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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理時鐘
春夏秋冬 週而復始 日夜交替 永不止息
春夏秋冬，週而復始，日夜交替，永不止息，
生活在一個不斷循環輪替的大自然節令時序，
人體也有其內在生物機制，稱之為生理時鐘。
它擁有兩種重要的生理功能：
 協調心跳
協調心跳、血壓、呼吸
血壓 呼吸
及分泌系統彼此間的合作
 身體各器官的協調失衡，
身體各器官的協調失衡
百病必然叢生
四季的更迭，晝夜輪替，
四季的更迭
晝夜輪替
生理時鐘若無法與外界的
亮度
亮度、溫度、氣壓的適應，
度 氣壓的適應
至終會折損健康。
人體與自然界的協調與整合是健康極重要因素，
順天而行、亦能天人合一。

引言：華人相信宇宙乾坤天地之間
有兩種因素影響人類的健康與命運，
就是神聖的時間、和神聖的空間，即是擇日與風水。
人的生活起居一定要與神聖的時間與空間保持和諧的關係，
否則將會犯沖、犯煞，走進厄運。
壹、擇日：時間的體系
一、自然界時間的段落：廿四節氣
自然界時間的段落 廿四節氣
春：(1)立春(2)雨水(3)驚蟄(4)春分(5)清明(6)穀雨
夏：(1)立夏(2)小滿(3)芒種(4)夏至(5)小暑(6)大暑
秋：(1)立秋(2)處暑(3)白露(4)秋分(5)寒露(6)霜降
冬：(1)立冬(2)小雪(3)大雪(4)冬至(5)小寒(6)大寒
當地球繞行太陽公轉時，地球的軸心並不與地球軌道平面垂直，
它形成一個 23 度半傾斜的角度接受陽光，
是造成地球南北半球相對的春夏秋冬四季變化的主因。

三、民俗記錄人出生的時間
根據 個人出生的「年 月 日 時 之四組
根據一個人出生的「年、月、日、時」之四組
的天干與地支推算、組合、排列成八字，
以文字代表數字即有巫術的功能。
十支天干：
(1)甲(2)乙
(3)丙(4)丁
(5)戊(6)己
(7)庚(8)辛
(9)壬(10)癸

十二支地支：
(1)子(2)丑
(3)寅(4)卯
(5)辰(6)已
(7)午(8)未
(9)申(10)酉
(11)戌(12)亥

與五行的組合：
(1)甲乙寅卯屬木
(2)丙丁已午屬火
(3)戊己中央屬土
(4)庚辛申酉屬金
(5)壬癸亥子屬水
(6)辰戌丑未屬土

六十甲子的排列法，六十個號碼是一輪：

範例：
1894 甲午戰爭、1898 戊戌政變、1900 庚子年之役、
1901 辛丑條約、1911 辛亥革命

四、民俗相信一個人的八字時辰
是個體小宇宙的時間，
小宇宙的行事時間如：
出殯 下葬 進房 破土
出殯、下葬、進房、破土、入宅，
宅
與大宇宙的時間即農民曆 (黃曆)
不和諧即會犯沖 犯煞
不和諧即會犯沖、犯煞，
帶來疾病或死亡。
五、喪葬禮儀之三個絕對時間
五
喪葬禮儀之三個絕對時間
入殮：擇八月廿日(己未)、已時(9~11點)
日沖牛(21歲)、時沖鼠(60歲)，勿近
移柩：擇八月廿一日(庚申)、卯時(5~7點)
日沖虎(20歲))、時沖豬(
時沖豬(59歲)，勿近
安葬：擇八月廿一日(庚申)、申時(15~17點)
日沖虎(20歲
歲)
)、時沖狗(
時沖狗(61歲
歲)
)，勿近
勿近

