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9 己丑年己丑年己丑年己丑年 

1。。。。 坤壬乙塊誰是誰非坤壬乙塊誰是誰非坤壬乙塊誰是誰非坤壬乙塊誰是誰非?  

江東一卦從來吉， 八神四個一， 江西一卦排龍位， 八神四個二 

南北八神共一卦， 端的應無差， 何解? 

 

April 6th:  

河東河西各境象， 諸事勞勞莫分心， 八卦開泰動象一， 於心向慶暗可解。 (示

天地以兆象為卦為理矣， 一， 二迂迴， 從三著實， 是進退於後益乎? 大象問

什， 傳意問井。 其伏藏之義漸過， 及益於勢後榮) 

 

呂祖仙師降示呂祖仙師降示呂祖仙師降示呂祖仙師降示  

 

2。。。。  現時樓市是否小陽春現時樓市是否小陽春現時樓市是否小陽春現時樓市是否小陽春，，，， 恒生指數年低看幾點恒生指數年低看幾點恒生指數年低看幾點恒生指數年低看幾點? 

April 7th:  

確然光景小陽春 

寒谷凍解暖漸進 

稍後反覆不過甚 

當真還有繼後春 

 

若田土之堅實， 而無後座力之憂者， 須入秋冬， 股巿亦反覆而不興旺， 高低

境界， 看眼前未畫最高， 但及於七， 八分境象， 參考諸仙佛之新春預告 

呂祖仙師降示呂祖仙師降示呂祖仙師降示呂祖仙師降示 

 

3。。。。 做人最高的境界是什麼做人最高的境界是什麼做人最高的境界是什麼做人最高的境界是什麼? 能否精以術數能否精以術數能否精以術數能否精以術數? 對人類作出貢獻對人類作出貢獻對人類作出貢獻對人類作出貢獻，，，，望祖師可否加持望祖師可否加持望祖師可否加持望祖師可否加持? 

April 10th: 

 

道高境界為忘我 

釋惠禪地是忘情 

豪鴻人海問景遇 

事業題名湛冠精 

偈後語: 

 

最高境界並非問天下之無敵矣， 乃號貫社稷人益尊名， 能濟手天下雲至用。 至 

勳業事業準心所求， 開門玄派揚名玄萬之推廣四海五湖便無愧學  

呂呂呂呂祖仙師降示祖仙師降示祖仙師降示祖仙師降示 

 



 

 

4。。。。 請問祖師楊筠松先師在香港定過幾次針請問祖師楊筠松先師在香港定過幾次針請問祖師楊筠松先師在香港定過幾次針請問祖師楊筠松先師在香港定過幾次針? 多謝指點多謝指點多謝指點多謝指點。。。。 April 17th 

救貧先師姓複楊 

山針落法頗亨譽 

人去景移曾千載 

行龍走氣亦分殊 

 

楊救貧之山針落脈走向法是指山川之景變不過百載可用也。 

鑪峯為南膽部州之地， 龍行海隅， 若近人之所謂地殼變遷， 

殊分開闔之走向矣。 北扯南旋， 按其所說之法定８度之偏差便是也 

 (此為堪與之事矣， 分針並勢， 八運折半， 其數如許-Apr 20th 再問) 

  

5。。。。  什麼是些子法什麼是些子法什麼是些子法什麼是些子法? 如何仔細運用如何仔細運用如何仔細運用如何仔細運用? 唐一行禪師是否寫了減蠻經唐一行禪師是否寫了減蠻經唐一行禪師是否寫了減蠻經唐一行禪師是否寫了減蠻經，，，， 其目的其目的其目的其目的? 

