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零一八戊戌土犬年流年預測        伍子明
本年為下元八运第十四年，以「皇极经世」之易卦推算，從一

九八四至二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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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一八年即為「鼎」卦之第四爻第四

年，為「泽雷随」卦。

**易卦推理**

「泽雷随」，上卦一阴二阳，下卦二阴压一阳，凡事多有拖

延，戦戦兢兢，但也多跟风行动。今年整体水火二灾甚多。

**流年八字**

本年四柱為「戊戌」土犬年，「甲寅」木虎月、「丁卯」火兔

日、「癸卯」水兔時。八字中和，无合也无冲；但暗合而又不

合。故世界政治，国与国之间一般只虚以委蛇，难有真诚。八

字五行宜「土金水」而忌「火木」。故大利地产、旅游、物流

和汽车等行业。贵金属也会继续增升。高科技颇反覆。能源行

业看淡。教育行业也有新方向。

**流年飞星**

本年「九紫」入中宮，為下元八運第十四年。「九紫」為「喜

庆星」，性质为火，主动，也主变化，世界整体也更炎热和多

火患。地域來說，不利于西、北、东北、东部地区之国家，如

美国、英国、俄罗斯、日本、韓国等。而大利中、东南、南、

西南之国家，如中国和东南亚诸国。本年「中宮」為「火山

旅」卦，阳气上升，阴藏阳中，国与国之间关系紧张，歩歩为

營。



**方位分析**

中央（九紫兼火山旅卦）小吉

「火山旅」卦，火在上而山在下，有如足踏火山，戦戦兢兢，国

与国之间不敢轻举妄动，但也不太平。中东和中国特別炎热，甚

至美国中西部。世界也多火山爆发和地震问题。

但政治方面很多国家都想改革，但会瞻前顾後而至不徹底。

中国西南方四川一带会有地震，东南方多水灾，西部之新疆不太

安定，北部多沙尘暴。

中东甚不安定，也多戦乱。

正東（七赤破军位兼泽天夬卦）凶

「七赤」破军星到臨，财已退气。日本经济滑落，但军備倍增。

而中國之山东、上海等地、加拿大「多倫市」東之「士嘉堡」

區、美国首都华盛頓経济放缓。

東南（八白兼山泽损卦）大吉

「八白」为正财星，大吉。但财多先失然后得。中国东南各省、

美国之佛罗利达州之迈亚米等地、加拿大之多伦多市地产上升，

也易有水患。

正南（四綠兼风雷益卦）大吉

「四綠」文昌星飞临正南，南方國家多有所发明，经济也转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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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南（六白兼天地否卦）凶

「六白」驿马星入西南，多迁移，也多难民问题。天地否卦大

凶之卦，也喻西南諸国不穏定，欧洲之西班牙、葡萄牙、法国

等颇受政治和经济之负面影响，更有新一轮的难民潮和恐怖事

件。

正西（二黒兼地水师卦）大凶

「二黑」病星在西方，兼地水师卦，西方诸国不是戰乱便是多

病灶，尤其是美国和英国。美国积极发动反恐活动，国内槍患

不断。英国内部三岛动䀊，呈分裂之倾向。

西北（一白兼水火既济卦）大吉

「一白」桃花星飛臨西北，北欧诸囯经济渐趨稳定，民生安

泰，不过也多外来之盗贼。中国大西北之开发也见成效。

正北（五黃兼地风升卦）大凶

「五黄」大煞星入北，北方诸国多有经济和政冶问题，加拿大

经济也颇反覆，只有房地产业一支独秀。俄罗斯内部有变动，

还会有恐怖袭击。北方之地今年多天灾。

東北（三碧兼雷地豫卦）小凶

「三碧」是非星到東北，故东北之地颇多争议之事，尤其在政

治和军事方面。韓国政治问题不断、朝鮮更具争议。加拿大之

魁北克省和美國東北各州也是是非不断。



**行業分析**

本年大利「土金水」三業，而不利「火木」。「九紫」喜庆星

入中宮，大利娱乐行業，也利物流和旅游。試分析各主要行業

如下﹕

「地產方面」，整体上扬，大利中、东南、南、西北和北五个
方位，而不利东北、东、西、西南部。中國方面，整体向好，尤
其北京和深圳、广州。美國楼市颇反覆，甚至有新一轮危机。加
拿大处於「地风升卦」，但又逢五黄位，属性土，樓市再度反弹
向上，尤其是杨柳谷、烈治文山、俄劳拿和新市。士嘉堡和南依
途碧谷稍缓。密市和西南安省诸小镇如米尔顿、滑铁卢等再上
升。西部之温哥华市也逆势上升，中部各省只属平稳。东南亚方

