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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數者，以數字推測人事之術。

干支者，數之代名詞也。

八字排列，如一公式，依此公式，求其答數，答數與人事相

符，則可證明其式之無誤。假若有不符合的地方，則非數字

有錯，即推測之誤也。

八字入門程序，約之有三：

1. 用神與十干性情

2. 十神組合與格局運用

3. 推測斷事之手法

命理與預測時有神準，其中必有真理所在。現代科技日新月

異，人事萬變，推測的手法亦萬變，偶有恰到好處者，則絲

絲入扣，毫髮不爽。柯南隨筆系列，乃筆者之心得整理，系

統化編制，寄望後學能得其門而入，是為序。

壬寅年孟春

南海　葉沛峰．柯南　序於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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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神

論命以用神為樞機，故此初學者首要是學會「捉用神」，取
用準確為盡命理之能事也。

命格與運程之吉凶，全視用神而定其趨向，例如用水忌土、
用木忌金、用火忌水，勿大包圍用金水、用木火，否則批命
無準理。

取用神未準而妄談神煞，吉凶失其指南針。現今江湖術士用
神煞的「刑沖會合穿」作功而不知其原理，即使一枝一節，
偶爾言中，又何足取矣。然而現代社會「搵食艱難」，為糊
口只好用盡江湖手法，學理不足，亦不見怪。

捉用神之法，以《造化元鑰評註》推論最精，然而非下一番
苦功，不能靈活運用。即使列成表格，查表捉用神，必然撞
板，令初學者對此書心生疑懼，甚至認為古書無用，實則一
知半解，學藝未精矣。

柯南學命之時，師傅教導學八字最重要是懂得捉用神，因用
神主宰一生之方向。找到用神，忌神和藥神自然而生；捉錯
用神，忌神和藥神自然就會推錯。可謂一子錯，滿盤皆落索。

所謂百尺竿頭，更進一步，自詡發明，豈非笑
話？溫故知新，翻讀古書，舊有者未能盡知，
何新義之足矣。

至於捉用神的技巧和細節，柯南將於下一
篇章，與偵探團的朋友們一同探討。

之
八字入門篇

初級

名偵探



初級──名偵探之八字入門篇

真相永遠
只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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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門算命與捉用神的技巧

名偵探師承南海呂庚子一脈，在推算八字時必然會考慮：

柯南為你逐一解釋：

1.	 干性喜用
每個日元都有自己不同的干性喜好（注意：是天干，絕對不
能以地支代替），例如甲日喜庚，丙日喜壬，庚日喜丁，癸
日喜辛金等等。

即甲日地支見申／午，是不能代替天干的庚丁，因為現在說
的是「干性」喜用，而不是「支性」喜用，偵探團的朋友們
要多多注意。這樣嚴格的條件令大家成為「好命」的機會又
大大減少了。

2.	 格局用神
格局必然是由用神而決定的，即體用之主客。在取格局用神
時，要考慮日元干性、月令喜忌、扶抑、病藥等等。而坊
間最常見的謬誤是只懂考慮《子平真詮》所提及的扶抑、病
藥、調候、通關等等，可惜連最基本的陰日元和陽日元的身
強身弱之分別都搞不清，真是令柯南在教八字班時感到頭
痛，更莫談捉用神的準確了。

3.	 調候用神
處理好干性喜用和格局用神後，便要考慮寒暖濕燥。至於夏
天要水和冬天要火調候這些簡單的手法，相信不用再多作解
釋。

常見謬誤：丁火日元生於卯月，地支卯木多而水旺，在寒
暖濕燥的條件考慮下，應該如何取調候用神呢？就留待偵
探團的朋友們自行思考一下答案吧！（歡迎以 Facebook/
Instagram�messages 詢問柯南答案）

干性
喜用

格局
用神

調候
用神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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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干性情與日元的喜好

十干性情，陰陽迥殊。《滴天髓》言其學理而不言其用法，
《造化元鑰》言其用法而不言其學理，令有意研習的初學者
難以入手，然而運用亦非死記硬背，必須有師傳口訣解讀和
批算經驗才能靈活運用。命格富貴貧賤，吉凶壽夭，格局之
高低皆由此開始。

到底什麼是十干性情呢？簡單來說，就是每個不同的日元都
有自己的喜好，例如丁火喜甲木、戊土喜甲丙癸等等，但是
這不代表丁火一見甲木，必定會天干取甲木為格局用神。

「真相永遠只有一個！」就是天干如有合適的干性喜用，會
提高命格的級數，但不代表他一定是格局用神，有大部分同
行都不懂箇中深入的學理。

應再進一步探討的是，例如：丙火日元用什麼是最高格局？
丁火在夏天是否甲木旺必定好呢？戊己土日元，在四季月要
配置什麼才是最高格局？

八字看性格與十型人格

現今網路世界發達，網上有不少資料能查表論性格，或以
日支／月支的十神主氣論性格，然而以上方法皆有其不足
之處。柯南現以師承一脈的八字神算分析十干如何配合十
型人格。

