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龍震天 2023 兔年⽣肖運程 

兔年⽣⼈ 

兔年⽣⼈整體運勢 

兔年⽣⼈今年運勢平均，雖然今年為正犯太歲之年，但猶幸有强⼤吉星幫助，
所以只要稍加留意，今年也可以是平穩的⼀年。犯太歲之年最重要是去拜太歲
保平安，⽽且⼀動不如⼀靜；只要今年不要有太⼤動作例如轉⼯，搬屋，由打
⼯轉做⽣意等等，運勢就不會太差。 

財運⽅⾯，今年有正財星到臨，只要不轉⼯的話，⼯⽅運還是很順利的；⽽⼯
作上⼩⼈是非也不多，專⼼⼯作整體會有不錯的運勢；投資⽅⾯只要不是太過
投機的話，還望可以有進賬；除此之外，今年有將星到臨，事業⽅⾯還望可以
更上⼀層樓，既有權⼒也有機會進⼀步升職，⾃當要好好把握。 

感情⽅⾯，今年可望平穩，未有對象者較難突破，已有對像者可望感情和睦。 

兔年⽣⼈留意重點： 

• 犯太歲之年⼀動不如⼀靜，有甚麼事情留待過了今年再說 
• ⼯作運及財運穩定，也有升職加⼈⼯之可能 
• 投資運穩定，只要不太投機即可。 
• 感情運穩定，已有對象者今年可望平穩，未有對象者則要加把勁尋求突破。 

兔年⽣⼈吉凶星詳解 

吉星有： 

⾦匱：「⾦匱」為財星，代表你今年財運不錯，在⼯作上或投資上可以獲利及
賺錢。不過，由於今年是犯太歲關係，所以今年容易財來財去，所以在投資⽅
⾯要⼩⼼謹慎，切忌孤注⼀擲，以為幸運永遠都會走向⾃⼰的那⼀⽅。 

將星：「將星」為權⼒之星，代表今年的權⼒及地位會有進⼀步的提升，尤其
有利於⼯作之朋友；如無⼯作，則在家中的權⼒會提升，例如家中兒女及配偶
會特別聽⾃⼰的話。但另⼀⽅⾯，要留意雖然權⼒及地位會有進⼀步的提升，
⼯作量及壓⼒也會有所增加，這點也和犯太歲所⾯對的情況不謀⽽合，要格外
⼩⼼。 

煞星有： 



劍鋒，伏屍：這兩顆星會影響⾃⼰的健康運，今年特別容易⽣意外，尤其留意
⾦屬⼑傷，出外⾒到有⼈打⾾切忌勸交，否則容易招致⼑傷及為利器所傷。⾃
⾝在家裏也要特別留意，家庭主婦要特別⼩⼼，因為進廚房會拿⼑或煮菜。 

太歲：其實即是犯太歲之意，容易情緒低落，感情波動，財來財去，諸事不
順，所以你今年⼀動不如⼀靜，無論在感情上，⼯作上都要採取保守態度，轉
⼯不宜，除非有很特別或很強的理由，否則都不適宜轉⼯，因為即使給你轉換
了別的⼯作，你還是⼯作得不開⼼，反⽽留守在原地會有好處。 

天哭：代表做事容易⼼緒不寧，做甚麼事情都好像沒有做得妥，總是覺得⽋缺
了甚麼東⻄。此外，今年也容易不開⼼，有⼀些⼩事也會發脾氣，所以今年你
要⼩⼼控制你的脾氣。這樣你才能在⼈緣運⽅⾯保持優勢。 

兔年⽣⼈各⽅⾯運勢 

⾃⾝運勢：雖有犯太歲影響，但有財星及權⼒星臨⾨，所以整體不會太差；只
要不要有太⼤動作即可。 

因此，置業，轉⼯，轉⾏到最後留待過了今年再說。 

⼯作運勢：既有財星也有權星，所以在事業上無往⽽不利；只要留守在原來⼯
作發展就會有不錯的運勢；另外，是非今年也非常少，因為全無是非星，所以
可以專⼼⼯作。 

財運運勢：今年有正財星臨⾨，所以正財易得，⽽且充滿機會；只是受到犯太
歲影響，⼀定會打了⼀個折扣，所以也要步步為營。 

投資運勢：整體投資運中上，只要不是太過投機今年投資運應當不錯。 

感情運勢：今年無桃花星相助，所以感情上暫時未能突破者就要加把勁；⽽有
穩定對象交往者則可望感情穩定，只要⼩爭吵但無⼤礙。 

健康運勢：今年健康運勢⼀般，尤其要留意突如其來的⼩型意外；除此之外，
腸胃⽑病⽅⾯也需要留意。 

是非運勢：今年是非⼩⼈甚少，專⼼⼯作即可，無⼤問題。 

屬兔⼈⼠增運錦囊 

今年為犯太歲之年，最需要留意健康⽅⾯的問題；除此之外，也可以催旺正財
運。 



你可以在流年⼩病位（即全屋正東⽅）以及流年⼤病位（即全屋⻄北⽅）各放
五個銅錢化煞加强健康運。另外在流年正財位（即全屋正南⽅）放置八粒啡⾊
⽯頭在⼀杯⽔內以加强財運及事業運。 

Blog: http://lungchuntin.com 

Facebook: http://facebook.com/lungchuntin1 

Youtube: http://youtube.com/lungchuntin 

Instagram: http://instagram.com/lungchuntin 

電郵：info@masters.com.hk 

（所有⽂字版權全為龍震天所有，歡迎轉載但請列明出處；如有違者必以法律途徑全
⼒追究） 

http://lungchuntin.com
http://facebook.com/lungchuntin1
http://youtube.com/lungchuntin
http://instagram.com/lungchuntin
mailto:info@masters.com.hk


龍震天2023 兔年⽣肖運程 

龍年⽣⼈ 

龍年⽣⼈整體運勢 

屬龍的你今年整體運勢向好，尤以事業⽅⾯比較突出；另外今年也有男貴⼈相
助，所以留意⾝邊男上司，同事，下屬，都會對你今年的事業運非常有幫助；
另外今年⼯作上也有升職運，宜好好把握。 

感情⽅⾯今年較難突破，未有對象者今年宜加把勁積極⼀點，已有對象者今年
吵架情況特別多，宜多加忍讓避免。 

健康⽅⾯今年無⼤問題，⽽是非則要加倍留意；雖然是非不算太嚴重，但⾝邊
有⼩⼈纏繞也會影響⼯作運。 

龍年⽣⼈留意重點 

• 今年運勢非常好，事業上有男貴⼈相助，也有升職加⼈⼯的機會 
• 感情暫未能突破，未有對象者要加把勁 
• 健康無⼤問題 
• 是非⼩⼈較多，但情況不算嚴重 
• 如有新想法要留意是否實際，今年不宜有較⼤改變 