面，包括香港，整体地产上升。

「能源方面」，石油价格稳步增长，股价上升。电池车长足发

展。这也对減排废气很大幫助。

「電子方面」，颇为反覆，但有新的突破。中国之华为大幅增
长。但传统机構大为缩減和裁员，如 IBM 类型之公司，颇受打

击。新的小型高科技生司大幅增加。 

「醫療方面」，药物有所突破，尤其在遗传基因之研究。对癌

症的破解也有进步。

「飲食方面」，本年品种更多，百花齐放，新格局之食肆和品
种不少。也唯有这样，飲食文化才有进步。本年婚嫁颇多，故大

利酒楼和会议厅行业。

「五金方面」，继续有突破，又有更多高科技的新原料，高檔
次的可在飞机和汽车用上，普通的也可在家应用。铜铁需求也在
上升，对工业实有幫助。贵金属价格也上升。



「汽车方面」，销量更佳，雖有回收，但对消费者影响不大。

电动汽车和低排废汽车更为加倍流行。

「旅遊業」颇为蓬勃，尤其邮船和旅游團隊。中国、东南亚、

南太平洋和北欧诸国尤为興旺。

「製衣業」今年不太景气，有大连锁店出现问题，也多收購行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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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和贵金属看好。

**政治方面**

本年「九紫」入中宮兼為「泽雷随」卦，而流年大卦「火山旅」

都显示世界政治颇波动，甚至朝令夕改，戦戦競競。各国政府会

忙于天灾人祸，危机重重。无论何人當政，也会多受责难。

「加拿大」本年「五黄」兼「地风升」卦，吉凶参半。農畜业

会出现问题和争议。但地产业一支独秀，为支撑经济之大局。经

济仍然有所增长，失业率放缓，但许多传统性行业如银行和零售

业会有所调整。

「美国」受本年「二黑」病符星和「地水师」卦影响，是非不

断，挑起的戦乱大增，世界大半是非都会牵涉。国内也多种族问

题和槍击事件。

「中国」以「九紫」喜庆星影响，气温特别炎热，火灾也多：还

好是整体经济蓬勃，人民生活上扬，国际关系更佳，国内攺良和

普及教育更为重点。経济稳步发展。不过本年较多旱灾和地震。

新疆动乱也多。



「香港」位居「八白」正财位，卦象「山泽损」。経济上扬，故

政治相对稳定，一翻新景象。但水患特多，须防山泥倾泻。

「台湾」处于「七赤」破军位，但卦象「泽天夬」，党派之争又

起，经济颇为反覆。但东北部花莲区易有地震。风灾水灾也多。

「日本」处於「七赤」破军之中心位，又逢「泽天夬」卦，更思

增加军力。但天灾和人民的和平意愿也限制了它的扩张。而且经

济也颇有阻滞。不过政治还算稳定。

「韩国」占「三碧」是非位，兼「雷地豫」卦，政治问题比去年

更多，它夹於中美之间，好像两面都不是人。

「朝鲜」主力仍在国防发展，是非仍然不断，不过也开始扩大向

外发展关系，尤其和中国。

 南方國家如「印度」、「非洲」、「澳洲」、「南美」等国，

「四綠」文昌星臨，兼「风雷益」卦，政治和经济比去年进歩，

也会出现出色的读书人。

「西歐」诸国，「二黑」病符星兼「地水师」卦，恐怖袭击此起

彼伏，防不胜防。也多新的病毒出现。

「中東」各國，受「九紫」星和「火山旅」卦影响，多国政洽极

不安定，政府和反政府之争无日无已。

「俄罗斯」位於「五黄」大煞，也逃不了恐怖袭击。不过経上

升，也带动了政治的稳定。



**经济方面**

「九紫」入中宮，又逢「火山旅」卦，故世界整体经济比去年进

歩。

「中國」経济上升，百花齐放，有新的零售方式出现，也多了不

少新的行业。尤其对外商贸大增。

「东南亞」为「正财」位，经济比往年进步。印尼、星架坡、越

南等国家发展颇为蓬勃。

「日本」位处退气位，经济放缓。军事的发展也影响到民生之利

益。缺乏竞爭力也影响到經济发展。

「韓国」在是非位，政治问题大大影响了经济的发展。不过三星

会有突破，比往年进步。

「印度」本年文昌飞临，会出现出色的读书人。经济也得到较好

的控制。

「美國」受刻病符星和地水师卦的影响，国内国外争斗不休，影

响经济反覆不定。汽车业和地产会是本年経济的发动机，武器外

销更是厲害。但美元仍继续高企，也大大影响了它的外销的競争

力。

「加拿大」坐五黄位，又兼地风升卦。地产和移民还是经济大动

力。中国的经济也会大大提高加拿大之外銷。加元和利息持续低

企，故整体经济较为平稳。

「俄羅斯」也为五黄位，天灾人祸较多，但与中国关系更进一

步，故经济仍会上升。



「歐洲」犯病符星和地水师卦，颇多大自然和人为灾害，影响

経济反覆，故本年属不稳定之年。

整体来说，本年世界经济雖不稳定，仍然上升，不过新的策略
和手段转營比比皆是。故股市仍然大上大落，而銀行利息會繼
續偏低。

**氣候与大自然方面**

「泽雷随」卦，加上「火山旅」，世界整体偏热，也多涝旱二

灾。中部地区如伊朗、中东，中国中原之地如四川、河南一帶

多旱灾。南部地区多风灾。中部多火灾，西方如美国加州、加

拿大西北地区易有水患，美国中北部平原州份仍多龙捲风。

**健康方面**

本年「九紫」入中，故多有与火關之疾病，如血压和心脏问

题，也多精神病。病源多在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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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喜庆生

