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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1 - 八卦是什麼？

伍子明：易經就是八卦，八卦就像古老的電腦，電
腦程序很復雜，無論有多復雜都仍是0跟1的基礎理
論。0跟1也就是陰和陽，陰和陽的配合就是易經。易
經來自於3卦 = 天，地，人。天是上卦，地是下卦，
中間是人卦，也叫三才，三才即是天地人，每一卦有
陰有陽，有實線和虛線，配合起來有三個橫，專業術
語叫一橫開天，錢卦一橫，陽卦是天地初開，陰卦就
是二行，有天有地，三橫叫八卦，為什麼叫八卦，數
字開始由0到8. 天幹就是代表天機道，地支代表地脈
道，藏幹代表人間道。

問題#2 - 為什麼買房前要看風水？

伍子明：買房需要留意3個元素，天時，地利，人合。
天時是人出生時帶有，即有生俱來，人的運勢高低有
包含地區和地理因素。天時我們控製不了，我們可以
控製的是地利，人合，這是後天可以控製的因素，
地理是否與個人的運勢結合，這個地方是否有煞氣，
是否有旺財，旺丁，旺福的氣場。房子和住進去的人
的關系就好像二個人婚姻的結合，婚配出錯就會離婚
了，選好了就可以得到美滿結局。所以買居房的選擇
對每個人都至關重要。

問題#3 - 相親為什麼要對八字？

伍子明：古代人，買通風水先生，希望把不好的八字
改成好的。原因是八字命理跟風水一樣亦是門科學，
每個人命理有二個密碼，一個叫遺傳基因，是構建我
們身體的密碼。英文叫DNA。其實還有個更重要的碼
叫命碼，這個命碼是隱藏在出生的年，月，日，時辰
和地區，所有人的所有密碼都藏在那裏，這是一門非
常大的學問。很多風水師沒有好好讀書，認真研究過
這門學科，就去幫人算命。了解命碼很重要，婚配雙
方配不配，主要要看他們的命碼配不配。第一是看他

們倆的五行配不配，他們倆的出生年，月，時辰，一
個美好的婚姻需要滿足4個條件。第一是緣，第二是
分，緣和分是二種不同的事情，緣是決定他們倆的婚
姻能不能白頭到老的果。分是當時那個特定時間他們
倆能不能結婚，如果結婚的時間（分）不對，結婚後
也還會離婚。第三是性格是否合適，第四是結婚後，
雙方的結婚運有沒有沖突的運？如果預先發現這個結
婚運的變化，可以提前準備做應變。所以合八字是門
高深的學問，很多人以為合八字是合生肖，其實是誤
會，合生肖只是算八字四分之一的功課。所以結婚前
合一合八字對雙方婚姻更有保障。

問題#4 - 為什麼結婚要擇日？

伍子明：選擇結婚的日期不可與新人和雙方家人的八
字有沖突，要看新郎，新娘，還有雙方父母的生辰八
字，我一般會看這六位的生辰八字來擇婚禮日期。一
單婚姻是二家人的事情，這樣選出的婚禮日期和時間
可以幫助婚姻更加美滿。

問題#5 - 準備要孩子，風水也可以幫助嗎？

伍子明：這需要幾個點配合，第一是倆個人的命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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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年，月，日，時辰），夫妻二人在這個時間段是否
合適要孩子，或者說懷孕的日子對大人和小孩是最安
全的時刻。第二是風水方面，房子的布局，沒有好的
氣場會影響到女方是否能順利懷孕。第三是天時地利
人合，天時是timing （時間），人合是指夫妻八字的
合拍，地利是指風水布置使懷孕順利。

問題#6 - 裝修房子需要看風水嗎？

伍子明：有朋友花那麼多錢裝修房子，結果發現卻把
錢花在錯誤的地方，很失望。裝修房子有很多講究，
第一地方是針對家主的情感風水，裝修錯的地方會擺
出一個爛桃花陣。第二地方是針對財祿，風水裝修不
恰當使家主失財，裝修的風水好，家主的財運會越來
越好。還有一個健康和福祿方面，好風水還可以給家
主孩子們的讀書運助運。既然要重新裝修，就可以按
照風水好的方面來設計和裝修，也不會白費了心思和
金錢。

問題#7 - 羅盤的作用

伍子明：羅盤由地盤和天盤組成。風水羅盤的地盤，
一般由托盤、比對尺、十字魚絲線與水平尺組成。也
被稱做內盤或圓盤。天盤的盤面上印有許多同心的圓
圈，一個圈就叫做一層。各層劃分為不同的等份，最
少的只分成八格，格子最多的一層有三百八十四格。
天盤和地盤象征天圓地方。。