龍年⽣⼈吉凶星詳解 

吉星有： 

太陽：不論男女，今年男性會特別和你投緣，男性朋友，同事或家⼈助⼒也甚
強，你今年⼀定要好好把握，對你的財運及事業運有著顯著的幫助。 

天空：這顆星可吉可凶，好的是今年不時會有新的想法，如能好好把握，確能
令你的環境在今年內有所轉變。但不好的是可能有很多想法都不切實際，宜在
⾏動前好好計劃⼀下，也可以問男性友⼈意⾒作參考。 

扳鞍：代表功名利祿，在社會上揚名，權⼒地位會有進⼀步的提升，所以今年
也會有升職加⼈⼯之可能。 

煞星有： 

晦氣：「晦氣」出現特別容易和別⼈有⼝⾓，爭執，也會有⼀些⼈對你不滿，



其實影響不⼤。因為⼈成功⾃然會有是非，也會有⼈⼼⽣妒忌，只要妥加處理
即可。要特別留意在街上或公司之中，不要主動出⾯幫⼈調解事情，否則容易
得不償失。 

龍年⽣⼈各⽅⾯運勢 

⾃⾝運勢：整體運勢中上，今年所有事情都會順⼼順利；雖然有時候可能有些
少情緒問題，以及有不太嚴重的是非及⼩⼈，但都無太⼤影響。 

⼯作運勢：今年可望在事業⽅⾯有所發揮，尤其要留意公司的男貴⼈；除此之
外，也有升職之可能；當⼯作上有機會⾃然會招⼈妒忌，所以同⼀時間也要留
意⼩⼈；可幸情況不太嚴重。 

財運運勢：整體財運向好，⼯作上容易求財，今年的財政狀況也會有明顯改
善。 

投資運勢：今年投資運非常强，如有投資容易得⼼應⼿，個⼈投資組合穩步上
揚。 

感情運勢：今年沒有桃花星，所以今年桃花運⼀般，未有對象者今年就要加把
勁；已有對象者感情則可望穩定，唯獨和伴侶容易有⼩爭吵，多加忍讓便可。 

健康運勢：健康無太⼤問題。 

是非運勢：今年比較容易招惹是非，⽽是非多來⾃⼯作；可幸是非⼩⼈不算嚴
重，只需要多加留意便可。 

屬龍⼈⼠增運錦囊 

屬龍的你，今年最要化解是非以及加强正財運。你可以在流年是非位（即全屋
東南⽅）放置紫⾊飾物，以及在流年正財位（即全屋正南⽅）放置八粒啡⾊⽯
頭在⼀杯⽔內以加强財運及事業運。 

Blog: http://lungchuntin.com 

Facebook: http://facebook.com/lungchuntin1 

Youtube: http://youtube.com/lungchuntin 

Instagram: http://instagram.com/lungchuntin 

電郵：info@masters.com.hk 

（所有⽂字版權全為龍震天所有，歡迎轉載但請列明出處；如有違者必以法律途徑全
⼒追究） 

http://lungchuntin.com
http://facebook.com/lungchuntin1
http://youtube.com/lungchuntin
http://instagram.com/lungchuntin
mailto:info@masters.com.hk


龍震天2023 兔年⽣肖運程 

蛇年⽣⼈ 

蛇年⽣⼈整體運勢 

屬蛇的你今年運勢中上，雖然流年並未有太多吉星；只有驛⾺星值年，但只要
肯往外走，就會對你今年的運勢有幫助。 

另⼀⽅⾯，煞星未算太多及嚴重，所以整體運勢平穩中向好。 

蛇年⽣⼈注意重點 

• 今年多往外走會對你運勢有幫助 
• 情緒容易出現問題，宜多加留意 
• ⼩⼈是非會比較多，⼯作上要提防 
• 健康無⼤問題 
• 感情運可望平穩 

蛇年⽣⼈吉凶星詳解 

吉星有： 

驛⾺：代表出外⼯作機會多，⼯作忙碌，⽽離開出⽣地⼯作則對你有利。多勞
可以多得，所以絕對不要想著忙碌過後便⼀無所有，應想著勞碌過後就會有收
獲，⽽且也應該在⼯作之前和別⼈說清楚，不要過後才想著和別⼈週旋。 

煞星有： 

孤辰：代表今年會比較孤獨，⼈緣運比較差，某程度上也是容易招惹是非的⼀
年，你今年要特別留意⼈際關係，不要因為⼀⼰之利⽽得罪了別⼈。⽽且今年
應多參加社交活動或興趣班，以確保⾃⼰今年的⼈際網絡沒有問題才可以安然
渡過。 

喪⾨：要多留意家中長輩健康，不過這些都不是由你所控制，所以也無須特別
化解。 

⾶簾：⼯作上容易有⼩⼈，是非會比往年多，不過情況不是太過嚴重。 

的煞：⼒量不是太⼤，可以不理。 



蛇年⽣⼈各⽅⾯運勢 

⾃⾝運勢：今年會較往年忙碌，正所謂⼒不到不為財，忙碌是好事，只要⼯作
順利問題就不⼤；另外今年也會在轉變中求財，所以如果⼼裏有想法，例如轉
⼯，轉⾏，置業，做⽣意等等，今年會是⼀個很好的時機。 

另外今年如有想法也可以找朋友商量⼀下問意⾒，因為今年情緒容易出現問
題，有時候會覺得比較孤獨；多⾒朋友會對你今年運勢有幫助。 

⼯作運勢：今年⼯作運本應不錯，只要落⼿落腳肯去做就會有不錯的回報；不
過今年是非較多，所以也要預算要花部份精⼒去處理⼩⼈問題。 

財運運勢：財運向好，正財運及橫財運俱佳，所以今年可以重點發揮，多花時
間在⼯作賺錢之上，會有很好的回報。 

投資運勢：投資運非常好，宜積極參予，定當有不錯的回報。 

感情運勢：感情運比較平淡，未有對象者今年宜加把勁積極⼀點；已有對象者
今年感情可望穩定，只有⼩爭吵但無太⼤問題。 

健康運勢：今年健康運平穩，雖然間中有⼩⽑病，但情況都不算太過嚴重。 

是非運勢：今年是非比較多，⼯作上較容易遇到⼩⼈，所以要⼩⼼處理。 

屬蛇⼈⼠增運錦囊 

屬蛇的你，今年最要留意的是化解是非，以及加强投資運；你可以在流年是非
位（即全屋東南⽅）放置紫⾊物件或飾物，然後在流年橫財位（即全屋正⻄
⽅）放置六粒⽩⾊⽯頭在⼀杯⽔內，⽤以加强你的投資運勢。 