    西方事不平

    文章南边起

    风吹北国興」



肖狗  一九九四、八二、七Ｏ、五八、四六、三四

總論
犬人本年坐太岁 、犯健康和财祿，不宜赌博。但正财無礙，适

宜踏踏实实，也合适做公关和公益工作。

事業
宜守成，利实业，利公关性质行业，也利人事管理。但不宜博

彩行业，也不宜偏行。

財祿
犬人本年正财运平稳，不宜投机性财祿，如股票等。只可一分

耕耘，一分收获。

感情
情緣淡薄，不宜婚嫁。但是公关不知道错，有所贡献。

健康
身体易多小毛病，尤其肠胃方面。故平时宜多注意飲食习惯，

切勿暴飲暴食，注意应酬方面。

狗

Dog



九四甲戌年生人
宜守不宜攻。凡事退一步想，踏实为佳。也易有意外。

八二壬戌年生人
人緣颇佳，公关得力。大利合伙。

七Ｏ庚戌年生人
凡事一波三折，多有人为障碍。故须每事亲力亲为，劳心劳力

方可。

五八戊戌年生人
命反元辰，刚逢六十甲子，须多加注意身体健康，多休息和运

动。

四六丙戌年生人
老當益壯，也多異性助力。不妨积极参加社区活动。

三四甲戌年生人
垂暮之年，健康下滑，每每力不从心。宜多休息和运动，好好

颐养天年。

*          *          *          *          *



肖猪  一九九五、八三、七一、五九、四七、三五

總論
豬人本年多逢贵人，凡事能逢凶化吉。天喜星临，家中當有喜

事。太阳星现，心明如镜。不过也犯孤独，喜欢宁静修养。

事業
大利与人有关之行业，也利娱乐和喜庆有關之行业。权力增

加，名声也佳，故更宜以名生财也。。

財祿
因人缘而生财，权力与收入成正比例。本年财富稳步增长。

感情
外缘比内缘更佳。孤独星临，喜欢沉思瞑想。朋友不少，桃花

也旺。

健康
身休壮健，平安无大碍。

豬

Pig



九五乙亥年生人
颇不安定，读书与工作的分界点，有些迷茫，宜找有经验的前

辈指教。

八三癸亥年生人
人缘极佳，有上司助力，凡事一帆风顺。打工者易升级，也可

创业。自雇者可以扩展。未婚者宜婚。已婚女性容易怀孕。

七一辛亥年生人
得长辈助力，升职有期。尤利五金、机器、汽车行业。

五九己亥年生人
異性缘佳，但每事多反覆，不能一歩到位，故只宜保守。

四七丁亥年生人
多为他人谋福祉。故宜做社区工作，也宜雇问行业。财禄平

稳。

三五乙亥年生人
凡事不可強求，尤须注意身体健康。肝脏和心脏也宜多畄意。

*          *          *          *          *



肖鼠  一九九六、八四、七二、六Ｏ、四八、三六

總論
鼠人本年桃花盛，人缘佳。但须防家中易有白事。也须防意

外、血光之灾。

事業
大利桃花性质行业、娯乐事业，也利阴宅如墳㘯、殡仪行业。

外科医生、牙医、屠宰行业等也佳。

財祿
收入平稳，主动不主静。愈往外走动，才能增加收入。

感情
雖然桃花旺，也须防人事问题，争拗较多。情侣间宜多忍耐。

健康
易犯意外、血光之灾。故宜小心利器和驾驶。但身体健康整体

还是可以的。

鼠

Rat



九六丙子年生人
凡事多付出才能成功，故须有耐性和恆心，对人对事也一样。

異性缘和桃花不锴，好好享受。

八四甲子年生人
阻滞颇多，容易开罪上司和长辈。宜默默耕耘，多加学习。

七二壬子年生人
五合兼桃花，合作得利，颇得人助，受薪或自雇者都宜发展。

六Ｏ庚子年生人
凡事多有人助，但不宜驕傲，免失了人和。

四八戊子年生人
须防意外和血光之灾，戒急戒躁，多小心利器操作。

三六丙子年生人
须防手术。宜多运动和休息，颐养天年为徍。