萬般修持看入禪 

一行原屬子平輩 

古書古冊有偽造 

畫蛇添足筆頭灰 

  

子卿欲學先天下之知而知者， 必須入禪境而經禪地。 所謂之道妙識 可任無窮， 

能知究竟， 古人留書說傳， 必有秘識， 蓋法有口口相傳之義 子卿所謂憂驚， 

想是半道半不道之典藉矣  

 

6. 請祖師邀請曾文迪及曾子南先師賜教什麼是些子法請祖師邀請曾文迪及曾子南先師賜教什麼是些子法請祖師邀請曾文迪及曾子南先師賜教什麼是些子法請祖師邀請曾文迪及曾子南先師賜教什麼是些子法，，，， 多謝多謝多謝多謝  

Apr 23rd 

先師還能開點指 

教人傳妙是眼法 

一脈經書俱文字 

開覷開眼是其格 

 

些曾師之意見， 所學玄通， 繼從地理， 必須開眼， 開竅， 則不須笈負青囊， 

徒勞文字， 鬼穀子之妙端也， 亦是天眼神通， 若乎玄空地理‧點子是開眼陰

陽， 能盡所示。 

  

 

 

 

 



 

 

7。。。。  請問祖師弟子要精通及得到數術的真傳請問祖師弟子要精通及得到數術的真傳請問祖師弟子要精通及得到數術的真傳請問祖師弟子要精通及得到數術的真傳，，，， 應鑽研或參透那幾本書藉應鑽研或參透那幾本書藉應鑽研或參透那幾本書藉應鑽研或參透那幾本書藉? Apr 

23rd 

堪輿從師謁古仙，  

九天玄女最隆圓 

巒頭理氣兩兼附 

南北宗派共殊顯 

  

子卿慕玄空堪輿之學， 謁古仙之宗範根底乃九天玄女及水龍經， 楊救貧是發揮

其大成也， 青囊布衣所論許許， 是集大成而己， 兩曾之師， 抑隨其勢， 若

乎鑑古知今， 繼往開來， 洞天地之秘奧， 契三才之臻極， 近日所修必須達二

禪境地。 

 

2009 April 23rd 

8。。。。 請祖師賜教愚要精通術數應讚研那些書籍請祖師賜教愚要精通術數應讚研那些書籍請祖師賜教愚要精通術數應讚研那些書籍請祖師賜教愚要精通術數應讚研那些書籍? 

堪輿從師謁古仙 

九天玄女最隆圓 

巒頭理氣兩兼附 

南北宗派共殊顯 

 

“子卿慕玄空堪輿之學， 謁古仙之宗範根底乃九天玄女及水龍經， 楊救貧是發

揮其大成也。 青囊布衣所論許許是集大成矣。 兩曾之師抑隨其勢， 若乎鑑古

知今， 繼往開來洞天地之秘奧契三才之臻極， 近日所修必須達二禪境地’ 

 

9。。。。  請祖師邀請曾文迪及曾子南先師賜教什麼是些子法請祖師邀請曾文迪及曾子南先師賜教什麼是些子法請祖師邀請曾文迪及曾子南先師賜教什麼是些子法請祖師邀請曾文迪及曾子南先師賜教什麼是些子法? 

先師還能開點指 

教人傳妙是眼法 

一脈經書俱文字 

開覷開眼是真格 

 

“些曾師之意見， 所學玄通， 繼從地理， 必須開眼開竅， 則不須笈負青囊， 徒

勞文字， 鬼穀子之妙端也， 亦是天眼神通。 若乎玄空地理。 點子是開眼陰陽

能盡所示。 

 

 

 

 



 

 

April 27th  

10。。。。 那一套風陰陽宅那一套風陰陽宅那一套風陰陽宅那一套風陰陽宅?  

八宅明鏡是古典 

當然奉之為隼阜 

古人皆知明堂關 

如今樓宇多缺欠 

  

“本仙見古書論陽宅者， 不過八宅明鏡矣。 其端論明堂為要， 居所分君佳， 高

低尊卑， 以方正為尊矣。 若擇及開基造礎， 則是另類學問。 今人著書， 無

過乎吳師青矣。 以天星表地理， 看象溯源， 大揆樓宇寶鑑” 

 

2009 September 1st 

11。。。。天玉經及都天寶照是否楊公之作天玉經及都天寶照是否楊公之作天玉經及都天寶照是否楊公之作天玉經及都天寶照是否楊公之作? 