Blog: http://lungchuntin.com 

Facebook: http://facebook.com/lungchuntin1 

Youtube: http://youtube.com/lungchuntin 

Instagram: http://instagram.com/lungchuntin 

電郵：info@masters.com.hk 

（所有⽂字版權全為龍震天所有，歡迎轉載但請列明出處；如有違者必以法律途徑全
⼒追究） 

http://lungchuntin.com
http://facebook.com/lungchuntin1
http://youtube.com/lungchuntin
http://instagram.com/lungchuntin
mailto:info@masters.com.hk


龍震天2023 兔年⽣肖運程 

⾺年⽣⼈ 

⾺年⽣⼈整體運勢 

屬⾺的你今年運勢中上，有望在事業上可望突破，尤其是女性；因為今年有女
貴⼈性太陰坐陣，在事業上無往⽽不利，不過即使是男⽣或女⽣也好，都⼀定
會在⼯作上遇到女貴⼈，所以特別要留意女性上司，同事，下屬。 

另外今年桃花甚强，未有對象者可望在今年找到突破；已有對象者今年⼤利結
婚⽣⼩朋友，宜多加留意。 

唯有要特別留意的是情緒容易出現問題，想法容易鑽⽜⾓尖，所以閒時要讓⾃
⼰⼼情輕鬆⼀下；多做⼾外運動，多找朋友，把握時間休息都是不錯的做法。 

⾺年⽣⼈留意重點 

• 今年事業運非常好，可望有突破 
• 女貴⼈運甚强，要留意⼯作上女性同事 
• 桃花運强，未有對象者可能今年突破；另外今年也適合結婚或⽣⼩朋友 
• 情緒容易出現問題及鑽⽜⾓尖 
• 健康運佳，只需要留意⼩⽑病 
• 是非甚少 

⾺年⽣⼈吉凶星詳解 

今年吉星有： 

太陰：不論男女，今年女性都會是你的貴⼈，所以男性今年特別和女性投緣，
⽽女性在⼯作上或財運上則要比較留意同性的朋友，上司，平輩以及女下屬，
她們在今年都會對你有特別的幫助⽽助你成功。此外，太陰主靜，所以你今年
要在陰靜之中求財，切忌操之過急，財也不可以露眼，否則會得到別⼈的妒忌
⽽傷害你。 

天喜：「天喜」為第⼆桃花星，代表著喜事重重，最容易發⽣的就是結婚，買
樓及⽣孩⼦。所以如果你有屬意的對象經年，你可以考慮在今年拉埋天窗；因
為「天喜」為半粒桃花星，所以如果你沒有對象的話，你也可以考慮在今年主
動⼀點，積極⼀點，⼀定會有很好的收獲。 

煞星有： 



貫索：情緒上容易受到困擾，處理得不好則容易會導致不開⼼，失眠，但那些
都是⼩事情，其實並沒有你想像的那麼嚴重。 

卒暴：只是形響健康運，但不是太過嚴重，無須特別留意或化解。 

勾神：在今年並未帶來太⼤影響，可以無須理會。 

⾺年⽣⼈各⽅⾯運勢 

⾃⾝運勢：今年在事業上是⼤展拳腳的⼀年，可以多花時間在⼯作上，必然會
有很好的回報；如果今年想有⼤變動例如轉⼯，轉⾏，做⽣意，置業等等，今
年都會是很的機會，直好好把握；唯⼀要留意的是情緒問題。 

⼯作運勢：事業上要利⽤桃花助⼒幫助⾃⼰⼈緣運，所以⼯作上接觸異性為主
的朋友會更好；除此之外也要留意女貴⼈。 

財運運勢：財運向好，今年⼯作順利，也容易求財。 

投資運勢：⼤利投資，今年不妨進取⼀點，定當有⾼回報。 

感情運勢：桃花星值年，今年宜好好把握，未有對象者可望今年找到突破，已
有對象者則可以考慮結婚及⽣⼩朋友。 

健康運勢：今年健康運甚好，無須化解。 

是非運勢：今年是非及⼩⼈甚少，無須化解。 

屬⾺⼈⼠增運錦囊 

今年最要留意的，是加强桃花以及加强橫財運。你可以在流年桃花位（即全屋
⻄南⽅）放置⼗⼀粒⿊⾊⽯頭在⼀杯⽔內⽤以催旺桃花，再在流年橫財位（即
全屋正⻄⽅）放置六粒⽩⾊⽯頭在⼀杯⽔內，⽤以催旺投資運。 

Blog: http://lungchuntin.com 

Facebook: http://facebook.com/lungchuntin1 

Youtube: http://youtube.com/lungchuntin 

Instagram: http://instagram.com/lungchuntin 

電郵：info@masters.com.hk 

（所有⽂字版權全為龍震天所有，歡迎轉載但請列明出處；如有違者必以法律途徑全

http://lungchuntin.com
http://facebook.com/lungchuntin1
http://youtube.com/lungchuntin
http://instagram.com/lungchuntin
mailto:info@masters.com.hk


⼒追究） 



龍震天2023 兔年⽣肖運程 

⽺年⽣⼈ 

⽺年⽣⼈整體運勢 

屬⽺的你，今年可算是順⼼順意的⼀年，既有非常强的貴⼈運，助⼒甚强，即
使遇到甚麼不如意的事情，到最後到能夠安然渡過，所以今年也可以在⼯作上
多花點⼼⼒，幫助⾃⼰在今年尋求突破。 

不過話雖如此，今年是非比較多，所以也需要⼩⼼處理；另外也要注意健康問
題，但問題都不算太⼤。 

⽺年⽣⼈留意重點 

• 運勢中上，適宜在今年⼤展拳腳 
• 長輩貴⼈運强，宜多加利⽤ 
• 重要決定如轉⼯，轉職，創業，置業等等都可以在今年實⾏ 
• 桃花平穩，如果未有對象者今年要加倍努⼒，已有對象者今年感情會有⼩爭

吵但無⼤礙。 
• 健康運要特別留意。 

⽺年⽣⼈吉凶星詳解 

吉星有： 

三台：代表你今年的助⼒甚強，⽽且有貴⼈運，所以你不妨留意⾝邊的長輩朋
友，他們可能會幫助到你。未必⼀是錢銀的幫助（當然是有這個可能），他們
可能會提供⼯作上的機會給你。例如你要轉⼯，經朋友或長輩介紹的機會總會
⼤過⾃⼰找⼯作，你今年要特別留意。此外，在做事情⽅⾯，會有⼈幫助你，
令你可以順利解決問題。 

解神：代表今年你有任何事情都會逢凶化吉，所以你不⽤太過擔⼼，即使有些
時候運勢不好，也很快便會過去，⾃然會有⼈出來幫助你，助你安然渡過。 

天解：代表每事都會逢凶化吉。是吉是凶則⾒仁⾒智，因為這顆星每每要到最
危急關頭才會發揮作⽤，所以之前⼀定會經歷⼀些驚險的事情。但無論如何，
到最後你都會安然渡過，只要懷著信⼼便可以。 