*          *          *          *          *



肖牛  一九九七、八五、七三、六一、四九、三七

總論
牛人与犬年犯刑冲，犯人事，也易招惹官司。但利军、警、政

工作则者。

事業
大利和法律有关之行业，如律师、做官、军人、警察等。但也

须小心知法犯法，後果更严重。其他行业则宜守不宜攻也。

財祿
财星雖不强，也属平稳。但只宜正财，但不宜赌博投机。

感情
较多人事冲突，情緣多反覆，故凡事宜多忍让为佳。

健康
身体整体平稳，不过易有肠胃问题。宜多注意饮食卫生。

牛

Ox



九七丁丑年生人

颇为反叛，具易意外，故不宜作太剧烈和危险性高之运动。

八五乙丑年生人
凡事有如上山之车，多会劳心劳力，方可成功。

七三癸丑年生人
众多牛人之中，以此年牛人最佳。权力增长，多方得助，可以

尽情发展。

六一辛丑年生人

有上司助力，但凡事仍雖亲力亲为，方可成功。

四九己丑年生人
慎防肠胃和腹腔毛病，多注意起居飲食，生活习惯。见事放下

一点。

三七丁丑年生人

須防心脏和肠脏问题。多点开怀和休息以颐养身心才是。

*          *          *          *          *



肖虎  一九九八、八六、七四、六二、五Ｏ、三八

總論
虎人本年合於太岁，凡事逢凶化吉。想象力也丰富。不过小人

亦多，情缘也反覆。宜多找属马之人幫助。

事業
凡事多先难后易，宜分析性质行业。也宜创作性有关之行业，

如写作、绘画、建筑师等。

財祿
名大於利。正财平稳，每来自辛劳。故不宜赌博投杌也。

感情
情缘多反覆，夫妻或情侣间多问题。凡事宜退一步想，以免追

悔。

健康
小毛病较多。应先稳定情绪，增强免疫功能便可。

虎 

Tiger



九八戊寅年生人

平辈缘不错，不过小情侣间多吵多闹，宜多忍让。

八六丙寅年生人

多为人谋，故作雇问行业上佳。異性緣也不错。

七四甲寅年生人

劳劳碌碌之年，宜加小心与上司之关系。

六二壬寅年生人

人缘颇佳。上司下属处理得宜。凡事逢凶化吉。

五Ｏ庚寅年生人
凡事劳心劳力，应处之泰然，未可强求。仍须多注意身体健

康。

三八戊寅年生人

须防至亲健康，自身也须多保重。凡事放下，不要强求。

*          *          *          *          *



肖兔  一九九九、八七、七五、六三、五一、三九

總論
兔人和犬年六合大吉，主权力增长，桃花偏旺，人际关系上

佳。

事業
颇得人助。尤利掌权人士，如管理階层和为官者。做銷售的也

佳。挑花性质行业如娱乐事业也颇不错。

財祿
財属平稳，每因人际关系而得财。

感情
情缘甚佳，未婚者宜婚：已婚的更恩爱。

健康
颇为強健，但仍需注意心、肝等毛病。

兔
Rabbit



九九己卯年生人

異性缘甚佳。情窦初开之时，勿忘专心学业。

八七丁卯年生人
桃花旺盛，未婚者宜婚，已婚者须防婚外情。职业娱乐界者大

旺。

七五己卯年生人

得異性助力，事业顺遂。打工者升迁。自雇者可以扩展。

六三癸卯年生人

大顺之年，多有喜事，丁财两旺。

五一辛卯年生人

平安之年，应计划退休，功成身退。财祿平稳。

三九己卯年生人

健康问题亟需注意，尤其心脏问题。宜多运动和休息。

*          *          *          *          *



肖龙  二ＯＯＯ、八八、七六、六四、五二、四Ｏ

總論
龙人与犬年相反对立，为冲太岁，主破财和意外。故不可赌博

