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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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四甲申年生人

文昌星临，利于学习。情缘淡薄，不可强求。

九二壬申年生人

朋友多，花费也多。切勿充大方而乱用钱。工作宜动不宜静。

八Ｏ庚申年生人

财来财去，但多有长辈助力。工作宜守不宜攻。

六八戊申年生人

名大于利。工作会有变迁。权力有所增升。

五六丙申年生人

劳心劳力。宜分工、找助手。不要投机。

四四甲申年生人

小心健康，尤其肝肾方面。多注意休息和运动。

三二壬申年生人

须防保健，多放开怀抱，乐享天年。

*          *          *          *          *



鸡
Rooster

23

肖鸡  一九九三、八一、六九、五七、四五、三三

總論
雞人桃花旺，人缘佳。权力增加，头脑清晰。

事業
宜处理人事之行业，尤利娱乐事业。教育和做官也佳。

財祿

名大於利。但也可以名求财。财运平稳。

感情
人缘和桃花双興旺。未婚的宜婚，已婚的更恩爱。但也较多争

拗，宜多忍让。

健康
身体健康。但桃花旺，须畄心腰肾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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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三癸酉年生人
桃花旺，人缘佳。多有異性助力。

八一辛酉年生人
意气风发，宜公关行业，尤利娱乐界。打工的易升迁。自雇的

宜扩展。

六九己酉年生人
权力增长，但也劳心劳力。已婚者须防感情波动。

五七丁酉年生人
多合之年，朋友众多兼有助力。还可以有一番作为。

四五乙酉年生人
健康下滑，慎防跌倒。须多注意休息和运动以增强体力。

三三癸酉年生人

老而弥坚，朋友众多。可以好好的怡养天年。

*          *          *          *          *



狗

Dog

25

肖狗  一九九四、八二、七Ｏ、五八、四六、三四

總論
犬人三合於太岁虎，故有多方助力。但仍然劳心劳力。情缘也

较不稳定。容易犯血光之灾，故凡事不宜太急躁。

事業
大利和血有关之行业，如外科医生或屠宰行业。军人或警察也

佳。

財祿
财运平平，宜正不宜偏。本年可以说是劳中生财的一年。

感情
情缘合中带冲。感情之事宜多为对方着想，以柔克刚。

健康
身体无大碍。但易犯血光之灾，小心利器和驾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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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四甲戌年生人
工作较为反覆，时好时坏。故凡事多加忍耐，默默耕耘才有良

好结果。

八二壬戌年生人
有朋友助力，合伙也佳。工作性质主动不主静。感情也平和。

七Ｏ庚戌年生人
权力升级。大利管理階层。人际关系也佳。

五八戊戌年生人
劳心劳力，宜考虑退休了。须多注意肠胃疾病。

四六丙戌年生人
半吉半凶，凡事不要强求，尤其小心碰撞和血光之灾。

三四甲戌年生人
颐养天年，多休息和走路。凡事多开怀。

*          *          *          *          *



豬

Pig

27

肖猪  一九九五、八三、七一、五九、四七、三五

總論
豬人和虎六合，同时又刑冲。故须防口舌是非和感情波动。几

事多辛劳才能成功。但是也大利以口生财之行业。

事業
大利以口生财之行业，如演讲、教育、宗教、哲学、灵性等行

业。也利娱乐事业，如演艺、歌唱等。

財祿
财禄平稳，但须防合伙人之间的钱财争拗，财上交待必须清

楚。

感情
情缘反覆，既合又冲，易于争拗。凡事多退一步就是。以柔克

刚，多点放下，自可和谐。

健康
强健之中又多小意外。切勿过于劳累便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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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五乙亥年生人
长辈助力大于平辈。 異性缘不错。利于公关。

八三癸亥年生人
異性缘颇佳，也多有異性助力。事业上升，多机会。财源也不

错。

七一辛亥年生人
上下关系都处理得来。故适宜做工关工作。

五九己亥年生人
劳心劳力，凡事亲为。宜多注意飲食和肠胃问题。

四七丁亥年生人
五合之年，人缘佳，机会多。财富平稳。

三五乙亥年生人
雖大把年纪，人际关系仍在，处处受人敬仰。。

*          *          *          *          *



鼠

Rat

29

肖鼠  一九九六、八四、七二、六Ｏ、四八、三六

總論
鼠人驿马旺盛，权力也增长。不过易有意外损伤。故也应该平

衡生活，切勿工作过量也。

事業
大利物流或旅游业，国际贸易也佳。做官的、军人、警察等尤

利。

財祿
动中生财。权力与财富也成正比。

感情
情缘较薄，易于争拗。过多外游也许影响到感情。应该多关心

对方，慎勿烦躁。

健康
容易碰碰撞撞，故宜小心重物，也须防驾驶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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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六丙子年生人
 劳中生财，颇多机会学习。多男性长辈助力。

八四甲子年生人
权力增加，外勤繁忙。工作宜外不宜内。情缘平淡。

七二壬子年生人
朋友众多，也常常结伴外游。也宜合伙。

六Ｏ庚子年生人
多为晚辈劳心劳力，也赢得尊重。不宜赌博投机。

四八戊子年生人
须注意飲食和肠胃问题。宜多运动和休息。

三六丙子年生人
健康问题仍在心肾。凡事须看开看淡，颐养天年。

*          *          *          *          *



牛

Ox

31

肖牛  一九九七、八五、七三、六一、四九、三七

總論
牛人本年常有贵人助力。感情半吉半凶，只可随缘，没可强

求。也须防疾病。

事業

医疗行业甚佳，也宜人事行业如公关、买卖等。

財祿

每因贵人助力而得财。财宜正不宜偏。

感情

情缘先疏后亲。本年带红鸾星，未婚者宜婚。

健康
本年帶病星，故较多小病。宜多休息和运动以加强免疫功能。



32

九七丁丑年生人

多方得力，工作顺利。情感丰富，可以婚嫁。

八五乙丑年生人
有上司助力，长辈青睐。打工的可以升迁。自雇的可以扩展。

七三癸丑年生人

多有異性助力，事业顺遂。也是掌权之年也。

六一辛丑年生人

身体转弱，小毛病较多。工作与生活应该並重。

四九己丑年生人

须防健康问题，尤其肠胃和心脏。宜休息与运动並重。

三七丁丑年生人
雖然年事已高，仍有朋友，淡而长久。不过仍需注意心脏和肠

胃健康。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