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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牛年: 己丑年运程走势
鼠年三月，我们见证了西藏大
示威；八月份俄罗斯与格鲁吉亚
（ G e o r g i a ）的南奥塞梯（ S o u t h
Ossetia）战争；和最近在印度孟买发
生的恐怖袭击事件。上一期的命理时
报（Destiny Times），已预测到 2008
鼠年是个充满国际争论，领土纠纷，
军事冲突，恐怖主义盛行的一年。除
此之外，上一期也提到在鼠年发生水
灾，土崩和地震的可能性较高。很不
幸的，这些天灾都在 2008 鼠年一一
应验了。2008 鼠年五月，四川大地震
夺走了将近七至八万条人命；风暴
纳尔吉斯（Cyclone Nargis）使缅甸遭
受前所未有的大破坏；和最近在邻
国引发的吉隆坡土崩事件也导致人
命伤亡。不只天灾人祸，我们也在鼠
年经历数十年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
机。这次的经济海啸震惊了全球，让
大家措手不及。
动荡不安的鼠年已到了尾
声。我们即将迎接牛年的到来。牛年
的运程走势将会是如何？牛大哥会
把现在股票市场的熊市转为牛市
吗？牛大哥是否会在房地产业上扭
转乾坤，再创下历来的高峰？又有哪
一些国际大事会在牛年发生呢？这
一期的命理时报（Destiny Times）将
会一一向您揭晓。
2008

夏历与命理分析的密切关系
中华民族在进行命理分析，算命和了
解气候转变时，都会巧妙运用夏历。
夏历是古时候用来计算节气和时间
的精准系统。夏历的特点是每一年，
每个月，每一天和每个时辰都会以天

2009年
年: Earth Ox (己丑
己丑 )

前一个“土坐土”的现象于
1988 龙年（戊辰）。那一年的五月十
五日，经过八年的苦战之后，前苏联
红军终于撤离阿富汗。在同一年的八
月，持续以久的伊朗与伊拉克战争也
画上了句点。
不只 1988 龙年，“土坐土”
的现象也在 1979 羊年（己未）和 1958
狗年（戊戌）出现。在这些年，我们
见证了许多国际联盟与国际合作达
成的协议。例如：美国和前苏联在
1979 年签署了制止双方发展核子武
器的协约（Strategic Arms Limitation
Treaty）。1958 年，埃及与叙利亚合作
成立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以及伊拉
克与约旦在同一年订立了阿拉伯联
盟。另一个值得关注的事件是 1958 年
的全球经济萧条。那一年，失业率飙
升，对于原材料的需求也大幅度下
滑。

干和地支作为代表。这个系统包含了
十个天干与十二个地支。每个天干或
地支都属阴或阳和五行中的其中一
行。五行（金，木，水，火，土）可
以形容成宇宙万物所有的起源。五行
的相生相克关系可以让我们预测一
个人的兴衰，吉凶与旦夕祸福。 有望见证更多国际合作机会，
有望见证更多国际合作机会，但经济
前景渺茫
2009 牛年的宏观预测 – 太平年否？
太平年否？ 夏历是中华传统的纪年方法。它是以
相同的，2009 牛年也有一个天干与 六十年循环的公式来制定每一年的
一个地支作为体现。2009 牛年也叫 天干与地支（始于甲子，终于癸亥）。
做己丑年。天干，己，属阴土，而地 换句话来说，每隔六十年，每一年的
支，丑，也属阴土。这是“土坐土”， 天干与地支搭配都会重演。所以六十
年前，1949 年也是牛年，而且那年的
天干通根，地支透天的象征。由于天 天干与地支和今年是相同的（己丑）。
干与地支都属土，所以它们会互相扶 由于干支相同，所以回顾六十年前所
持，不会相生，也不会相克。这是一 发生的事件，就能够对今年所可能发
个和睦的现象，也意味着牛年比鼠年 生的事件做出推算。
更加太平。除此以外，我们也会在牛
年见证更多的国际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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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又有哪些重大事件在
1949 年发生呢？那年四月，北美洲
与欧洲成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以色列与叙利亚在七月
签署了停火协议，结束了长达十九
个月的战争。那年十月一日，中华人
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有如刚才所提
到的前几年，1949 牛年也是“土坐
土”的一年。凭着这些历史事件，我
们便可以更准确地预测 2009 牛年
不只是个太平年，也是个国际联盟
与合作频繁的一年。但是，由于 2009
牛年缺火，所以这意味着经济前景
不明朗，乌云密布，导致现有的经济
危机更加严重。
是个养精蓄锐的一年
“己”土可比作耕地田园等泥土。它
代表灵活性，修养和发展机会。这也
意味 2009 牛年是个养精蓄锐的好
时机。大家可好好利用这个机会来
参与关于内涵修养的活动，如进修
或报读课程来充实自己。
天灾频频发生
地支“丑”属土，也代表冬天的泥
土。冬天的泥土是又冷又潮湿，多流
动性，并且是不坚固的土。这也意味
在 2009 年经历地震与土崩的可能
性较高，对人类文明社会的影响较
大。
华盖星
华盖星在 2009 牛年会比其他的星
号更抢眼。这表示在学术，艺术，
技术等领域上会有突破的可能性。
华盖星在 2009 牛年对肖蛇，肖鸡
和肖牛的人会有比较大的影响。这
些人不只会非常好学，对技能，艺
术方面具有莫大的潜能，而且还拥
有哲学思考的倾向。不过，如果遇
到空亡或特殊变化的命造形式，此
人容易陷于孤独，而感到心灵空
虚。