投机，也须小心驾驶和利器操作。不过灵性重，也有贵人助

力，逢凶化吉。

事業
大利与灵性有关之行业，如哲学、宗教等。也利医疗行业。但

不宜博彩和股票等。

財祿
不利偏财，只宜劳中生财。正财应无大碍。

感情
龙人本年不宜婚嫁。也须防人事问题。凡事宜忍耐，退一步海

阔天空。

健康
多毛病，也易意外。不宜做太剧烈或危险的运动。故须注意体

息和保健。

Dragon
龙



二千庚辰年生人
有长辈助力，学业还佳。但还是多加专注为好。

八八戊辰年生人

平辈緣不错，事业主动不主静。

七六丙辰年生人

不宜赌博投机，満足、勿贪、明哲保身便可。

六四甲辰年生人

凡事多阻，不能急进。按步就班，方可成功。

五二年壬辰年生人

事多辛劳，不如退休。宜多旅游，轻松看世界。

四Ｏ庚辰年生人

老而弥坚，更喜外游。更宜多走动，享受晚年。

*          *          *          *          *



肖蛇  二ＯＯ一、八九、七七、六五、五三、四一

總論
蛇人本年驿马动，财星旺。紫薇星临，主权威和学习。人际关

系甚佳。不过慎防官司诉讼。

事業
大利投资、旅游、物流、法律、官方等行业。主动不主静。

財祿
财星甚旺，尤利股票和地产投资、国际贸易等。不过慎防合

约，以免诉讼。

感情
人缘甚佳。红鸾星动，未婚者宜婚，已婚者更为恩爱。

健康
身体強健，精力充沛，好动不已。

蛇

Snake



Ｏ一辛巳年生人

老师欣赏，学习成绩也优異。

八九己巳年生人

異性缘甚旺，未婚者可婚。也多外游。

七七丁巳年生人

多能为别人谋福祉，甚得平辈助力，做事可以事半功倍。

六五乙巳年生人
凡事多劳心劳力，大有马不停蹄之感。故须多注意身体健康，

以免过劳。

五三癸巳年生人
五合大吉之年。贵人相助，逢凶化吉。财星旺，大利投资。驿

马动，多旅游。

四一辛巳年生人

朋友得力，联群出游，一乐也。退休了，可好好享受人生。

*          *          *          *          *



肖马  一九九Ｏ、七八、六六、五四、四
二、三Ｏ

總論
马人与犬年正三合，十二生肖中马人排首位。财星旺，机会

多，灵性重，凡事多至心灵也。

事業
大利实业，也利金融投资行业。灵性行业也佳。地产经纪、财

务专家、教育家、宗教人士，本年颇为出色。处理人事的行业

也不错。

財祿
正偏财俱宜，可以多用第六灵感作为投资之指引。當然，也不

宜过於冒險，适可而止便可。

感情
三合之年，人缘大好。未婚者宜婚，已婚者更恩爱。

健康
颇为壮徤，不过易多意外血光之灾。凡事不要操之过急才是。

馬

Horse



O二壬午年生人

桃花旺，人缘佳。读书也不错。宜多学习领导才干。

九Ｏ庚午年生人

得上司和长辈助力，工作顺利。但桃花较反覆，宜多体量对方

为好。

七八戊午年生人

朋友众多，权力增加，财星興旺。有发展之新机会。

六六丙午年生人

多为他人谋，宜作雇问或中间人。一般都会成功。

五四甲午年生人

事多反覆、多争议，故须有耐心、平心静气去解决问题。

四二壬午年生人

甚得年轻人喜爱，有些返老还童之象。身体无恙，好加享受。

三Ｏ庚午年生人

健康较多问题，精气有些滑落，宜多运动和休息。

*          *          *          *          *



肖羊  二OO三、一九九一、七九、六七、五五、         

四三 、三一

總論
羊人刑冲犬年，口舌是非颇多，也易惹官司。还好财星重，灵