寶照圖與天玉經 

都為後人配入成 

殊非救貧立此訣 

蒼生入意青襄經 

 

天下諸陰陽地理之經典也其原義溯源盡為青襄一典也。 24山配八卦之局後人為

之。 具為改變體制也。 故觀地理宜準巒頭配與理氣之用便百發百中也。 

 

12。。。。 沈竹仍的飛星學是否謬誤沈竹仍的飛星學是否謬誤沈竹仍的飛星學是否謬誤沈竹仍的飛星學是否謬誤 

沈氏玄空論飛星 

九宮依運列位榮 

臺套法門頗規範 

疏忽盡在福德性 

 

此派學術以飛星走位於時年列陰陽之氣度定人命與方位堪輿宅理陰陽生剋也。 

所天應星地應潮事未知乎人應命也故大缺因果福德性之妙契。 應驗不踰五成也。 

 

2009 September 21st  

13。。。。六十四卦歷史由來是否孫長庚或邵雍所創六十四卦歷史由來是否孫長庚或邵雍所創六十四卦歷史由來是否孫長庚或邵雍所創六十四卦歷史由來是否孫長庚或邵雍所創 

卦配廿四山之論向 

應為邵康節之先題也無疑孫長庚亦盡發揮也 

故此式者為主流矣。 

 



 

 

邵雍之’擊壤集’ 後有 ‘山經地洛’ 壹卷傳世。 但為後宋人秘藏也。 發為廿四山

之卦象圖。 頗似本師之紫微鬥數也為 ‘希夷’ 所發揚也。 明乎? 

 

14。。。。要八字功力好鑽研那書藉要八字功力好鑽研那書藉要八字功力好鑽研那書藉要八字功力好鑽研那書藉 

推四枉命理書之準者  ‘滴天髓’ 是也。 ‘瀾江網’是說用而不言 ‘理’ 滴天髓’ 是讀

理不言其’ 用’ 也。 兩書合讀足具九成之準矣。 近人命理書之弦弦者， 應為 ‘尤

達人’ 之算籍於市可求也。 

 

15. 三本經進展如何三本經進展如何三本經進展如何三本經進展如何 

三經壹事， 其在意義多於言辭矣。 內容博大包羅。 文深字睿是有緣者能盡乎

洞觸焉。 

 

三經乃進步 

差陷文字井 

從玄看緣裹 

方刻悟真常 

 

16。。。。堪輿理氣最實用是那一套堪輿理氣最實用是那一套堪輿理氣最實用是那一套堪輿理氣最實用是那一套? 

理氣觸心發兆象 

巒頭堪輿看局數 

山川秀運宜巒頭 

小局現世宜理氣 

 

兩派所宗不同。 若東海福建壹帶也巒頭較準。 於大江南北， 應宜理氣。 子卿

於現世香江珠海獨理。 應取理氣之術以定堪輿也。 

 

2009 November 16th 

17。。。。 八千年前河南發現的中華第一龍八千年前河南發現的中華第一龍八千年前河南發現的中華第一龍八千年前河南發現的中華第一龍m45號的墓主是誰號的墓主是誰號的墓主是誰號的墓主是誰? 

 

若乎老聖(老子) 之西示流砂前三王五帝之歷境， 具蒼梧之野其境正是河南雀之

南城故第一龍為軒轅王帝之穴矣。 發爭辯之一處也則第一龍為開天劈地說之九

天玄女所置。 亦真為九天玄女之穴故世人竭黃帝之第一龍猶有 “歷時’ 之差也。 

 

18。。。。 食物和風水物品是否可分五行及其歸類食物和風水物品是否可分五行及其歸類食物和風水物品是否可分五行及其歸類食物和風水物品是否可分五行及其歸類? 