羅盤分大大小小的圈，裏面是內卦，外面是外卦。內
卦一般是看人脈，就是看陽宅就是我們住的地方，外
卦看陰宅。天盤中間裝有一根指南針，名為天池，也
叫海底，它是羅盤的「心臟」。最重要的裏面的小
字，每個字都有獨特的意思，看風水的時候要從中心
看，看指南針指向。行話以立極分金，來定風水。所
以羅盤在風水算卦裏占有很重要的位置。

問題#8 - 風水的源頭

伍子明：風水的起源跨越 到5,000 年前，風水是一門

復雜的學科，風水與中國的占星術和形而上學緊密交
織在一起。 一些學者也認為風水符號可以在道教和佛
教中找到，這表明其歷史與這些古老的信仰體系的歷
史有關。風水最早啟發人是黃帝，他發明了指南車，
用於勘查山川，地形和山脈，幫助他議定打戰策略，
並且撰寫了最早的風水書《黃帝宅經》。而後用於勘
查房子地形，地域和氣場之間的關系和影響。比如在
北方，房屋的大門朝南，朝南是陽氣所在，讓暖的空
氣進屋，朝北讓冷空氣進屋。說到墓穴方位，也有好
壞之分，好或者壞都會影響其後人的發展。所以歷代
古帝皇的墓穴非常講究風水朝向。古代建築裏的，有
代表性的是故宮，每一寸和一米的設計都和風水息息
相關。

問題#9 -  陽宅和陰宅

伍子明：在多倫多，有很多房屋建在墓地和教堂旁
邊，風水要考慮二個方面，一個是距離，一個是大
小。如果墓地和教堂很小，其影響並不大。如果面積
很大，就有麻煩，氣場很大會壓製旁邊的房屋。一般
來說，墓地是指陰宅，房屋是陽宅，陰陽相撞就看哪
個氣場更強。比如說教堂，教堂外形沒有太多三尖八
角的設計就問題不大。如果外形很像斧頭劈過來會不
好。普通天主教堂都安全，因為建築外形古老也正
統。墓地也是同樣道理，北美墓地比香港墓地陽光更
充足，樹木清爽，陰氣不重。如果房子選在教堂和墓
地旁邊，最好勘查風水，保證安全和健康。

問題#10 -  流年是什麼，流年怎麼推算？

伍子明：風水不只是看形狀，也看時間。一個是時，
一個是空，風水的時是每20年一個大轉變，每10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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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轉變，還有每年的變化。流意味著流動，以年為單
位。流年二字合起來就代表著時間的變化。是說隨著
時間的變化，人的風水運勢也是在不斷變化的。

問題#11 - 怎麼樣分別吉屋和兇宅？

伍子明：這些方面需要留意，房子的外圍環境要開
闊，不要狹窄和陰暗。如果旁邊很多高樓，把這個房
子擠在中間，有壓迫感就屬於不吉。相反是凸出也不
是吉屋。中庸之道為上，跟旁邊的環境相襯得益為吉
屋。然後看陽光，屋內光線不要太暗，有陽光照射進
屋為吉。屋邊有樹木，加上一條彎彎曲曲的小路，稍
微彎曲小路像流水，水為財為吉。如果屋的門口正在
前面二屋的中間為兇，風水叫天刀殺。影響健康和財
祿。再是一個尖角很多的建築物沖正大屋為兇。這幾
點特征是專指房屋風水。大家會很容易辨認。其他小
問題一般風水可以解決。

問題#12 - 風水吉祥物有用嗎？

伍子明：吉祥物的位置擺的對有用，擺的不對就沒有
用。比如發財樹，發財貓這樣的吉祥物，一定要計算
出正確的財位在哪裏。這個道理就好像10塊錢，分散
放，但是財位的地方只放了1塊錢，如果把10塊錢都
放在財位，財位的作用就能發揮更好。很多店鋪放魚
缸也有學問，放錯位置反而會破財，魚缸建議放在偏
財位。每個店鋪的偏財位置不同，需要實地考察才能
找出正確位置。

問題#13 - 一個人的名字和風水有關嗎？

伍子明：中國人特別註重起名字。名字的作用和其影
響很深遠，首先看這個人將來從事的職業。如果是娛
樂圈明星歌星，他們的名字就特別重要。如果從事其
它職業，名字的作用就大約在百分之五，最多不會超
過百分之二十五。給小朋友起名字到底需要註意哪些
方面？第一是需求，要看這個小朋友對未來職業的需
求，名字的含義要配合小朋友的命理；第二是五行，
名字要配合小朋友的五行需求；第三是筆畫推算。如
果小朋友本命很強，名字的作用變小，小朋友本命