俗信：個人的姓名與五行 (金、木、水、火、土)，
元素保持均衡即會健康。
1. 五行相剋相生之原理
2 姓名與五行關係
2.
缺金者取名：林金生
缺木者取名：張茂森
缺水者取名：陳清水
缺火者取名：劉火旺
缺土者取名：何錦塗
範例 某君出生於民國六十二年正月十日
範例：某君出生於民國六十二年正月十日
下午十二時六分出生，八字的排列是：
年柱 癸
年柱：癸丑、月柱：甲寅、日柱：庚辰、時柱：丙子
月柱 甲寅 日柱 庚辰 時柱 丙子
俗信：「落土時，八字命」，
一個人出生的時辰決定他一生的命運，
台灣許多產婦迷信生辰八字，盛行占卜良辰吉時剖腹生產。

貳、空間的體系：地理與風水
風水的定義：
風水的定義
乃指自然生態環境對人類生理、
心理正面的影響。
心理正面的影響
風水理念：
1 形法：地形與氣候
1.
強調藏風聚水，四合院住宅：
坐北朝南 庭前造水池 調節溫度 冬暖夏涼
坐北朝南，庭前造水池，調節溫度、冬暖夏涼。
2. 向法 (巫術性的風水)：地氣、龍、蛇穴
四靈 青龍
虎 朱雀( 雀) 玄武(烏龜)
a. 四靈：青龍、白虎、朱雀(孔雀)、玄武(烏龜)
四靈物，鎮守四方。
b. 禁忌：路沖(正門)，厝角沖(客廳為主)，
將軍路箭沖(電線桿、大樹、煙囪面對住宅正門)
3. 日法：行事時間因素、牽連到空間的因素
(迷信的風水理念)





國民黨部大樓風水牆、八卦鏡
2004年7月11日中時晚報報導：面對接連兩次總統大選挫敗，
中時晚報報導 面對接連兩次總統大選挫敗
國民黨為要振興起敝、浴火重生，
藉著風水增強運勢。
在黨部一樓大門前懸掛一幅八卦鏡，
好 鎮掉」對面總統府的煞氣
好「鎮掉」對面總統府的煞氣。
不問蒼生只問鬼神，國民黨如何振興呢？
華航班機在日本沖繩島降落漏油爆炸，
又台灣鐵路交通事故，衰事連連。
交通部長不求革新 只問鬼神 在鬼月找來 批批法師
交通部長不求革新，只問鬼神，在鬼月找來一批批法師
作中元普渡法事、撒水淨化交通部整棟大樓。
迷信陳舊的思想於事無補


前總統陳水扁弊案纏身， 2008年8月中旬
囑咐隨扈人員送面額 2500萬元的紙錢
萬元的紙錢，
前往嘉義市九華山地藏庵、求神問卜…

參、如何破除擇日與風水的迷信？
一、認知華人的風俗習慣與宗教信仰對華人塑造的「心智地圖」
認知華人的風俗習慣與宗教信仰對華人塑造的「心智地圖
1. 一個人從母腹出生之後，生長在傳統文化背景之下，
不經過理性的思考，便接受許多錯綜複雜的資訊，
這些資訊即編織成一個人的「心智地圖」。
在現實生活遇到某些問題，要做 些社會行為反應時，
在現實生活遇到某些問題，要做一些社會行為反應時，
就會根據這些「地圖」的資訊指引而行事。
2 這些
2.
這些「心智地圖」因為毫無選擇地接受一些
心智地圖」因為毫無選擇地接受 些
不正確的、不健康的傳統思想和觀念，
如 犯沖 犯煞 造成心靈的不安 人格發展不健康
如：犯沖、犯煞，造成心靈的不安，人格發展不健康，
引發日後精神疾病、精神官能症。
範例1：林柏榕當市長時，因為他的名字容易
範例1：林柏榕當市長時
因為他的名字容易
燃火的木太多，所以台中市火災連連。
自民國 年林市長就任到 年 月
自民國78年林市長就任到79年5月，
台中市警察局統計共發生131次火災。