王侯食物為九簋 

五份鐮善盡官民 



 

 

風水物品為金玉 

錢器淩筒共併欣 

 

風水用品入於實事效應者乃髮與衣披之類， 有擭脫齒為最妙矣。 食物為五穀五

份。 其餘風水富物為金元寶， 玉錢， 玉錢刀之類為妙勝也。 

 

19. 那一派的風水宜家居陽宅那一派的風水宜家居陽宅那一派的風水宜家居陽宅那一派的風水宜家居陽宅，，，，及陰宅及陰宅及陰宅及陰宅? 

八宅明鏡是古典 

當然奉之為隼阜 

古人皆知明堂關 

如今樓宇多缺欠 

 

本仙見古書倫陽陰者， 不過八宅明鏡矣。 其端論明堂為要， 居所分君臣， 高

低尊卑， 以方正為尊矣。 若擇及開基造， 則是另類學問。 今人著書， 無

過乎吳師青矣。 以天星表地理， 看象溯源， 大揆樓宇寶鍾鏗。 

  

20。。。。  賴布衣淨陰淨陽法的利和弊和玄空賴布衣淨陰淨陽法的利和弊和玄空賴布衣淨陰淨陽法的利和弊和玄空賴布衣淨陰淨陽法的利和弊和玄空 64卦的利和弊卦的利和弊卦的利和弊卦的利和弊 

救貧之陰陽法判 

於山川巒氣按天 

星應落略有偏差 

舉其例焉實乃知 

 

乾坤而不知天地也 

況乎楊師傳藉並非頰 

親墨又不及於入 

室宗隸故是後人之 

訛也準繩不足焉 

至於玄空則是互補 

有足應的勝算學 

 

21。。。。 貝沙灣貝沙灣貝沙灣貝沙灣，，，，華富邨華富邨華富邨華富邨，，，，香港仔及鴨脷洲的風水格局分析香港仔及鴨脷洲的風水格局分析香港仔及鴨脷洲的風水格局分析香港仔及鴨脷洲的風水格局分析 

南嶺奔南論草崗 
見山帶水實入偏 
遠見平海常具案 
不真大發入侯王 
 



 

 

島南之嶼其巒頭收聚氣翠嶺涵碧光。遠及沙案寵龍溷然成一窩之氣勢者是瑪麗醫
院後下望之諸巒頭，但仍嫌山氣鍾靈不足。龍行伏虎非發貴官之家矣。至於富力
之稍旺者，稍看貝沙。華富邨是山氣落龍與無向不知首尾之位故是小民小康之
地。見水尚涵漂，水法不足顧，貝沙灣則反格稍佳一些，永其數地之最益看香港
仔矣，鴨脷洲似是而非不足一眼之落顧也。 

 

22。。。。東區柴灣東區柴灣東區柴灣東區柴灣，，，，筲箕灣筲箕灣筲箕灣筲箕灣，，，， 鰂魚湧及太古城的風水格局分析鰂魚湧及太古城的風水格局分析鰂魚湧及太古城的風水格局分析鰂魚湧及太古城的風水格局分析 
東區柴灣東區柴灣東區柴灣東區柴灣，，，，筲箕灣及太古城的風水格局分析筲箕灣及太古城的風水格局分析筲箕灣及太古城的風水格局分析筲箕灣及太古城的風水格局分析 
石林嶙峋對海隅 
防若萬商向東灣 
太古城是繁華地 
向東示海金帆環 
 
子卿所問之處雖是一水環島之抱也。但入灣隨方便，水駐在東鄉去，應是太古城
矣。筲箕灣是水法蕩漾，拾是一般，鰂魚湧是太古城之拱輔，微帶貴氣。柴灣矮
山短氣坡向返迴無龍得穴之氣候是鰲尾殼末之格局，陰陽兩宅不聚大旺取陽宅
者太古城向東望海為此數處之翹首也。 
 