華蓋：代表有⼀些另類的思想，最常⾒於宗教，政治，⽞學，你會對這些比較



另類的東⻄忽然感到興趣。如果你有此想法，建議不妨多加發揮，在今年你⼀
定會有很好的成績。 

浮沉：代表個⼈運程起伏變化甚⼤，所以說⼀動不如⼀靜就是這個道理。無論
在事業上，⼈際關係上，感情上都會有變化。你可以做的，除了必要的變化之
外，其它的事情都要留待過了今年再算。例如買樓，結婚，⽣兒⼦等等，這些
都是⼈⽣的⼤變化。個⼈的運程上如此，事業也是如此，不到必要時就不要轉
⼯，甚⾄乎轉部⾨也不建議。 

煞星有： 

官符：代表⼝舌是非，更嚴重的會惹官非。所以你在今年要配戴⽟器，最好是
⽟雞，這樣你就能化解⼤部份的是非運。流年是非位也要做風⽔佈局，以避免
⼩⼈當道。在個⼈⽅⾯，今年多⼀事不如少⼀事，每事多加忍讓，就能避過官
非運。 

五⿁：這顆星直接影響健康問題，如果有長期病患的朋友就要⼩⼼，其他本⾝
健康沒有問題的，也要留意⼩⽑病；因為今年抵抗⼒比較弱，所以動不動就會
有⼩⽑病如發燒，感冒等情況出現，今年健康要格外⼩⼼。你也可以在流年的
⼤病位及⼩病位佈風⽔以確保全年⾝體健康。 

⽺年⽣⼈各⽅⾯運勢 

⾃⾝運勢：⾃⾝整體運勢平穩，既有極强長輩貴⼈運，也有逢凶化吉星，所以
整體今年運勢不會差到那裏去；今年將會是順⼼順意的⼀年。 

⼯作運勢：⼯作運順利，如今年有新的想法不妨加以實⾏，轉⼯，轉⾏，創業
也是好時機；不過就要留意是非，⼩⼈今年影響不少，但只要⾃⼰⼩⼼處理就
問題不⼤。 

財運運勢：今年財運佳，⼯作運順利能幫助不少正財運。 

投資運勢：今年投資運勢甚好，如果有置業打算今年正是好時機；除此之外，
其它⽅⾯的投資運勢也不錯，可以在今年比較積極計劃及⾏動。 

感情運勢：感情運今年比較平淡，已有對像者今年感情可望穩定唯獨有⼩爭
吵；未有對象者今年就要加倍努⼒突破。 

健康運勢：今年健康運⼀般，主要受到病星影響；所以今年健康⽅⾯要比較注
重。 



是非運勢：今年是非比較多，特別留意公司⼩⼈；在公司中慎⾔，以及要提防
同事在背後放暗箭。 

屬⽺⼈⼠增運錦囊 

屬⽺的你，今年最需要化解是非，以及增强健康運。 

你可以在流年⼩病位（即全屋正東⽅）以及流年⼤病位（即全屋⻄北⽅）各放
五個銅錢化煞加强健康運。 

要化解是非，你可以在流年是非位（即全屋東南⽅）放置紫⾊飾物⽤以化解⼩
⼈及是非。 

Blog: http://lungchuntin.com 

Facebook: http://facebook.com/lungchuntin1 

Youtube: http://youtube.com/lungchuntin 

Instagram: http://instagram.com/lungchuntin 

電郵：info@masters.com.hk 

（所有⽂字版權全為龍震天所有，歡迎轉載但請列明出處；如有違者必以法律途徑全
⼒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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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震天2023 兔年⽣肖運程 

猴年⽣⼈ 

猴年⽣⼈整體運勢 

屬猴的你，今年運勢平穩，既無⼤吉星照會，也無⼤煞星沖破，所以今年宜靜
不宜動；今年貴⼈運非常强，也有助⼒，所以今年多點留意⾝邊的⼈，⾃當會
對你的運勢有幫助。 

另外今年有⼩破財星出現，所以錢銀⽅⾯要量入為出，⼩⼼處理。 

猴年⽣⼈留意重點 

• 今年運勢平穩，宜靜不宜動 
• 貴⼈運及助⼒强，今年宜多加利⽤ 
• 健康運⼀般要多留意 
• 有⼩破財運，宜量入為出 
• 桃花⼀般，今年宜尋求突破 

猴年⽣⼈吉凶星詳解 

吉星有： 

⽉德：今年你會容易得到助⼒，也會得到長輩提拔，公司內則容易受到上司的
賞識，所以今年加⼈⼯升職有望。只需要加上⼀點努⼒，再加上運勢的幫助，
你今年的運勢就可以扭轉。 

地解：「地解」可為你在今年逢凶化吉，遇到有任何挫折或不開⼼的事情在今
年都會有⼈幫助你，到後來問題都能得以解決；所以不⽤擔⼼，今年每當都最
危急關頭的時候都會有⼈幫助你，所以有事情發⽣或想不通的時候應多找別⼈
幫忙。 

煞星有： 

死符：健康會有影響，特別要留意的是長期病患者及老⼈家，在健康⽅⾯今年
有機會進⼀步轉差。此外，今年會容易發⽣輕微的意外，出外要特別⼩⼼。 

⼩耗：代表容易破⼩財。除了平⽇買東⻄會比以往花費更多之外，也會在投資
⽅⾯不太順利。所以，你明年投資要適可宜⽌，太過⼤的投資絕不適宜。 



劫煞：這顆星代表會有破財情況出現，所以今年即使運勢多好，也會有些時候
出現破財情況，有時候視破財為擋災亦未嘗不可，這樣更能⼼安理得。也有⼀
種情況就是「主動破財」，可以⾃⼰主動去買⼀些東⻄以應破財之劫。 

猴年⽣⼈各⽅⾯運勢 

⾃⾝運勢：整體運勢平均，宜不變應萬變，留守原來位置可望有不錯的運勢。 

⼯作運勢：⼯作中上，貴⼈運非常强，助⼒也佳，宜多和⾝邊同事合作，定會
有不錯的成績。 

財運運勢：財運⼀般，容易有⼩破財情況出現，宜主動破財以避免破財運的出
現。 

投資運勢：投資運平穩，太⼤想頭反⽽不利，穩定投資則沒有問題。 

感情運勢：感情運平穩，未有對象者今年宜多加努⼒，已有對象者今年感情可
望平穩，只是留意⼩爭吵就可以，情況不算嚴重。 

健康運勢：健康運⼀般，今年要多加留意。 

是非運勢：今年甚少是非及⼩⼈，可以無須理會。 

屬猴⼈⼠增運錦囊 

屬猴的你，今年最需要留意的是健康運以及增强⾃⾝正財運，你可以在流年⼩
病位（即全屋正東⽅）以及流年⼤病位（即全屋⻄北⽅）各放五個銅錢化煞加
强健康運。 

另外，要加强正財運，你可以在流年正財位（即全屋正南⽅）放置八粒啡⾊⽯
頭在⼀杯⽔內，⾃當可以加强。 

Blog: http://lungchuntin.com 

Facebook: http://facebook.com/lungchuntin1 

Youtube: http://youtube.com/lungchuntin 

Instagram: http://instagram.com/lungchuntin 

電郵：info@masters.com.hk 

（所有⽂字版權全為龍震天所有，歡迎轉載但請列明出處；如有違者必以法律途徑全
⼒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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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震天 2023 兔年⽣肖運程 