聖經說：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
叫你們察驗何為
神的善良 純全
神的善良、純全、
可喜悅的旨意。」(羅十二12)
美國著名的行為科學大師墨頓
曾提出一項「官僚性格」指出：
當
當一位主管在同樣的環境中工作久了之後，
管
樣 環境中
因習於固定化的行事規則，
對事情的應變能力被削弱，
對事情的應變能力被削弱
遇見工作的困難缺乏周延性的分析能力，
極易趨向算命、看風水、抽籤卜卦的宗教活動；
迷信凌駕理性，缺乏前瞻性的智慧與宏觀，
很難產生有影響力的領導功能
很難產生有影響力的領導功能。

範例2：陳水扁當總統，他的名字暗示遍地都是水，
所以臺灣年年有颱風、有水災、有土石流。
臺 年年有
有
有
我們住的世界可分陰陽兩界，陽界的世界充滿了許多詐騙集團，
騙財騙色，假綁架，許多人被騙得團團轉。
陰界的世界亦充滿了許多詐騙巫術邪說，
不易被人識破 欺騙的靈充滿在我們 圍
不易被人識破，欺騙的靈充滿在我們四圍。
台灣大學醫學院精神醫學教授曾文煌
「社會文化與精神醫學
「社會文化與精神醫學」一文論述：
文論述
台灣經過實地調查，發現台灣社會經濟及文化快速的變遷，
 精神病之發生率沒有多大的改變
 心理症、身心症卻大大地增加，約有七倍之多
顯示社會文化環境之急速變動，容易導致心理不平衡，
促進精神官能症的發生率增高。
據2006年衛生署的統計
據2006年衛生署的統計，
台灣自殺死亡的人數進升至第九位。

二、使用聖經的聖言破除迷信
聖經說：從前你們不認識神的時候，
是給那些本來不是神的作奴僕。
現在既然認識神，更可說是被神所認識的，
怎麼還要歸回那些虛構的哲學
及謊言的巫術(擇 與風水)
及謊言的巫術(擇日與風水)，
情願給他們做奴僕呢？
你們謹守日子、月份、節期、年份，
我為們你害怕、惟恐我在你們身上枉費了工夫。(加四8-11)
1. 這世界都臥在靈界惡者手下
這世界都臥在靈界惡者手下。
我們知道凡從神生的，必不犯罪，
從神生的，必保守自己，
那惡者也就無法害他。我們知道，我們是屬神的，
全世界都臥在那惡者手下。(約壹五18-19)

結語：漢人的符號、文字的巫術功能、詭譎的思維，
成為一張天羅地網套牢人心的意念。
漢人社會擇日與風水的原理，不外乎…
1. 太極生陰陽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的符號文字體系
2 金、木、水、火、土的五行相生、相剋的觀念
2.
金 木 水 火 土的五行相生 相剋的觀念
3. 十支天干，配合十二支地支組成六十甲子的數目
4 用六十甲子的文字記錄一個人出生的年柱、月柱、日柱、
4.
用六十甲子的文字記錄 個人出生的年柱 月柱 日柱
時柱的時間，形成個體命運的八字，小宇宙的行事曆。
上述的符號與文字織成 張緊密的天羅地網，
上述的符號與文字織成一張緊密的天羅地網，
被捆綁得令人無法脫身自由。
我們爭戰的兵器本不是屬血氣的，
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堅固的營壘。
將各樣的計謀，各樣攔阻人認識神的那些自高之事，
計
神 那
事
一概攻破了，又將人所有的心意奪回，使他都順服基督。

林後十4~5

2 你們要謹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學和虛空的妄言，
2.
不照著基督，乃照人間的遺傳
和世上的小學就把你們擄去。
(歌羅西書二8)

3 耶穌說：
3.
耶穌說：「你們必曉得真理，
你們必曉得真理，
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
(約翰福音
(約翰福音8：32)
)

廖牧師生肖屬老虎，忌諱特別多。
信耶穌之後得自由，主持婚喪喜慶，
自由自在 不怕犯沖犯煞
自由自在，不怕犯沖犯煞、
五行相生相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