谁在牛年冲太岁？
谁在牛年冲太岁？谁在牛年犯太岁？
谁在牛年犯太岁？
太岁就是天上的木星。由于木星每十二
个月运行一次，所以古人称木星为岁星
或太岁。太岁又称太岁星君，它既是星
辰，也是民间奉祭的神灵。一个轮回需
要六十年，称为六十甲子。每一年都有
一位不同的值年太岁，所以六十年就有
六十位太岁。
一个人的年庚若与值年太岁
相同，便称为犯太岁。若年庚与值年
太岁相冲，则叫冲太岁。凡是犯太岁
或冲太岁者，诸年做事会比较不顺
心，事业比较不顺利，生活劳碌多动
荡，而且健康方面要多加注意。出外
时要多加小心，避免意外发生。
2 0 0 9 牛年，肖羊的人冲太
岁。这表示运气差，较多困惑的一
年。除此以外，“丑”，“未”与
“戌”形成了“三刑”的组合。这也
意味着肖狗的人在牛年的运气也不
好，要注意健康。若要化解在牛年
冲，犯或刑太岁的不良影响，可在身
上携带一枚以鼠作为标志的物品。
在 2009 牛年冲太岁的名人有
国际明星周润发，章子怡，一级方程式
车手奇米雷克南（Kimi Räikkönen），
切尔西球员尼古拉阿内尔卡（Nicolas
Anelka），以及前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
夫（Pervez Musharraf）。
一个 人的 八字 里 若有 地 支
“未”在日柱，也算冲太岁。此人的运
气与健康也会因此被影响。新加坡现任
总统，纳丹先生的八字就出现这样的现
象。纳丹总统就得多加照顾自己的健
康。
2009 牛年太岁的方位是东北
方。若需远行的话，尽量避免朝这个
方向行驶。在动土装修之前，也要考
虑到太岁方位，不宜在这方位进行动
土装修活动。

“ 在动土装修之前，
在动土装修之前 ， 也要考
虑到太岁方位，
虑到太岁方位 ， 不宜在东北
方进行动土装修活动。
方进行动土装修活动 。 ”

文昌星何在？
文昌星何在？
另一个许多家长所关注的星号则是文
昌星。2009牛年的文昌星位于正西方
（262.5°至277.5°）。若把学生的书桌
摆放在住家的正西部，再加上平时的
努力与细心教导，孩子必定能在考场
上扬眉吐气，考获优越的成绩。切
记，这只是一个基本的推算方式，如
要更详细与准确的分析，还必须凭请
专人做更深入的推算。
什么生肖在牛年行好运？
什么生肖在牛年行好运？
‘子’合‘丑’为六合的组合之一，而
‘巳’，‘酉’与‘丑’的结合又俗称
为三合。这些地支的结合意味着肖鼠，
蛇和鸡的人在 2009 牛年能够行好运，
和气生财，大展宏图。由于这只是一种
基本的推算方式，所以大家不要以太
认真的态度看待以生肖论运程的分
析。不是每个肖鼠，蛇或鸡的人士都会
行好运，此外，属其他生肖的人士也并
非在牛年都会行衰运。如要更详细与
准确的分析，就应该参考子平八字论
命法，来推算一个人的命运。
“肖鼠，
肖鼠，蛇和鸡的人在
2009牛年能够行好运
牛年能够行好运。
牛年能够行好运。”
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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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牛年的养生之道

每个天干与地支代表了某个身体器官。2009 牛
年（己丑年）属土。土与我们人体的肚，腹和脾
有挂钩。如果一个人的生辰八字里出现了土不
平衡的现象，将会导致消化不良，营养失调，肥
胖，肚子，腹部等问题。严重的话，还可能会有
细胞不正常发育的症状，而导致癌症。除了要经
常运动来提高身体的新陈代谢和增强人体的免
疫力以外，适量摄取抗氧化物，如维他命 B，C
和 E，也可以帮助瓦解土的不平衡现象。