雞年⽣⼈ 

雞年⽣⼈整體運勢 

屬雞的你，今年運勢認真⼀般，既和太歲相沖，也無吉星沖照，所以運勢⽅⾯
會打了⼀個⼤折扣；雖然如此，煞星儘管有影響⼒，但還不算太過嚴重，只要
稍加留意，步步為營，⾃當安然渡過；今年有甚麼⼤想法宜按兵不動，留待過
了今年再說。 

雞年⽣⼈留意重點 

• 今年運勢⼀般，⼀動不如⼀靜，以平穩無⼤事發⽣為⽬標 
• 桃花運⼀般，暫未能突破；未有對象者宜多加努⼒ 
• 想法不容易實現，容易流於空想及不切實際；有甚麼⼤展拳腳的⼤計留待明

年再說 
• 容易有⼤破財情況出現，萬分當⼼ 
• ⼯作容易遇到阻滯 
• 健康運⼀般 
• 是非及⼩⼈比較少，情況不算太過嚴重 

雞年⽣⼈吉凶星詳解 

今年吉星全無，煞星有： 

⽉空：嚴格來說這不是⼀顆煞星，只是反映你今年的思想⽅⾯所⾯對的問題⽽
已。今年你有很多新的計劃，但因為種種因素⽽到最後沒有付諸實⾏，常發⽩
⽇夢；我們在做事情的時候，凡事都不要想當然，要客觀點全盤考慮事情的可
⾏性，多問朋友意⾒才是上算。 

⼤耗：有這顆星暗⽰了今年會有機會破財，⽽且損失程度也不輕。論命的⽬
的，就是要將⼤事化⼩，⼩事化無，這樣才可以幫到你。 

今年「⼤耗」星的出現，你將會⾯對前所未有的經濟壓⼒，⽽這種壓⼒則因⼈
⽽異，平常有良好理財概念者在今年可能只代表⽀出增加，並未有倒退情況出
現，如果你本⾝已經沒有甚麼理財觀念，⼀直以來收入也只是剛剛好的話，你
就有可能在今年開始負債，⽽且情況並不理想。 

不過你⼜不⽤太過擔⼼，因為如果能夠及早作出準備的話，問題還是會得到解
決的，你在今年⼀定要量入為出，不要先使未來錢，這樣的話，你的財運就⼀



定會增強，否則今年的情況會不堪設想。 

歲破：代表今年的運程打了⼀個⼤折扣，雖然比往年為佳，但也好不了多少。
在⼯作上會容易遇到阻滯，⼼緒不寧，精神不容易集中，所以在⼯作能⼒也會
打了⼀個折扣。你要⼩⼼處理每樣事情，尤幸今年的是非不算太多，所以你要
專注於怎樣改善在⼯作⽅⾯的能⼒及流程就可以了。 

災煞：有此星就要留意災禍發⽣的機會特別多，但並不⼀定嚴重。⼀般⽽⾔，
要特別留意突如其來的事情，例如出外旅遊航班突然取消，別⼈答應的約會突
然爽約等等。所以每事都要有兩⼿準備，每事都要作最壞的打算，事情才能得
以解決。 

闌⼲：代表著今年做任何事情都會有阻滯，你⼀定要⼩⼼處理，情況才不會太
過嚴重。本來這顆煞星的影響⼒量甚⼩，但由於你今年沒有吉星，所以有⼩問
題出現也不能忽視。 

雞年⽣⼈各⽅⾯運勢 

⾃⾝運勢：今年既有沖太歲也無吉星，所以整體運勢不能向好；⼀動不如⼀
靜，以平穩為⽬標。 

⼯作運勢：⼯作上容易遇到阻滯，不過無太多⼩⼈，所以沒有太⼤動作可望平
穩。 

財運運勢：容易有⼤破財情況出現，宜量入為出，步步為營。 

投資運勢：投資運⼀般，今年宜忍⼿；穩健投資尚可。 

感情運勢：感情運平平，所以未有對象者⼀定要加倍努⼒才可以突破。 

健康運勢：健康運⼀般，今年要加倍留意。 

是非運勢：⼩⼈是非較少，無須特別理會。 

屬雞⼈⼠增運錦囊 

在今年運勢比較被動的情況下，今年你最需要留意的是健康運及增强正財；除
此之外，今年因為沖太歲的關係，宜在年初到太歲廟拜太歲保平安。 



健康⽅⾯，你可以在流年⼩病位（即全屋正東⽅）以及流年⼤病位（即全屋⻄
北⽅）各放五個銅錢化煞加强健康運。 

另外，要加强正財運，你可以在流年正財位（即全屋正南⽅）放置八粒啡⾊⽯
頭在⼀杯⽔內，⾃當可以加强。 

Blog: http://lungchuntin.com 

Facebook: http://facebook.com/lungchuntin1 

Youtube: http://youtube.com/lungchuntin 

Instagram: http://instagram.com/lungchuntin 

電郵：info@masters.com.hk 

（所有⽂字版權全為龍震天所有，歡迎轉載但請列明出處；如有違者必以法律途徑全
⼒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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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震天2023 兔年⽣肖運程 

狗年⽣⼈ 

狗年⽣⼈整體運勢 

屬狗的你今年運勢平穩，吉星⾼照，貴⼈運强；再加上和太歲相合，加了不少
分數；不過就要留意⼀些突如其來的事情，所以在平穩之中也要留意，⼩⼼在
⼯作上容易有阻滯，⼜或者⼀些理所當然的事情突然起變化；不過問題不⼤。 

其它各樣如健康，財運也是順⼼順意，今年如果有打算⼤展拳腳例如轉⼯，做
⽣意也是適合的時機，比較容易成功。 

狗年⽣⼈留意重點 

• 貴⼈運强，留意⾝邊助⼒ 
• 有歲合相助，今年每事都能順⼼順意 
• 今年⼯作上權⼒地位會有進⼀步提升 
• 健康無⼤問題 
• 是非甚少 
• ⼩⼼突如其來的變化 

狗年⽣⼈吉凶星詳解 

吉星有： 

紫微：代表帝皇之星，為⾄尊之星，為權⼒之星，有此星者在權⼒，地位⽅⾯
將會有進⼀步的提升，不過權⼒地位⼜未必等同財富，可能會有升職的可能，
但也可能只是⼯作量增多⽽⼈⼯只是稍有調整⽽已；但總括來說是⼀件好事，
是否值得做則⾒仁⾒智，在個⼈觀感⽽⾔，當如學多⼀些東⻄，對⾃⼰是⼀個
挑戰也是好的。 