23。。。。 南區南朗山南區南朗山南區南朗山南區南朗山，，，，壽山村赤柱壽山村赤柱壽山村赤柱壽山村赤柱，，，，淺水灣及深水灣的風水格局分析淺水灣及深水灣的風水格局分析淺水灣及深水灣的風水格局分析淺水灣及深水灣的風水格局分析 
南區南朗山南區南朗山南區南朗山南區南朗山，，，，壽山村赤柱壽山村赤柱壽山村赤柱壽山村赤柱，，，，淺水灣及深水灣的風水格局分析淺水灣及深水灣的風水格局分析淺水灣及深水灣的風水格局分析淺水灣及深水灣的風水格局分析 
壽臣山裏如鹿踞 
深水灣是伏靜龍 
鰲頭入海非此向 
赤柱案砂水迴情 
 
若乎山水有情之灣若蚌貝之承露蚌貝之承露蚌貝之承露蚌貝之承露而山涵蒼碧環抱水法示入之勢，則淺水灣是蚌吐蚌吐蚌吐蚌吐
珠光珠光珠光珠光，，，，月隨夜明月隨夜明月隨夜明月隨夜明之格局。居之可示大富，但局者之宅佈局必需是 ‘圓形’ 。 
 
24。。。。 環峰港島而看諸灣者環峰港島而看諸灣者環峰港島而看諸灣者環峰港島而看諸灣者 
西環為迎龍之使亦若壘壘接西來之水龍或青衣西北而來之水法其為迎使故非得
福於旺，西營盤而入中環一帶之上環是厄龍口生津富之磡，形勢勉勉強強，太平
山之龍分下中灣，灣仔與獅子山遙拱四海山水之環抱。水法出入有情乃為上局
灣仔之分龍亦盛也故佳。北角因副局巒山水朝東駐是發半坡高勢之用乃歸其龍
矣。 
 
 
25。。。。九龍東九龍東九龍東九龍東，，，，東南東南東南東南，，，，南及西南區的風水格局分析南及西南區的風水格局分析南及西南區的風水格局分析南及西南區的風水格局分析 
九龍之格局為朱雀吐舌逞氣於尖沙咀也是大旺之點。旺角氣納山巒之歸聚多富。
南九龍東南九龍相逕廷者遠也。尖沙咀便是南九龍之表表，東九龍水法洄溯，是
後發之地，招商局一隅遙應太平山之分脈乃乎瓜灣之灣，日後有海驛帆之榮也。 
 
26。。。。 九龍西九龍西九龍西九龍西，，，， 北北北北，，，， 西北的風水分析西北的風水分析西北的風水分析西北的風水分析 
局看半島之隅，八運利抒龍分嶺之勢也。故巒崗之峻者實無得益而地走平沙近濱
之域頓之可貴。市區一論也，西九龍是表表者而獅案山陰枕明堂之勢仍是九龍塘
之繼盛也。九龍西北荃灣青衣並開對龍之氣富承新舊，但末足殊與矣。前推後勢



 

 

也。九龍灣是後興。尖沙咀是永裕，獅山之陽。盡連田陌蚩崗化涼棧玉宇者。氣
推元朗及之則沙田，攬風水陰陰之大象推愉景一灣。 
 
27。。。。如何旺弟子的正偏財運如何旺弟子的正偏財運如何旺弟子的正偏財運如何旺弟子的正偏財運 
此稟簡單矣。看八運配人命之旺行，而子卿格潤金堂，富宏福貌而相類覇宗也。
則作玄師地理，可富無疑入甲午後之大益隆兩象。譽飲陰陰。故旺正偏兩則之財。
人生隆譽之運則白玉上刻有  ‘熊羆’ 者。其用非常也。此白玉方塊有懸於腰或項
也。 
 
28. 太平上之脈從那裏發過來的太平上之脈從那裏發過來的太平上之脈從那裏發過來的太平上之脈從那裏發過來的？？？？ 
太平山一脈為南之來龍故有前道者陳子石雲：南望鑪山第一峯之譽，此龍是沿庾
嶺而下之分龍入海後冒出結穴。觀格局為南龍北向，而太平山之案也應為南丫島
矣。但南丫島無真龍，不能結穴，又不利男丁，故子卿觀南丫島民於今日也。士
族概不興焉。 
 

