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依卜卦的日辰 標註空亡並安配六獸 

 

占事 2021 年 1 月 12 日  XX 人 2021 二月返台行程 安危得失吉凶禍福 

卦名 本: 水地比 (變: 風水渙) (互: 山地剝) (錯: 火天大有) (綜: 地水師) 

坤宮 歸魂卦 土 空亡: 子丑 缺:  11:30am  午時 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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螣蛇 應 x  子水 財 卯木 官    庚申 己丑 庚子 

勾陳   戌土 兄 巳火 父    金旺 土旺 水旺 

朱雀   申金 孫 未土 兄    水相 金相 木相 

青龍 世  卯木 官 午火 父       

玄武  x  巳火 父 辰土 兄       

白虎   未土 兄 寅木 官       

用神(子孫申金) 伏神(  ) 飛神(  )  [原神(兄弟未土) 忌神(父母巳火) 仇神(官鬼卯木)] 

 

用三個一般骰子投擲六次 (235, 446, 336, 125, 256, 244) 請參閱平哥聊八卦第三篇 如何卜出一卦 

卜得本卦為比卦 (水地比)  

(變卦: 風水渙)  (互卦: 山地剝)  (錯卦: 火天大有)  (綜卦: 地水師) 

當卜問外出旅遊、交通搭車、搭乘飛機輪船、遊學等問題時，六親擬象以「子孫爻為用神」。 

 

安配六獸(六神) 

六獸：青龍、朱雀、勾陳、螣蛇、白虎、玄武，也稱為「六神」。 

安配時依此次序，視卜卦日的天干，由下（初爻）往上來安置，如此便將卜卦當日的六獸神煞擬象

加進成卦，以批論卜問事情的吉凶。一般，運用六獸擬象只為讓斷卦時，別具色彩，因此絕不能反

客為主、或是喧賓奪主。建議只能當作參考，不要過於注重六獸的影響。 

甲乙日初爻起青龍，丙丁起朱雀，戊日起勾陳，己日起螣蛇，庚辛起白虎，壬癸起玄武。 

本例卜卦於庚申日，因而初爻為白虎、二爻為玄武、三爻為青龍、四爻為朱雀、五爻為勾陳、上爻

為螣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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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爻 玄武 青龍 朱雀 勾陳 螣蛇 白虎 

五爻 白虎 玄武 青龍 朱雀 勾陳 螣蛇 

四爻 螣蛇 白虎 玄武 青龍 朱雀 勾陳 

三爻 勾陳 螣蛇 白虎 玄武 青龍 朱雀 

二爻 朱雀 勾陳 螣蛇 白虎 玄武 青龍 

初爻 青龍 朱雀 勾陳 螣蛇 白虎 玄武 

 

六獸每一個都代表着不同的個性，特質，或方位，顏色，以及一些事物等等。比如說青龍長得端

莊，個性比較固執；朱雀愛說話，長得亮麗；勾陳讓人覺得老實，沉穩；螣蛇疑心病比較重，愛打

扮；白虎脾氣不好，或身體比較弱，比較多毛病；玄武比較溫柔，性感但有點輕浮，等等。 



一般解卦時，主要還是以六親和地支五行爲主，六獸則是作為輔助之用。有時通過六獸擬象或可看

到較特別的細節，但並不是對每一個卦，每一件卜問的事情都可用，要視出現的六獸在解釋卦象

時，將這個六獸的特質套用進去作說明時合不合理。例如，若占和夥伴一同創業好不好，出現朱雀

兄弟發動(在動爻，或變爻等等)，兄弟代表夥伴，朱雀代表口舌，出現在兄弟旁邊，那就表示若一

同創業和夥伴容易發生口舌爭吵事情。 

 

 

空亡(旬空) 

可經由卜卦「日辰」的天干查算出「空亡」，卦爻(如用神)正好逢到「空亡」就稱為「旬空」，也是

論卦吉凶的一個參考。通常用神若能被動爻、日辰、月建、變爻來生，而呈現出旺相則稱為「假

空」，將不會受「空亡」的影響。或是待其「出空」，或是被日辰、動爻來沖出、合出、生出，都可

以算是出空的了。可是如果用神入空亡卻被日辰、動爻來剋殺，就又稱為「避空」，可以暫時躲開被

剋傷的凶象，但是只要出了這一旬 10 天的時間，可能就會被剋傷到，但是否會因出空被剋到而成凶

象？就要看「用神」的旺衰度來判斷了。 

(一般一旬的空亡為十天，例如卜卦日辰為「庚申」日，那只要再三天就出此一空亡旬了。) 

 

月破 

被卜卦月份，即「月建」、或稱「月令」，所剋破的六親卦爻，就稱為「月破」，可用來表示所卜問事

情的關鍵原因。月建的影響力僅次於卜卦「日辰」，月建若是來生助「用神」則是吉相，若是來剋殺

「用神」就是為月破凶象了。 

「用神」如果逢到月破，只要出了這個月份，或是被日辰或是被其他的月份來生、來合，就可以出

破，不再是凶象了。藉此可以來論斷「何時」為相應的時間點。 

但是如果「用神」不但月破，而且又被動爻、日辰來剋殺，或是月破又逢空亡，則稱為「真破」，就

算是離開這一月份出破也沒有用了。 

 