甲木：實踐者
乙木：給予者
丙火：完美者
丁火：陰柔者
戊土：媒介者
己土：觀察者
庚金：支配者
辛金：投機者
壬水：理智者
癸水：質問者柯南柯南學理探討學理探討

柯南在此留幾個線索讓大家思考一下：

1 天干見齊甲庚丁，是否一定好命？

2��經常說丙火要壬水，但有壬水後究竟要什麼？

3 癸水在酉月金旺，干性上喜用什麼？

真相永遠只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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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財滋弱殺格？

〈五言獨步〉：「有殺先論殺，無殺方論用。只要去殺星，

不怕提綱重。」

在《滴天髓》當中提及的八大格局，其中一個便是財滋弱殺
格。如果日元旺，而且柱中七殺不太弱又有財生殺，身強殺
淺，即用神是七殺，這個情況下便是財滋弱殺格了。例如此
女命：

殺					日					比					傷
丙					庚					庚					癸
戌					子					申					丑

庚金日元生於申月，理應需壬水透干淘洗。所謂得水而清也，
然而丙火一透坐戌，尚有餘光。七殺和日元作比較之下，日
元比七殺強，故此取丙火（七殺）為用神。然而此造完全沒
有財星，財滋弱殺最重要的其中一點是有財星生殺（七殺制
劫護財只是其中一點）。因為財星就是金錢和財產，沒有財
星而等運補足很容易運過即止（根在苗先）。

之
格局與批命

高級

名偵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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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食傷吐秀格？

坊間最常見的就是食傷生財，或是身強用食傷洩秀。但到底
什麼是食神吐秀或是傷官吐秀格呢？

日					傷
庚					癸
戌					亥

食					日
壬					庚
   申

假設以上兩造，上面的用神是傷官，而下面的用神是食神，
偵探團的你們知道兩者的分別在哪裡嗎？

答案：若用神是傷官，即是傷官吐秀格。此格的人普遍為人
比較囂張傲慢（串），而且思想偏激，但每每對學問或世事
會有創新的念頭或想法。至於用神是食神，就是食神吐秀格。
此格大多為人謙和，而且愛高談闊論和飲食，處事亦比較大
方得體，但在研究學問或學術方面，就不及傷官吐秀那麼有
詩人般的創作力。所以大部分文人學士的命例都是傷官格或
用神是傷官。

因此大家要明白食神吐秀和傷官吐秀在本質上並不相同，不
要每次都食多變傷，官多變殺，難道男人多了，會變做女人
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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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問必答之答客問一

客問：葉師傅，為什麼你的花名會叫柯南呢？

柯南：�因為我以前有一件經常穿著的偵探外套和藍色西裝（用
神是水和風水命卦 1），所以師傅便幫我起了個花名，
叫我做柯南。

客問：為什麼八字捉用神這麼困難？

柯南：�因為掌握捉用神需要反覆練習，並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亦沒有速成之法。

客問：捉用神難，批算流年喜忌更難……

柯南：�因為捉用神方面，坊間常見「喜金水」、「喜木火」，
要知道用金就是用金，用水就是用水，不能「大包
圍」。

客問：如何知道自己是否適合學習風水命理？

柯南：�其實風水命理和其他學術一樣，都是需要時間和心機
慢慢學習，並非三個月或一日能速成。而學風水命理
的首要條件就是八字中有「傷官星」。

客問：八字和風水的學習難處在哪裡？

柯南：�學習八字的難處在於捉用神和定格局，需結合原局、
大運、流年，然後抽絲剥繭，一層一層地解剖命盤。

現今的陽宅風水有多個派別，而巒頭、理氣、擇日，
這三方面都必須學懂，以及跟到「好師傅」，否則被
「老點」，連最基本取坐向和簡單擺設都弄錯。

客問：�坊間有很多「星平合參」，葉師傅你會用「星平合參」
嗎？

柯南：�現今坊間的師傅大部分是用「紫微斗數」和「八字合
參」，但師承一脈八字神算則是使用「七政四餘」和
「八字合參」，詳情可參考《果老星宗》內的「鄭氏
四十星案」。

客問：�有些學生會批評師傅「老點」和有問不答，葉師傅有
什麼看法呢？

柯南：�這個是行業的普遍現象，在這個傳統的行業，經常會
出現師傅「老點」學生或問得深入一點就「遊花園」，
可說是司空見慣。

客問：葉師傅有什麼八字書籍可以推薦呢？

柯南：�本人推薦徐樂吾和袁樹珊系列的八字書，尤以《造化
元鑰評註》和《子平粹言》最為精彩。

客問：�現今常見有大批人以玄學行騙，葉師傅又有沒有什麼
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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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南：�每一個行業都有騙子，雖不學無術但行騙手法厲害，
所以學習術數有一個好處，就是可以提防騙子。