29。。。。新界的風水格局分析新界的風水格局分析新界的風水格局分析新界的風水格局分析 

使新界之佈局也。概功美於沙田看為象鼻止與獅踞山於小瀝源也。然得形勢之勝
者為舊火車站對上之禾軬一坡矣。但其止發旺佛道兩家，並於俗事無益也。順帶
一提，稟問新界格局之形勢最強而龍穴皆真為八仙嶺之照穴，君早作壽基矣，發
後人者旺及三朝也。至於新界諸鄉當以元朗鄧氏之祖龍墳氣所在之附近諸丘者。
最宜結穴也。平原氣薄山陵奇雄。甚宜尋龍而找壽基巴，其除區份一般矣 
 
30。。。。 達摩是那裏人達摩是那裏人達摩是那裏人達摩是那裏人？？？？ 
達摩乃西天諸祖之廿拾捌傳也。由摩訶迦葉得如來祖本師之心傳於拈花微笑也。
慈馬嗚大士師子大士等傳而入中土其先謁梁武帝而意不投機也故歸建少林。面辟
九而開禪宗之聖脈矣。菩堤達摩乃西天天竺國之人士也。 
 
31。。。。 太平山之脈太平山之脈太平山之脈太平山之脈 
庾嶺之梅花也古人知其為南枝先開而北枝繼於於後也。 
是必龍首而南來。氣吞河嶽。氣盈北闕。物象頓開也。故昂船洲是龍之項、而一
龍落海復顯真形，大嶼山是龍之左足也而梧桐山也是龍之肱。想斯龍之吐珠益穴
在禮賓戶之後花園也。 
 
32。。。。 孔子曾經拜會過老子多少次孔子曾經拜會過老子多少次孔子曾經拜會過老子多少次孔子曾經拜會過老子多少次？？？？其內容其內容其內容其內容？？？？ 
斯禰宮之禮在所不免於俗例之承傳矣，但孝考同儀禮謁先後之益。子卿執其敬意
足之矣。所謂會當一面而事不過三，且儀曩古例，準且無錯，玄蒙之訓話接矮長，
俱在知所慎而益所取矣，不亢不卑禮例廝門話無長短。只須景運，且無需索也。 
 
33。。。。 西貢及離島風水格局分析西貢及離島風水格局分析西貢及離島風水格局分析西貢及離島風水格局分析 
離島壹局南丫島孤偏無勢為水走砂飛之局，見之不見矣。大嶼山氣脈承傳悟桐，
具諸向諸格之不同且地制時宜，穴制天命頗有佳穴也，唯是得高之益，崗聯形勢
獨在佛過，猶以俚雲：大象牽小象。一概發和尚。觀寶蓮院知之又西貢為臨隅接
勢較調景嶺及油塘較佳，但是調景嶺及油塘較佳，但是調景嶺之承附矣，此區不
大貴，且偏利道佛。 
 
 



 

 

34。。。。 香港亳宅分析香港亳宅分析香港亳宅分析香港亳宅分析 
白加道有龐薄之直龍且路如錦帶。人居之官榮壽富也。無敗宅於路上。金馬麟局
座如拱椅藏大富之氣。渣甸山有運勢之脈也。依山向陽者甚善。但地運畧參差，
具可生可死之穴，小心此處，猶其卜論陽宅也。淺水灣甚善，但收納己久不因人
運而改進。大潭則偏一矣。九星之氣疏迴故山水向望有情深不足之感矣 
 
35。。。。 深井深井深井深井，，，，青衣及荃灣的風水格局分析青衣及荃灣的風水格局分析青衣及荃灣的風水格局分析青衣及荃灣的風水格局分析 
深井是涸龍遇澨，轉身無氣，雖見傍山近水但覺是一塌糊塗之鄉，風水堪輿于香
江內者，衹稍勝調景嶺及油塘也好！ 
 