弱，名字可以幫助增強運氣。

問題#14 - 什麼是桃花運？

伍子明：桃花代表姻緣，但是桃花也有正和偏之分。
桃花有二種寓意，第一種是財運，桃花特性耐寒，生
命力很強，所以做生意的人很喜歡它，桃花在艱難
中頑強成長，代表興旺和財運。另一個預意是人際關
系，想要生意好，需要賓客盈門，人多亦代表人際關
系好。就個人來說，桃花外形美麗，顏色柔和，代表
這個人的感情很好。這是我們所說的正桃花。

問題#15 - 什麼是墓葬風水學？

伍子明：陰宅就是墓葬，中國人在幾千年前就開始註
重墓葬風水。人們相信墓葬的位置好壞會影響其後人
的運氣。根據考察，墓葬大約會影響其後輩的3-5代
人，並不是永久的。墓葬風水不是迷信，是科學。就
是我們現在所說的DNA，父母輩的DNA對後輩的影
響，墓葬葬在一個風和日麗的地方，能吸收大自然的
正能量，這個能量和氣場能影響後輩的運氣。墓地（
陰宅）旁邊的高低起伏和左右分配，比陽宅風水更復
雜。墓地和生老病死一樣，不應該是忌諱話題，應該
提前籌劃，為後輩謀福利。

問題#16 - 生老病死和風水相關嗎？

伍子明：人有三才，三才就是天，地，人。有天有地
才有人，人在天地間，就關乎天時地利人合。所謂天
時是人出生的時刻形成的命理，命理有高有低。在命
氣低的時候，做事會不順有阻礙，風水可以想辦法彌
補幫助。因為人在天地間，講究人際關系，天是人的
性格，地是人周圍的環境，在人氣運氣弱的時候，用
方法幫助提高氣場，可以有好運。氣場高運氣好的時
候，風水也可以幫助提得更高。所以風水跟人的一生
和運氣是息息相關。

問題#17 - 風水是科學，風水是迷信

伍子明：嚴格來說，風水有牽扯到迷信。因為普通人
覺得迷信深不可測，科學無法解釋。其實這是誤解，
風水是和數學，物理，化學有聯系，風水也是一門學
科，它起源於中國易經，是門科學分析。風水使用正
確是可以幫助到人，相同方法可以幫助到不同的人，
它也是屬於一種科學論證。真正的風水是不談宗教，
不談迷信。

問題#18 - 風水能改變吉兇嗎？

伍子明：兇宅約90%的可能性可以調整好，因為兇宅
有不同的特點。比如一間房屋煞氣很重，而房主本身
也是從事偏門職業，命格帶煞氣，其實這間房屋和房
主的命格可以匹配的很好。如果煞氣房遇到普通命格
的房主，就可以用風水做陰陽調和，用中庸之道法把
煞氣引化。相反道理，如果吉屋沒有好好利用風水，
房屋也會變兇。所以找一位有經驗的風水師至關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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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問題#19 -  風水和顏色有關嗎？

伍子明：風水和顏色有關系。風水講究氣場，能源，
顏色本身有波長，紅色是長波，藍色是短波。無論長
波和短波，都需要看每個人本身的五行配合。為什麼
大家都喜歡用紅色，是因為紅色代表精力充沛，代表
著能量，朝氣和火。比如有位朋友屬火，火融金，就
不合適紅色。黃色代表金，金為土，火能生土，所以
紅配黃是好的搭配。比如中國國旗是紅底黃字！所以
顏色和五行需要以各案而行。

問題#20 - 風水與數字有關嗎？

伍子明：風水跟數學有很大關系！風水本身就是數
字。大家對數字有偏見，比如有人不喜歡數字4，數字
4是香港人不喜歡，因為廣東話裏，數字4的發音和「
死」相似。其實從玄學角度來講，數字4是一個吉祥的
數字，數字4是文昌數字，特別在前面加上數字1。在
中國風水學裏有句名言「一四同宮，科命之舉」指如
果命格裏有1和4，此人將命入文昌，是位狀元之才。
我自己住的房門號就有4，已經住了33年。還有數字
13，因為耶穌的最後晚餐有13個人。但是在猶太人和
中國人傳統裏數字13是吉祥的，玄學角度，數字1是
屬水，數字3是屬木，水生木，是很好的數字搭配。每
個數字有它的特屬性，需要相襯合應。

問題#21 - 新住宅已有風水驗證，還需要看風水嗎？ 

伍子明：有二種意見，第一點是幫這個房屋做風水驗
證的風水師的背景是否合格，第二點是房屋的風水需
要和入住的房主是否能配？房屋的外觀和環境驗證
後，入住的時候仍然需要找風水師看裏面的風水，書
房，和睡房等功能性位置怎麼安排是需要風水查看，
還有房屋裏的家具擺設和裝修風格都需要和房主本人
搭配。

