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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生肖屬鼠者今年犯太歲，犯太歲者心情起伏不定
，情緒不穩，容易會轉牛角尖、有較灰暗之想法，更
甚者可引發信心危機，所以建議犯太歲的人仕適宜多
外遊散心或進修讀書化解，有助改善運勢。

肖鼠者的財運非常不俗，皆因有【金匱】星的出
現，無論對從商的朋友、多勞多得人仕，以至打工一
族都有比較良好的影響，從商的朋友生意額有望穩守
或上升。多勞多得人仕，收入亦有望水漲船高，打工
一族升職加薪亦有望如願，整體而言，今年犯太歲的

肖鼠者，財運實屬不俗。
今年犯太歲的你，工作上難免會發生大大小小之

變化或問題，可能是轉工、職位轉變、甚至轉行，反
正就是大小變化都易發生，至於屬吉凶好壞，就須配
合自己本身之命格才可定斷。尤幸今年有【將星】星
出現，對大家在升職、轉工方面都起著一定的正面作
用，可說是有點雪中送炭的意味。心情的確容易因而
受影響，可能會感到諸事不順，有點迷惘，甚至引發
信心危機，宜多加留意及往正面的方向去思考，不要
再為自己在逆境多添負面的力量。

感情方面，足齡24歲犯太歲者容易發生感情變化
，新舊交替，例如突然開展一段感情或失去一段感情
。足齡36歲及48歲犯太歲者同樣心情起伏上定、感
情或事業上容易遇上困難，內心憂慮重重，如遇上本
身大運及流年不順者，更容易陷入人生之低潮，建議
各位亦可暫時放下手頭工作，外遊散心。犯太歲者今
年亦特別容易出現搬屋、轉職、結婚或生子的情況，
而這樣亦有助冲喜，減低犯太歲之影響。

每年犯太歲者之星宮內，都必然有劍鋒、伏屍兩
顆凶星，代表犯太歲者當年損傷難免，只是嚴重程度
上同而已，可嘗試捐血、洗牙化解。高危月份為農曆
5月及11月，留意心、眼、皮膚、血液系統之問題，
女性則應多加注意腎、膀胱、泌尿系統等毛病。

鼠

丑
生肖屬牛者今年與太歲相合，合則穩，變化亦較

少，人緣上佳，亦易得貴人相助，人際關係的正面影
響非常明顯，亦容易有合作之想法或機會，可以多加
考慮及把握。

肖牛者今年的財運非常不俗，皆因有【玉堂】星
的出現，無論對從商的朋友、多勞多得人仕，以至打
工一族都有比較良好的影響，從商的朋友生意額有望
穩守或上升。多勞多得人仕，收入亦有望水漲船高，
打工一族升職加薪亦有望如願。

今年為貴人扶持、名氣提升年，加上合太歲的良
好影響，人緣運會作出正面的作用，工作之變化會來
得比較穩定，縱然遇到問題，也有貴人扶持，讓你安
然渡過。另外由於今年有【太陽】星出現，代表權力
地位提升，對大家在升職、轉工方面都起著一定的正
面作用，而【太陽】星亦代表男貴人的意思，如果上
司、老板、合作夥伴是男性的話，助力將更為明顯。

而如果從事的行業需要面對公眾的話，需要知名
度的，今年的名氣、地位亦有望進一步增加、提升。
另外由於有【陰煞】星出現，可能會遇到女性為主的
小人或是非，宜小心注意。

感情方面，本年並非桃花年，仍是單身的你，遇
上新桃花的機會不大，但則有可能結識到很多新的朋
友，只是在今年能讓朋友轉化為感情的可能性比較小
一點，但現實上很多時候感情關係也往往是由朋友關
係開始，所以也希望滿滿的，至於已經有對象者，今
年的感情運則以穩定為主。

本年是合太歲的關係，也沒有任何病星，所以身
體狀態基本上也相對來得比較穩定，只要在農曆三、
六、九、十二月注意一下飲食便可以。

牛

寅
生肖屬虎者今年是驛馬年，特別容易

有機會外出工作或遷移，無論工作上、私務上外出、
跑動之機會亦相應加大，甚至有移居外地之可能。屬
虎者今年亦思想學習投資加得財年，財運尚算不俗，
。多勞多得或從商人仕為較大得益者，打工一族今年
可能有轉工、職位調動之可能性，如公司調派你到外
地工作，可大膽嘗試一下！

本年肖虎者財運因驛馬年的關係，財運會轉趨波
動，時高時低、財來財去，讀書進修、遷移、外出旅
遊時當然有機會花費，但外出工作的機會有所增加，

令你收入亦有機會同步有提升得益，所以財運也會
較為反覆。

今年為肖虎者充滿變化的一年，因驛馬年的關
係，今年工作環境、崗位都容易出現變化，甚至有
轉工的可能，但奉勸一動不如一靜，靜待命運給你
帶來之變化，再作對策，否則你自己主動作出變化
，而運勢上又出現變化，可能會有點亂上加亂，不
知所措的感覺。而由於今年是思想學習年，可以的
話，進修一下以提升自己在職場上的競爭力，將無
往不利。