青衣甚好，水法迴環得昂船之作伏印臨滄海迴通於西陲，大有佳穴也。荃灣之形
勢勝景於芙蓉山之陽矣！ 
 
36。。。。 儒道釋之別儒道釋之別儒道釋之別儒道釋之別 
儒者以名立教志在修身齊家治國之大業其理可治國，文可興邦及修養與養生之業
亦及性命之所歸也。 
 
道則一檻清虛，自然而法乎天地而佛則圓覺圓通歷修真如本性以妄其法與儒道融
通也。玄教一理於宋更見三教欲合一也。修者同參。 
 
37。。。。 歷代堪輿大師及國師之長處歷代堪輿大師及國師之長處歷代堪輿大師及國師之長處歷代堪輿大師及國師之長處 
現世人乘其理與繼其事者楊生救貧矣，因理舉山巒之勝而術探驪龍之真故多顯用
於市矣，其除諸師除太乙真人外餘皆應降之天星或摘仙之於玄閣也。 
 
子卿若學堪輿與易數或天宿應鬥之律子卿若學堪輿與易數或天宿應鬥之律子卿若學堪輿與易數或天宿應鬥之律子卿若學堪輿與易數或天宿應鬥之律，，，，亦師希夷其幾及尊亦師希夷其幾及尊亦師希夷其幾及尊亦師希夷其幾及尊。。。。 
 
 

39。。。。 神洲未來最大發展的城市有那幾個神洲未來最大發展的城市有那幾個神洲未來最大發展的城市有那幾個神洲未來最大發展的城市有那幾個？？？？ 

斯簡單矣。中華一域地踞南北之雄埠走東西之盛也。子卿所問應以地域分方向矣。 

 

若南者為南寧。若東者為長江口諸市，若北者為京華為都分河之邊埠，煑燃犀快

窗之機都為海南鳥一講渚之及之南寧亦喜也。 

 

40。。。。 連山歸藏及周易的發展歷史連山歸藏及周易的發展歷史連山歸藏及周易的發展歷史連山歸藏及周易的發展歷史 

今白連山歸藏之跡信為後人所偽也。觀乎之文王周公之際尚未有三爻之象出焉。 

 

其有者皆為數字卦矣。七九八六之用甚顯焉，有歷史之可稽矣。 

 

今見者俱為偽書也。實連山揭義者地理，歸藏指義天文。況潛數字易理之用。 

 
41。。。。香港未來五年的樓市及股市的走勢香港未來五年的樓市及股市的走勢香港未來五年的樓市及股市的走勢香港未來五年的樓市及股市的走勢？？？？ 
一運五年直入甲午之旬矣。世道徬傯而港運承福於中華夾手環宇之消長，樓宇乃
進三退二潮之市也。但大勢走漲，裏人皆知矣。 



 

 

 
股市一局乃仍趨新高於金水四年唯市道更奔波裏人不易忖玄矣。 
 
 

42。。。。 美元獨霸的地位幾時被取替美元獨霸的地位幾時被取替美元獨霸的地位幾時被取替美元獨霸的地位幾時被取替？？？？ 

刻下舉世皆印刷多量之貨幣有美人負累天之債，也是乘歐匯之機而揚己而抑彼

矣。世人眼目垂住時移它日復察覺美人之債及其經濟之復甦轉緩便是獨霸之氣退

矣。此情需秋後之冬方啓先象也。 

 

43。。。。 天干地支的由來及代表性天干地支的由來及代表性天干地支的由來及代表性天干地支的由來及代表性，，，，除五行及方位除五行及方位除五行及方位除五行及方位，，，，日月的關係是怎樣日月的關係是怎樣日月的關係是怎樣日月的關係是怎樣？？？？ 

周晉之世也。天干配象己見也而地支則為京房及其前驅者配用合爻辰而成其系統

也。至於日月三光之日月鬥中位置，應象道丹則朱熹早釋參月同契，魏伯陽其人

之著文也而道家有人身為小宇宙之見物，故有天人合一之見。天干地支應用於先

秦己非秘學矣。 

 

44 河圖洛書及易經的關係河圖洛書及易經的關係河圖洛書及易經的關係河圖洛書及易經的關係 

洛書之跡是先天之數也。以其逆剋而歸原。道家以此為修丹行反陰為陽之象而理

出於數，意托於象也、龍龜托出而文見於甲，兆大衍之象與易筮極有関係也。

理通於數法歸於象焉。 

關聖帝君降示 

易之數字卦當先於洛書矣其法通焉！ 

 