股票走势预测 – 牛年创牛市否？
牛年创牛市否？
2009 牛年的股市气候将会乌云密布，波涛汹涌。
股票市场将会出现熊市的局面，股民必须格外
谨慎。在戊子年的第三和第四季里，我们已见证
了世界各国的股票市场纷纷受挫。这绝对不是
一个巧合。事实上，上一期的命理时报（Destiny
Times ）已经准确地预测到这起重大事件的发
生！

这完全缺火的现象意味着人们盼望经
济好转，股市回弹，不会迅速实现。大家应该
做好准备，未雨绸缪，咬紧牙根地度过这个艰
苦的时期。大家也别太灰心，因为乌云密布的
气候有时也能见到一线曙光。股市虽然会继续
下滑，不过我们将会在今年的三月份和六月份
见到稍微的转机。本报预测要到了2010年底或
2011年头，国际经济才会出现复苏的现象。但
是要达到2007年创下的高峰，这可能性是非常
渺茫的。

“2009牛年缺火, 这意味股市气候
将会乌云密布，波涛汹涌。不过
我们将会在今年的三月份和六月
份见到稍微的转机。”

房地产市场表现如何？
房地产市场表现如何？
在活跃的交易量和经济明朗的影响下，房地产价格在
上几季都频频上升。
本报预测在 2009 牛年的房地产市
场会放缓，价格也会渐渐下滑。刚才本报也提到今年
是个养精蓄锐的一年，再加上经济前景不明朗，所以
大家都会谨慎做出抉择，导致房产供过于求，交易量
将会淡静。

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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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行各业在 2009 牛年的运程如何？
牛年的运程如何？
五行当中的土在 2009 牛年当旺。这对属木和火的行业来说，是个上上签。属木的行业有农业，印刷业，
造纸业，服装业，家具业，环保业等；而属火的行业包括金融业，电子业，能源业，燃油业，电灯业，
娱乐业等。属木的行业在今年第二季可享有财运亨通和较高的生产量。属火的行业则在四月份与今年的
第三季行好运。
金 水行业的运程在牛年比其他行业逊色。这些行业不只财运弱，而且还会面临更多的挑战
与竞争
金 行业包括银行业，珠宝业，机械业，电脑业，高科技业等。运输业，贸易业，物流业，
交通业 都
水 行业。牛年对这些行业来说是个艰辛的一年。
属 与属
。属 的
等 是属 的

行业 程
坏参半
‘辛’ 金 ‘癸’ 水
矿业 都 于 行业

行业之间的商家会经历激烈的竞争。地支‘丑’暗藏着
些行业有高生产力和业绩有望提升。房地产业，建筑业，

属土
的运 在牛年好
，而在这
天干
（ ）和
（ ）。这意味着这
等 属 土的
。

“属木的行业在今年第二季可享有财运亨通和较高的生产量。属火的行业则在四月份与今
年的第三季行好运。属金与属水行业的运程在牛年比其他行业逊色。属土行业的运程在牛
年好坏参半，而在这行业之间的商家会经历激烈的竞争。”

I SSUE 4 B : V OLUME 02/09 (

中文版)

P AGE 5

____________________
>> CONTINUED FROM PAGE 4

查阅流年玄空飞星表来论风水
风水轮流转，每一年好与坏的气体都会以循环的方式聚集在不相同的方位。在 2009 牛年里，以玄空飞
星风水学为论，星号九紫当旺。请看以下 2009 流年玄空飞星表：

九紫星号，属火，在 2009 牛年当旺。和 2008 鼠年不同的是 2009 牛年会比较干燥，不会那么潮湿。这
也意味着牛年会比往年发生更多火患与爆炸事件。
五黄星号，为最邪恶之星号，聚居于北部。这不祥的星号，若被触犯，会带来疾病。若住宅向北或大
门向北，永昌风水建议用六枚古铜钱或六柱金属风铃来化解这凶恶的星气。此星号在牛年七月与十月
份会有更严重的影响。
二黑与三碧也属不祥之星号，它们分别聚居于西部和东北部。二黑星号主病患，而三碧星号主官非与
口角争执。若要化解二黑星号，可用六枚古铜钱或六柱金属风铃。至于化解三碧星号，可在住宅东北
部放置一盏灯或红色地毯。
最吉祥或最旺的方位为东南方。若要触发此位旺气，可在住宅的东南部放置一盏灯或红色地
毯 方位放置鱼缸，鱼池或摆设水池，就有望增强偏财运，而财源广进。切记，鱼缸鱼池或摆设
水池 宜安放在睡房。
2009 牛年
。在这
不

希 您 阅读了这期的命理时报（Destiny Times）后，会对 2009 牛年的前景有更深入的了解。在
此 永昌风水恭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万事如意，岁岁平安！

我们 望 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