客問：當一個玄學家容易嗎？

柯南：�在現今社會，網路世界的資訊發達，對玄學家的要求
愈來愈高了。因此本人精益求精，希望將西方系統化
的教學融入術數教學當中。

客問：看古人的命例究竟有沒有用？

柯南：�當然有用，名人命造可以按其事實反推，情況有如不
確定坐向時，用雙星斷事反證一樣，需知道批算經驗
的累積在於反覆求證。在遇到「樽頸位」時，若有名
師指點三兩下，更會更上一層樓。

客問：怎樣去分辨命格的格局真假或高低呢？

柯南：�一分功夫，一分熟練；十分功夫，十分熟練。學者應
先從干性所需和用神入手，例如庚金日元在酉月用什
麼是真神呢？而壬水日元寅月用什麼是真神呢？如果
用假又怎樣？庚金用丙火好還是用壬水好呢？

　　　�當經驗累積多了，便會發現即使用神是假，但其實命
格都不是差，可能都是有車有樓，有一份收入不錯的
工作。

客問：�背誦古書的口訣有用嗎？

柯南：�背誦口訣即「拋書包」，是有一定用途，但切記不是
死記硬背。例如：「天戰猶自可，地戰急如火。」
坊間有各種解讀天干生剋和地支沖刑的解法，但師傅
教導此句是用來「睇生死」，要知道古詩字字珠璣，
知道怎樣運用古詩才是最重要的。

　　　�古書多半是「玻璃溝鑽石」，掘礦時要知道哪一句古
詩有用，哪一句是「放流料」老點。

客問：�有些同學在學命理時，發現自己爛命一條，會否接受
不了呢？

近來研究子平者甚多，但余有一言奉勸，

生死貧賤，必須付之達觀，心胸不甚開展

者，以不研究為是。如略通粗淺皮毛，依

然莫明其妙，研究較深，而觀自己命造，

毫無希望，不急死，亦必成為神經病者，

八字班舊生，前車可鑒也。

柯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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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忌廉劉（前某中學副校長�劉志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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偵探團學生的推薦信

中國玄學源遠流長，至今已大約四五千年了。自黃帝時代的「三
軾」（即奇門、太乙及六壬）出現，中間經歷了一千五百年的
空白期。但自公元前一千七百年的商周時期，玄學又重現人間，
並衍生出其他應用。風水則初現於商代，用於城市規劃及立村
立社；周代則出現周易，是一部曠世之作，現今玄學都是立足
於此。玄學及周易是中國文化的瑰寶，我們身為中國人應該好
好繼承中國文化及加以發展。

據說命理學衍生自六壬，東漢時有祿命之說，唐代已經十分流
行，其中有李虛中的祿命術，用年月日的干支及以年干來論命，
十分靈驗；宋代則進一步發展，有徐子平及徐升等名家輩出，
用「年月日時干支」八個字及以日干來論命，體系已經成形，
名著湧現，有《三命通會》及《淵海子平》等；清代則有《窮
通寶鑑》、《造化元鑰》、《子平真詮》、《命理約言》及《滴
天髓》等名著，特別是《滴天髓》更被喻為「八字聖經」，學
命者必讀之書。

余自 2004 年首次接觸玄學，曾遍讀工聯會課程，並進修導師
的私人班，其後更多進修坊間老師課程，所費不菲，當中不乏
名師，真材實學，得益匪淺；但更多的是濫竽充數，徒有虛名，
誤導學生，或怕學生學懂後會超越老師，故意隱瞞重要部分，
非要付巨款成為徒弟後才肯教授；更要命的是當中暗滲假料（放
流料）貽誤蒼生。玄學界的亂象，令人惋惜。

說了那麼多，無非是十分欣賞及感謝葉老師，他年紀輕輕，卻

對八字命理有很深學養，遍讀群書，經驗豐富，更可貴的是肯
教，言之有物，不會誤導蒼生，不受玄學界的亂象所左右。中
國自民初出現徐樂吾、韋千里等大師，現代玄學界缺乏真正無
私的人才，我相信老師假以時日會成為明日大儒。

記得初跟葉老師學習時，老師重申要細讀《子平真詮》、《造
化元鑰》及《命理一得》等書。坦白說，我們看得似懂非懂；
但隨著課程漸漸地深入，我們也開始明白書中論述，包括十干
性情、用神喜忌等等；當課程到達第四、五十堂時，便開始明
白捉用神及定格局的重要，亦開始懂得分辨滴天髓各種格局（包
括：財滋弱殺、財官格、財殺格、殺印相生、官印相生、食傷
生財、食神制殺、食傷吐秀等）。當課程到八十多堂後，我們
已略有把握捉用神、定格局，並懂得分辨忌神、調侯用神及藥
神的分別，還有刑冲會合、拆局推理、批命批大運流年等。化
整為零地學習命理分析已三年多了，總算可以正式入門，雖然
距登上八字命理的堂奧，仍要走一段漫漫長路，但總算我們走
在一條正確的道路上，進步可期。

今葉老師出版著作，學生無比高興，希望早日付梓，學生可以
先睹為快。在此祝賀老師身體健康，玄學造詣精進，早登玄學
大儒之境！

壬寅年季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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