 

參考資料：(源自黃四明老師  易學佛堂) 

 

六獸的基本擬象意涵： 

青龍：屬木性。  1、喜悅。2、仁慈。3、喜事。4、財色。5、縱慾病症。 

表示婚姻、喜訊、清高、品性、學問、修養、仁慈、風度、助力、吉祥、活耀的、積極的。 

朱雀：屬火性。  1、口舌。2、文筆。3、火災。4、火爆。5、心血管病症。 

表示火災、口舌、健忘、性急、不耐靜、官司、賭博、文章、宣傳、契約、性感、上升的。 

勾陳：屬陽土性。1、田土。2、耕種。3、家宅。4、固執。5、胃腸病症。 

表示拖延、連累、頑固、健忘、遲到、田產、牢災、老舊、忙祿、奔忙。 

螣蛇：屬陰土性。1、陰宅。2、鬼怪。3、不敬。4、憂疑。5、精神病症。 

表示外陰、祖先、怪異、計劃、散慢、賭博、官司、變化、麻煩、虛弱、夢饜、驚嚇。 

白虎：屬金性。  1、好鬥。2、積極。3、意外血光。 

表示孝服、血光、官司、賭博、疾病、個性強、脾氣暴燥、積極、禍害、損失、傷害、破壞性。 

玄武：屬水性。  1、曖昧。2、盜賊。3、小人。4、私情。5、腎臟病症。 

表示小人、盜賊、內陰、投機、私情、小便宜、紅包、官司、糢糊、黑暗、下降、不清楚、污穢、

潛藏。 



 

 逢臨動爻 逢日月建 

青龍 福無窮 財祿喜重重 

朱雀 文印旺 宜施於用神 

勾陳 憂田土 事未通 

螣蛇 憂縈絆 多怪異 

白虎 喪惡事 破財凶 

玄武 多暗眛 陰私擾 

 

六獸逢「世爻」，會產生的吉凶影響如下： 

青龍持世，為慈祥愷，見人和顏悅色。 

朱雀持世，急於言詞，多招誹謗。 

勾陳持世，為人穩重，行事遲鈍。 

螣蛇持世，為人多心機、無信實，虛浮詐偽。 

白虎持世，為人剛強好勇，狠戾心毒。 

玄武持世，為人陰謀暗算，狡詐多端，若與兄弟同居，其人貪財吝嗇。 

 

六獸逢「動爻」或「用神」爻，會產生的吉凶影響如下： 

青龍，為人和氣俊秀，工巧曉事能家。 

如逢用神、世應最喜悅而多仁慈，但是如果逢附忌神，則凡事謀求不利。 

有逢動爻表示會在歡場、戲場、酒肆中流連。 

 

朱雀，快言語多口舌，加殺多招誹謗，喜生是非。 

若來剋「世爻、身爻」，表示會有急於言詞、隨意批評，而導致口舌是非之災，但如果來生「用

神」，則又表示所期待的文書音信當回。 

若在午宮又有逢動爻化水表示，不用忌諱大災難的。 

 

勾陳，為人純厚穩重、有規矩，不動則無轉變。 

是屬田土，如果逢「空亡」則田園會欠熟難收成。若旺相剛強來剋世爻，會有因為公差事務的牽扯

而拘遲。 

有逢動爻又是「官鬼」爻，應該要趕快祈禱祭拜酬謝太歲和地基主。如果是來卜問疾病，則是全身

腫脹黃浮。 

 

螣蛇，有心機多疑慮。 

有逢動爻表示受到怪異虛驚。有逢動爻表示有木鬼來沖煞欺身，恐怕會自鎰，或是難逃枷鎖牢獄之

災。 

 

白虎，性急狠毒不仁。 

最凶勇而好殺，但是如果卻來生「用神」則諸事為吉。 

有逢動爻表示有血神降臨，慎防血光之災，尤其是孕婦生產最危險。 

 

玄武，私曲奸邪，若有吉神臨制，則反主聰明伶俐。 



有逢官鬼爻又來生靜世爻，表示現在正與小人在交往，是不需要懷疑的。 

有逢動爻表示有曖昧私情，或是遭逢盜賊之災。 

 

 

本篇介紹到此結束。如蒙關注，請看下一篇章：  9. 進階斷卦細看日辰對動爻、變爻之沖合生剋 

前一篇章：  7. 如何決定用神、伏神等   6. 裝卦 尋卦宮、定世應、安六親   5. 進行初階解卦 

4. 本卦、變卦、互卦、錯卦、綜卦   3. 誠摯卜卦   2. 起卦 定日辰月建    

1. 卜卦學易經(易經的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