45。。。。 香港仔海峰華軒及南灣禦園的風水格局香港仔海峰華軒及南灣禦園的風水格局香港仔海峰華軒及南灣禦園的風水格局香港仔海峰華軒及南灣禦園的風水格局 

海峰南灣者如墳前之兩華表也。亦若諸陵之拱獸及拱柱也，其亦若近’ 窀穸’ 

(解墳墓) 之門碑對聯也。大家是承陰拱塚居者若時運一低，便生事故矣。眾生屯眾生屯眾生屯眾生屯

此非善宅焉此非善宅焉此非善宅焉此非善宅焉。 

 

關聖帝君降示關聖帝君降示關聖帝君降示關聖帝君降示 

若修玄陰之學式以陰氣煉氣功挪移者，類近名之張某勝便是此類眾生宅實利居此

成軒矣非乎？ 

 

46。。。。 弟子如何有祖師的智慧弟子如何有祖師的智慧弟子如何有祖師的智慧弟子如何有祖師的智慧 

道為修性命兩宮之真踁也。故清靜一法在手寧安而心境不動，氣守緩緩進步也，

則久久自有真機之顯如佛之修禪至二禪境界，便得諸神通矣。道以天人合一為用

禪以真如本覺之性而得修諸神通也。俱在一靜而得之。 

呂祖仙師降示呂祖仙師降示呂祖仙師降示呂祖仙師降示 

 



 

 

47。。。。 邵雍的六十四卦卯酉不在四正位邵雍的六十四卦卯酉不在四正位邵雍的六十四卦卯酉不在四正位邵雍的六十四卦卯酉不在四正位! 這是否一個缺陷或有其意這是否一個缺陷或有其意這是否一個缺陷或有其意這是否一個缺陷或有其意？？？？ 

堯夫之卦也。其象用先天而梅花易更是舉一鼎可以擎九昊之理矣。其占意在先天

其四正非子午卯酉。以數為其基以象為其意也。陳博之先天圖為邵堯夫之卦理之

基石。卯酉不正其位者數配天樓象運地運之理。苦子午卯酉成其四正者是 ‘子平’ 

之基而非 ‘陳搏’ 之玄矣。 

 

48。。。。 來自邵雍的詩來自邵雍的詩來自邵雍的詩來自邵雍的詩: 

耳目聰明男子身耳目聰明男子身耳目聰明男子身耳目聰明男子身，，，，洪釣賦與不為貧洪釣賦與不為貧洪釣賦與不為貧洪釣賦與不為貧，，，，因探月窟方知物因探月窟方知物因探月窟方知物因探月窟方知物，，，，未攝天根豈識人未攝天根豈識人未攝天根豈識人未攝天根豈識人，，，，乾遇巽乾遇巽乾遇巽乾遇巽

時觀月窟時觀月窟時觀月窟時觀月窟，，，，地違雷處見天根地違雷處見天根地違雷處見天根地違雷處見天根，，，，現天根月窟常來往現天根月窟常來往現天根月窟常來往現天根月窟常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三十六宮都是春三十六宮都是春三十六宮都是春-是什麼玄理是什麼玄理是什麼玄理是什麼玄理？？？？ 

 

此詩為邵雍演說歡勸人修煉道丹之詩句也。首貳句義為天地萬物之中得為男兒之

身絕不容易也。而修煉之功法是依乾坤兩卦爻之陰陽消長而進陽火及退陰符而成

反本還原之象乾遇巽為逅卦，一陰起於初爻，退陰符沐酉方浴卯方之象而地逢震

雷為復卦之象乃進陽火之象退陰符為月窟，進陽火為天根，天根與月窟即泥丸宮

與陰矯穴之象，氣要升降浮沉閒閒來往如此功法則人人三十六經脈三萬八千毛孔

皆歸甦如醉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