歲合：代表今年和太歲暗合，做事情會事半功倍，運勢強勁，做任何事情都會
得⼼應⼿，宜好好把握。 

煞星有： 

暴敗：這顆星就好像⼤富翁⼀樣，令你返回起點，甚⾄乎更為倒退。這顆星對
那些貪勝不知輸的⼈最為凶險，如果你⼀向都有冒險精神的話，你在今年就更
要⼩⼼，因為可能⼀個浪已經將你畢⽣的積蓄化為烏有，⽽且稍⼀不慎甚⾄乎
會有負資產的情況；可是，如果你⼀向都是穩陣派，這顆星反⽽對你起不了甚



麼作⽤，真是⼀念天堂，⼀念地獄，⼩⼼。今年最忌貪⼼，貪字得個貧，只要
知⾜，不冒險，不主動求變，不因變⽽變就會有非常好的運程。尤幸有「地
解」星幫助，會為你化解了不少的惡運，所以整體來說，⾃⼰⼩⼼⼀點，懂得
在運勢不就時收⼿就可以了。就好像去賭場⼀樣，今年宜「割⽲青」，不宜
「磨爛蓆」。 

天厄：代表會發⽣⼀些不可預計的事情。有此星值年今年的計劃就要週詳，不
要出錯，也要有兩⼿準備，事情如果超出預算到要有其它的計劃補上。此外，
少出⾨也會對你今年的運勢有幫助，因為不出外不可預計的事情雖然不能完全
避免發⽣，但也會⼤⼤減少。 

天煞：代表著今年有點阻滯，做事未必很順利。不過由於你今年的運勢非常不
錯，有「紫微」這顆吉星助陣，所以你⼀定要堅持下去，否則只會半途⽽廢。
下雨過後⼀定是晴天，所以遇到有困難的時候，⼀定不要放棄，這樣你就可以
成功。 

狗年⽣⼈各⽅⾯運勢 

⾃⾝運勢：今年整體運勢非常好，貴⼈運强也有助⼒，每事都能順⼼順意。 

⼯作運勢：⼯作非常順利，⼩⼈是非今年非常少，⽽且有升職機會；只是留意
⼀些理所當然的事情⼩⼼到最後有變化。 

財運運勢：財運順利⼤利進財，今年可以是較進取的⼀年；如果想轉⼯或做⽣
意的話今年會是好時機。 

投資運勢：今年投資運勢甚佳，有投資習慣者今年可以積極部署；太投機不可
以，但進取⼀點的投機活動不妨多作參予，定有收獲。 

感情運勢：感情運中上，桃花雖然未很突出，但也有不少機會；未有對象者今
年可以積極尋找新對象，已有對象者今年則感情穩定。 

健康運勢：今年健康甚佳，順⼼順意。 

是非運勢：今年⼩⼈是非甚少，無礙⼯作。 

屬狗⼈⼠增運錦囊 

屬狗的你，今年宜催旺桃花運以及橫財運。你可以在流年桃花位（即全屋⻄南
⽅）放置⼗⼀粒⿊⾊⽯頭在⼀杯⽔內⽤以催量桃花運以及在流年橫財位（即全
屋正⻄⽅）放置六粒⽩⾊⽯頭在⼀杯⽔內，⽤以加强橫財運。 



Blog: http://lungchuntin.com 

Facebook: http://facebook.com/lungchuntin1 

Youtube: http://youtube.com/lungchuntin 

Instagram: http://instagram.com/lungchuntin 

電郵：info@masters.com.hk 

（所有⽂字版權全為龍震天所有，歡迎轉載但請列明出處；如有違者必以法律途徑全
⼒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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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震天2023 兔年⽣肖運程 

豬年⽣⼈ 

豬年⽣⼈整體運勢 

屬豬的你，今年運勢平平，因無吉星拱照，猶幸煞星⼒量不算太强，所以今年
以平穩為主，有甚麼想法如轉⼯，做⽣意。置業等等，都要留待過了今年再
說；其它⽅⾯可望平穩，今年⽬標是沒有太⼤事情發⽣就好。 

豬年⽣⼈留意重點 

• 今年無吉星，但煞星完全不嚴重，可望平穩渡過。 
• 有甚麼想法應留待過了今年再說。 
• 事情容易有阻滯要留意。 
• 桃花⼀般，未有對象就要加倍努⼒。 
• 健康平穩。 
• 是非不算太嚴重。 

豬年⽣⼈吉凶星詳解 

今年吉星全無，煞星有： 

地煞：諸事不順，運勢有阻滯，每事都好像不容易完成及中途出⽀節的樣⼦。
但情況不是太過嚴重，只需要⾃⼰加倍留意就可以了。 

⽩虎：⼩⼼今年易有災病，⼀些突發的意外，出⾨及在外都要⼩⼼。 

豬年⽣⼈各⽅⾯運勢 

⾃⾝運勢：整體運勢平平，因為無吉星相照；可幸煞星⼒量不强，今年⽬標以
不變應萬變為佳。 

⼯作運勢：⼯作平穩，如果沒有⼤轉變可望今年安然渡過；不過就要留意事情
容易有阻滯，中間會有枝節。 

財運運勢：財運⼀般，今年⼀動不如⼀靜，如想置業應過了今年再說。 

投資運勢：投資運平平，只宜穩健投資，太投機容易破財。 

感情運勢：感情運平平，未有對象者今年宜加倍努⼒，已有對象者今年感情可



望平穩。 

健康運勢：健康運無⼤問題。 

是非運勢：今年是非⼩⼈甚少。 

屬豬⼈⼠增運錦囊 

屬豬的你，今年最要重視財運及加强桃花運。要增强財運，你可以在流年財位
（即全屋正南⽅）放置八粒啡⾊⽯頭在⼀杯⽔內⽤以加强正財運；要增加桃花
運，可以在流年桃花位（即全屋⻄南⽅）放置⼗⼀粒⿊⾊⽯頭在⼀杯⽔內，⽤
以加强桃花運。 

Blog: http://lungchuntin.com 

Facebook: http://facebook.com/lungchuntin1 

Youtube: http://youtube.com/lungchuntin 

Instagram: http://instagram.com/lungchuntin 

電郵：info@masters.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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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震天 2023 兔年⽣肖運程 

鼠年⽣⼈ 

鼠年⽣⼈整體運勢 

屬鼠的你，今年吉星⾼照，也有貴⼈星相助，所以今年運勢會比往年為佳；不
過今年是刑太歲之年，所以運勢⽅⾯會打了⼀個⼤折扣；不過即使如此，吉星
的⼒量甚强，所以也不⽤太過擔⼼。 