感强，艺术星也是不错。不过也带孤独，凡事多独來独往。

事業
大利以口生财的行业，如销售。也利设计，如室内设计、服装

设计。财合於权，故利管理階层或自雇者。教育家、演讲家、

从事宗教行业者也不错。

財祿
財禄不错，有利投资和扩展。

感情
年犯孤独星，又犯了人事口舌。未婚者今年不宜婚嫁。只宜专

心事业。

健康

体魄健壮，但易犯血光之灾。小心尖物和驾驶才好。

羊

Sheep



O三癸未年生人

长辈缘不错，朋友关系也佳。学业成绩也优異。

九一辛未年生人

有长辈助力，尤利设计行业。灵感颇重。

七九己未年生人

须防感情波动，凡事退一步想，也多为对方着想，以免矛盾扩

大。

六七丁未年生人

凡事多辛劳，一波三折，方可成功。

五五乙未年生人

宜守不宜攻，犯孤独星，宜多作灵性修养。

四三癸未年生人

人缘甚佳，颇受尊敬。不妨多教育晚辈。也可㝍作。

三一辛未年生人

垂暮之年，变得颇哲学化。但尤须注意健康，颐养天年。

*          *          *          *          *



肖猴  二OO四、一九九二、八Ｏ、六八、五六、

四四、三二

總論

猴人今年驿马星临，主动和多外遊。男猴易得妻子助力。但犯

了血星，须防意外血光之灾。

事業

利㚈科医生、牙医、屠夫行业。也利物流、旅游、汽车等行

业。能多出差的行业更佳。

財祿

正財不错，但无甚偏财。不宜投机赌博。

感情

情谊稳定，已婚者更恩爱。未婚者宜婚。

健康

多小毛病，尤其易意外、血光之灾，凡事宜谨慎。

猴

Monkey



O四甲申年生人

多与长辈不和，有叛逆表现。须耐心引导。

九二壬申年生人

平辈缘不错，桃花也旺。做销售者易得财。

八Ｏ庚申年生人

上司助力，权力增长。颇多外游机会。

六八戊申年生人
工作平稳，但多犯意外、血光之灾。凡事多加小心，不可操之

过急。

五六丙申年生人

凡事多辛劳，只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切勿賭博投机。

四四甲申年生人

事多阻碍，更须防身体健康，易有手术。

三二壬申年生人

朋友和晚辈缘不错，大可安享生活。

*          *          *          *          *



二Ｏ一七年丁酉火雞年十二生肖運程           伍子明

肖鸡  一九九三、八一、六九、五七、四五、三三

總論
雞人本年穿太岁，犯人事，但文昌星和灵感星双临，致使头脑

精明。也有福星高照，逢凶化吉。不过也多小病，宜多留意健

康。

事業
大利教育行业，也利医疗工作者。与灵性有关之行业也佳，包

括哲学家、神父、牧师、僧侶等。

財祿
名大於利，但财富还算平稳，只不宜冒险投机，以招无谓的损

失。

感情
情缘较淡，不可強求。外缘比内縁为佳。公关毎受欢迎。

健康
较多毛病，不宜过劳。需加注意运动和休息。

鸡
Rooster



九三癸酉年生人
人縁还算可以，但颇为反覆。宜多听少说。

八一辛酉年生人
有上司助力，但须防同事纠纷和嫉妒。宜谦下待人便可。

六九己酉年生人
权力有所增长，但易财来财去，故不宜赌博投机。

五七丁酉年生人
身体较多毛病，财星也不強。宜平衡工作和养生为佳。

四五乙酉年生人
凡事不可强求，也毋需斤斤计较。看开一点，便海阔天空了。

三三癸酉年生人

健康下滑。还好人缘佳，多得他人助力。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