問題#22 - 病重時可以咨詢風水師嗎？

伍子明：有時候西式治療都無用的話，可以試試風

水。因為住的環境磁場變化，就會影響到人的氣場和
運氣，所以需要把環境的煞氣引化，可以化解病氣。
所以用風水化解病源有道理。

問題#23 - 養寵物是否會影響家居風水？

伍子明：寵物就好像一位朋友和伴侶。孩子們長大離
家後，老人家養寵物給家裏帶些朝氣活力。但是寵物
養在家裏哪個位置，比如不能把寵物養在病位等相關
事宜。

問題#24 - 網絡上的風水咨詢可靠嗎？

伍子明：風水一定要找位專業人士咨詢。網絡上的回
答來自天南地北，很多人並不是風水專家，風水問題
的回答可能是非專家的意見，這點很危險！專業問題
還是找專業人士！

問題#25 -  風水來源中國，是否合適西方文化？

伍子明：風水科學由數字為根基，數學不分國籍和文
化，最主要的是風水師是否對本地的人文地理有足夠
的了解。專業風水師可以把風水這門古老的學問套入
不同的地區和人裔。比如我看過不同的國家風水和種
族，我的客人來自超過60個國家，70多個種族，我身
後的算命文檔有17，000人數，他們來自世界各地。

問題#26 - 風水和星座有關系嗎？

伍子明：星座是一門西方風水學問。星座是按星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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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歷歷算的，星座文化本來就源於西方國家，而陰歷
只是中國的特有算法，所以星座按照陽歷日期計算。
但是中國風水是個縱觀全局的科目，從人的出生，長
大，到生老病死。每一個階段都有科學論據去推理。
而星座就沒有這麼全面。

問題#27 - 同期詢問幾位風水師，合適嗎？

伍子明：遇上事著急就去尋找幫助是正常。無論找哪
位風水師，需要查看風水師是否有專業背景，這位風
水師是否有過成功的大項目？是否與這位風水師有緣
份，溝通順利？如果同時有幾位風水師給意見，各有
的建議，反而容易迷惘。

問題#28 - 風水師是否需要學歷認證？

伍子明：不合格的風水師太多，一些人看了幾本風水
書，上幾堂課，就給人看風水的事情很多。第一：風
水是有門檻的學問，風水本身是數學，需要風水師有
文化和教育根基。第二：風水需要很強的推理判斷和
邏輯思維。第三：風水需要靈感和天賦。這3點俱全才
能成為一位合格的風水師。

問題#29 - 風水學和其它宗教有沖突嗎？

伍子明：風水和宗教沒有任何關系。風水由易經轉變
而來，有0和1的數字哲學。易經是一門思想。有些人
說和道教有關系，其實也沒有關系。地理風水，乃是

道教的範圍。風水學屬道教重要組成部分，也叫青烏
堪輿之術。但是道教當初是不搞這個東西的~後人為了
消災求財 才往這方面發展的...(失去了原來的理想)...,黃
帝時期就有了風水書,他們是一個體系的.

問題#30 - 改變職業需要看風水嗎？

伍子明：風水主要看命理，比如怎麼樣的工作合適？
在什麼地方工作合適？曾經遇到一位朋友，一時沖動
辭工後去了不同地方找工作。應該做好準備再去做決
定。

問題#31 - 風水怎麼樣看土葬，火葬和海葬？

伍子明：第一步選擇下葬的日期，不能犯沖撞到家裏
親人。每種葬法都有不同後果。我本人贊成土葬，土
可以消化人的基因DNA，引導到大自然，得到土壤
滋潤，引導得到天地靈氣，後輩有福。海葬入水後聽
天，後輩收不到福澤，如果海員，海軍等職業另當別
論。火葬普遍，火葬後到骨灰入盒，盒子下葬到一個
風水好的地方，後輩仍然可以收到福澤。

問題#32 - 風水能解決辦公室的政治問題嗎？

伍子明：風水能幫助解決一部分的辦公室等政治問
題。原因是命理講究天時地利人合，不同的人，不同
的命格有不同的結構，人與人之間有沒有對沖，有沒
有人合，都是因素之一。另一邊來說，政治是利益問
題，就是金錢問題。人的運氣有高低，運氣就是天
時，地利就是辦公室的風水布局，人合，對方是你的
貴人還是障（對沖）。這3點缺一不可，所以風水只可
以幫一部分。

風水101節目由多倫多電視（TorontoTV）製作，
加拿大風水大師伍子明提供他的專業知識，國語主持
於意，廣東話主持陳詠虹, 語音文字於意，編輯劉穗
安，風水101節目視頻在 PaulNg.com ; 

FengShuiMaster.ca 播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