另外今年為紅鸞星值年，所以今年桃花運甚强，未有對象者今年可望有明顯突
破；正在拍拖的朋友今年也是結婚好時年，有打算⽣⼩朋友的朋友今年也是好
時機。 

鼠年⽣⼈留意重點 

• 貴⼈運强，今年宜多加利⽤ 
• 桃花運强，今年可望有突破；也是結婚及⽣⼩朋友的好時機 
• 犯刑太歲，每事都不能去得太盡，也不宜作⼤轉變 
• 是非⼩⼈甚多，今年要特別留意 
• 有霧⽔情緣，選擇對象宜⼩⼼僅慎 
• 事情容易有阻滯 

鼠年⽣⼈吉凶星詳解 

吉星有： 

天德：代表你今年貴⼈運非常之強，助⼒也非常之佳，⽽且這個助⼒非同⼩
可。不過你要留意⼀點，就是這個助⼒要在你轉變或主動要⼈幫忙的時候才會
發揮作⽤。對那些只坐在那裏，甚麼也沒有做，等⼀⽇過⼀⽇的⼈則沒有多⼤
⽤處；所以你要在今年多做事，落⼿落腳，⾝體⼒⾏，主動積極進取就⼀定會
得到非同⼩可的助⼒。 

福星：這顆吉星會在今年幫你錦上添花，令你的助⼒變得更強，⽽且每事都必
會安然渡過。所以即使今年有甚麼危機或想不開的事情都好，只要不是呆在那
裏，主動正視問題，就可以找到解決的⽅法。 

咸池：「咸池」代表霧⽔情緣或⼀些不正常的戀愛，有這顆星值年，容易找到
短期的感情，或戀上有婦之夫，或有夫之婦等，你要特別留意這⼀⽅⾯的關
係，如果你已有固定對象⼜想著今年結婚的話，就更加要⼩⼼，否則容易在你
原有的感情或婚姻出現變化。「咸池」所主的戀愛，⼤多都是沒有結果，只是



霧⽔情緣⽽已，⼜或者要經歷⼀段艱苦的經歷才可以成功，你⾃⼰要⼩⼼衡
量。 

紅鸞：紅鸞為⽞學之中很重要的桃花星，每⼗⼆年才遇⼀次，有此星者在⼈緣
運及桃花運之中異常順利，所以你今年⼀定要好好把握，要主動⼀點去追求和
感情有關的事情。 

如果不主動爭取，則有可能在過後的⽇⼦之中失了先機。 

在⼈際關係⽅⾯，不妨主動⼀點多參加社交活動，你會特別容易受到別⼈的歡
迎，你應趁這個桃花年好好享受⼀下，也可以為將來的事業運打好基礎。 

在私⼈感情⽅⾯，如遇著有合意對象者則要主動埋⼿，主動提出約會，成功的
機會⾃然會⼤很多。 

有戴眼鏡者不妨考慮在今年改戴隱形眼鏡，因為眼為靈魂之窗，有直接的眼神
接觸，你在今年會特別容易引起別⼈的注意。 

衣著⽅⾯，今年適宜多穿著⼀些顏⾊比較鮮艷的衣服，對你的⼈緣運及感情運
會有很⼤的幫助。 

煞星有： 

卷舌：這顆是今年影響你最嚴重的煞星，但星性本⾝不算太過厲害，所以說你
今年的運勢也不會差到那裏去就是這個道理。只需要留意是非⽅⾯的問題，每
事多加忍讓，⼩⼼處理即可。 

絞煞：本⾝主阻滯，運勢不順，但你今年運勢⼤好，這顆星的影響對你也是⼤
限，無需特別化解。 

三刑：遇此星者，會特別容易受到是非及官非的困擾，所以有甚麼事情都最好
息事寧⼈，慎⾔之餘，也要特別留意⼀些官司的情況，例如⽣意上和別⼈不
合，最好都主張和解，寧願⾃⼰有些少的損失，總好過對簿公堂，因為到最後
輸官司的可能是你。此外，也要留意平⽇的舉⽌，⼩⼼被⼈抄牌，也要⼩⼼拋
垃圾或煙頭⽽被罰款。 

鼠年⽣⼈各⽅⾯運勢： 

⾃⾝運勢：整體運勢平穩，雖犯刑太歲，但吉星甚多⽽且⼒量甚⼤，所以挽回
不少運勢；不要作太⼤轉變⾃當平穩渡過。 



⼯作運勢：⼯作上不宜轉⼯，⼀動不如⼀靜；另外今年是非⼩⼈甚多，宜⼩⼼
僅慎。 

財運運勢：今年財運平穩，只是不宜作重⼤投資。 

投資運勢：投資今年不宜，切勿過度投機，宜忍⼿。 

感情運勢：感情運佳，桃花甚强；只是容易有霧⽔情緣，選擇對象要⼩⼼；另
外今年也是結婚及⽣⼩朋友好時年。 

健康運勢：健康運本好，但刑太歲也要留意健康。 

是非運勢：是非⼩⼈甚多，宜僅慎⼩⼼。 

屬鼠⼈⼠增運錦囊 

屬鼠的你，今年最要留意的是化解是非，以及增强桃花運。要化解是非，你可
以在流年是非位（即全屋東南⽅）放置紫⾊公仔或飾物⽤以化解⼩⼈及是非；
要增强桃花，你可以在流年桃花位（即全屋⻄南⽅）放置⼗⼀粒⿊⾊⽯頭在⼀
杯⽔內，⽤以加强桃花運。 

Blog: http://lungchuntin.com 

Facebook: http://facebook.com/lungchuntin1 

Youtube: http://youtube.com/lungchuntin 

Instagram: http://instagram.com/lungchuntin 

電郵：info@masters.com.hk 

（所有⽂字版權全為龍震天所有，歡迎轉載但請列明出處；如有違者必以法律途徑全
⼒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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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震天2023 兔年⽣肖運程 

⽜年⽣⼈ 

⽜年⽣⼈鼠年整體運勢 

屬⽜的你，今年運勢平穩；貴⼈運强，也無特別⼤是非及健康問題。煞星⼒量
也不算嚴重，所以今年可以說是順⼼順意的⼀年。 

不過要特別留意情緒⽅⾯的問題，你今年容易覺得很孤獨及不開⼼，常常覺得
好像是⾃⼰⼀個⼈；不過只要適當調適⼀下，就沒有⼤問題；有空要多找朋友
傾訴⼀下，⼼情⾃然就會好；隨此之外，多做⼾外運動，有空多往外走走，也
是不錯的選擇。 

⽜年⽣⼈留意重點： 

• 運勢平穩，今年每事都順順利利 
• 貴⼈運特强 
• 情緒容易出現問題 
• 是非⼩⼈不嚴重 
• 健康運佳 
• 桃花⼀般 

⽜年⽣⼈吉凶星詳解 

吉星有： 

八座：代表今年助⼒非常之強。⾃⼰做不如找別⼈來做，所以今年不妨留意⾝
邊有助⼒的朋友，多聯絡溝通，將來⼀定會有⽤處；但就不要等待到事情發⽣
時才找⼀些久未⾒⾯或聯絡的朋友，你應該⼀早著⼿攪好關係，不妨在空閒的
時候找⼀些朋友飲茶，聯絡溝通⼀下以保持關係，這樣你有事情的時候朋友⾃
然會幫你。 

煞星有： 

寡宿：代表與⼈不合群，有時候會有寂寞的感覺，「寡宿」代表孤立，在現今
的群體社會之中，公司⼯作都很講求合作性，所以事情⼀定不會是你獨⼒所能
做得來。因此，你要將⾃⼰的⼼放開，勇於接受別⼈的幫忙，也不要怕事情很
煩⽽不向⼈開⼝。 

⽉煞：對你今年的影響不是太⼤，可以不理。 



吊客：代表要留意家中老⼈家及長輩的健康，對你則無⼤影響。 

豹尾：代表⼼神不定，憂傷及情緒容易起變化。⼈的看法是很重要的，每件事
情都有正反兩⾯，今年你要嘗試往好處想，往積極⽅⾯去想，這樣你今年就會
開⼼很多。只要不太急進，每事都三思⽽後⾏，必定會有很⼤的作為。 

披頭：但情況不是太過嚴重，可以不理，只是做事有些少阻滯⽽已。 

屬⽜⼈⼠各⽅⾯運勢 

⾃⾝運勢：整體運勢甚好，每事都能夠順順利利，尤其在⼯作，容易遇到貴
⼈，助⼒也佳；所以今年如果在⼯作上有想法，例如轉⼯，轉⾏或做⽣意等，
都會是好時機作出轉變。 

⼯作運勢：今年⼯作運佳，在⼯作上容易遇到貴⼈相助，所以今年宜花多點⼼
思在⼯作上，定當會有回報；此外今年也是轉變⼯作好機會，宜多加把握。 

財運運勢：財運今年向好，主要是正財運為主，不過橫財運也算不錯。 

投資運勢：投資運佳，有重⼤計劃者今年宜好好把握；除此之外，今年也適宜
置業，有打算置業者今年不妨考慮⼀下。 

感情運勢：感情運平平，未有對象者今年宜加倍努⼒，已有對象者就⼩⼼容易
吵架，今年主要受到個⼈情緒影響⽽容易和伴侶意⾒不合。 

健康運勢：今年健康運佳，無須特別留意。 

是非運勢：今年是非⼩⼈甚少，無須特別留意。 

屬⽜⼈⼠增運錦囊： 

屬⽜的你，今年最要留意是加强桃花運，以及加强橫財運。要加强桃花，你可
以在流年桃花位（即全屋⻄南⽅）放置⼗⼀粒⽯頭在⼀杯⽔內，這樣⾃⾝的桃
花運便會增强；要加强橫財運，可以在流年橫財位（即全屋正⻄⽅）放置六粒
⽩⾊⽯頭在⼀杯⽔內，⽤以加强橫財運。 

Blog: http://lungchuntin.com 

Facebook: http://facebook.com/lungchuntin1 

Youtube: http://youtube.com/lungchuntin 

Instagram: http://instagram.com/lungchun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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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youtube.com/lungchuntin
http://instagram.com/lungchuntin


電郵：info@masters.com.hk 

（所有⽂字版權全為龍震天所有，歡迎轉載但請列明出處；如有違者必以法律途徑全
⼒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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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年⽣⼈ 

虎年⽣⼈整體運勢 

屬虎的你，今年運勢非常⼀般，要加倍留意；因為今年無吉星拱照，⽽煞星的
⼒量也不輕，所以要特別⼩⼼，以不變應萬變。 

煞星主要影響健康運以及會有⼩⼈及是非，⽽⼩⼈則會影響⼯作，所以今年⼯
作要特別留神；如果有轉⼯或做⽣意的想法，最好過了今年再說。 

桃花運也是平平，未有對象者宜多加努⼒，感情才可望突破。 

虎年⽣⼈留意重點 

• 無吉星拱照，所以今年運勢⼀般 
• ⼩⼈是非多，⼯作上要留意 
• 健康⼀般，要加倍留意 
• 最好沒有⼤轉變，所以不適宜轉⼯，做⽣意或置業 
• 桃花運平平，想要感情突破就要加倍努⼒ 

虎年⽣⼈吉凶星詳解 

今年吉星全無，煞星有： 

天官符：主是非及官非。所以，個⼈⽅⾯除了要留是在⼯作上或朋友之間的是
非之外，也要留意⼀些和官司有關的問題。今年切忌作擔保⼈，⽽駕⾞朋友則
要留意交通安全規則，泊⾞時要⼩⼼點，因為抄牌，擲煙頭，拋垃坄⽽被罰，
出告票等也是官非的⼀種。 

病符：代表健康運在今年⼀般，所以你今年⼀定要留意⾃⾝的健康。長期病患
者在今年的健康運明顯轉差，要在流年的⼤病位及⼩病位放置五個銅錢佈局以
保平安。 

「亡神」及「陌越」，這兩顆星的⼒量並不明顯，可以不理。 

虎年⽣⼈各⽅⾯運勢 

⾃⾝運勢：今年運勢⼀般，以不變應萬變為佳；有甚麼想法或打算最好過了今



年再說；吉星全無⽽煞星⼒量不輕，宜多加忍讓。 

⼯作運勢：⼯作運平平，最好不要在今年轉⼯或轉⾏；除此之外，也要留意是
非及⼩⼈。 

財運運勢：財運⼀般，⼩⼼會有破財情況。 

投資運勢：投資運平平，重⼤投資今年切不可做，置業也最好留待明年再說。 

感情運勢：感情運平平，要有感情突破今年要加倍努⼒。 

健康運勢：健康⼀般，宜多加留意⾝體，作息時間要準時，⼩⼼飲食，及多做
運動强⾝健體。 

是非運勢：是非⼩⼈今年較多，⼯作上要當⼼。 

屬虎⼈⼠增運錦囊 

屬虎的你，今年最要留意的是增强健康運，以及化解是非。要增强健康運，你
可以在流年⼤病位及⼩病位（即全屋⻄北⽅及正東⽅）各放五個銅錢⽤以化
煞；要化解是非，你可以在流年是非位（即全屋東南⽅）放置紫⾊物件或飾物
⽤以化解⼩⼈，減輕是非所帶來的影響。 

Blog: http://lungchuntin.com 

Facebook: http://facebook.com/lungchuntin1 

Youtube: http://youtube.com/lungchuntin 

Instagram: http://instagram.com/lungchuntin 

電郵：info@masters.com.hk 

（所有⽂字版權全為龍震天所有，歡迎轉載但請列明出處；如有違者必以法律途徑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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