今年在驛馬年的影響下，感情亦容易出現變化，
單身者有望由形單隻影變成一雙成對，異地姻緣或在
外地工作或旅遊時遇上桃花的機會亦有所提升。而已
有伴侶者則宜花多一點時間與心思在與另一半的相處
上，否則要慎防感情出現問題，多一點忍讓與包容也
有助彼此之間的相處！

肖虎者今年為驛馬，外出旅遊、工作的機會大增
，而外出時的高危活動或駕駛時宜小心謹慎，筋骨、
關節等容易有點小意外損傷。而身體健康方面，由於
今年沒有病星，應該沒有甚麼大問題！

虎

卯
生肖屬兔者今年為紅鸞桃花年，所以在人緣，桃

花，及你工作上的人際網絡都有機會可以大為開拓！
但由於今年同步與太歲相刑，也代表是非也不少

，心情不定，人際關係不順，做起事來亦會有總覺不
太順利，但又不能迅速把問題解决的情況，雖未至於
頭頭碰著黑，仍然少不免會了影響你的整體心情。尤
幸屬兔者今年亦有二粒強力吉星幫助，有助淡化了刑
太歲的不利影響。

肖兔者今年財運不俗，皆因有吉星【太陰】出現

，令從事金融投資、房地產、女性相關行業的人仕較
為有利，其餘從商的今年生意尚算不俗，但只是進賬
增幅可能不夠明顯。至於打工一族及多勞多得的朋友
仍有望加薪或多一點分紅，但可能需要多加努力才能
達至更佳效果。

在【紅彎】桃花星影響下，有望提升了工作上的
助力，尤以從商一族或倚靠佣金收入之人仕，今年可
多一點主動出擊去開拓人際綱絡，必有好收獲。打工
一族在工作上也有愉快經歷，與同事和客戶之間的合
作關係良好，使工作情緒也被提高，造成良好循環。

屬兔的今年為紅鸞桃花年，紅鸞桃花為正桃花，
好桃花，已有固定對象的你，今年可以是談婚論嫁的
好時機。未有對象者，則有大好機會認識到心儀的對
象發展感情，而這桃花為正桃花、好桃花，代表這是
較為可以發展持續感情的桃花姻緣。如屬性格較內向
之肖兔者，今年就更加要把握機會，打開自己的心屝
，不要再浪費大好青春光陰。

肖兔者今年與太歲相刑，腎、膀胱、泌尿系統、
婦科毛病、皮膚敏感等問題特別容易被引發，特別於
農曆二月、五月及十一月，更宜加緊注意，可嘗試身
體檢查或捐血、洗牙化解。

兔

辰 生肖屬龍者今年與太歲三合，合則變
化小而穩定，人緣佳，易有貴人之助，所

以往年的桃花年優勢今年仍然可以持續，從商的朋友
易有合作、合伙機會，打工一族在同事、工作伙伴間
的人緣亦相當不俗，易有助力。屬羊者今年亦為貴人
扶持、名氣提升年，加上【天解】【解神】 吉星皆
為逢凶化吉、遇到凶險，亦容易迎刃而解之星，縱使
遇上困難，亦有貴人幫忙解決，所以 人際關係之間的
助力及扶持將會是鼠年的重點開運關鍵！

吉星【金輿】的出現將對今年肖龍者的財運提升
不少，相當不俗，亦因今年與太歲三合，人和方面佔

盡優勢，所以今年財政上將有不俗提升，從商的今年
是收成的時侯，而回報將會不俗，盈利亦有所提高，
打工一族加薪分紅有望，收入明顯比前優勝，實在可
說是相對豐收的一年。

在【三台】【國印】兩位吉星影響下，權力地位
今年有提升進步之象，以往努力耕耘後有望得到正面
回報，雖然肖龍者今年不是權力地位提升年，但仍然
會起到一定作用的。

另外有【官符】【年符】【飛符】星出現，官非
是非少不免，尤幸今年肖羊者與太歲三合，可望減低
其壞的影響力，而且亦有可能只是因為資產買賣、或
開創新事業時，要經過政府與律師的程序而巳。

今年雖然不是屬龍的桃花年，但因與太歲三合，
加上承接上年桃花年的影響，特別在上半年人緣與桃
花仍然不俗，今年將仍然很容易結誐識到新朋友，只
是不一定可以成為愛侶，或你對對方的好感只是一般
。已婚者及有另一半的，今年與愛侶的感情生活將十
分不錯，沒有大的紛爭出現，可盡情享受甜密生活。

【血刃】星的出現代表血光之災，易有手術開刀
、或刀傷車險的情况，農曆2月、3月及11月宜多加
注意，高危活動可免則免，可嘗試捐血、洗牙化解。

龍

巳
生肖屬蛇者去年與太歲相冲，經歷了多變的一年

後，今年與太歲暗合，一切將逐步變得穩定，甚至乎
與去年剛剛相反，今年在人際關係和合方面正面很多
，人緣不俗，暗中亦可得貴人助力，只要以穩守突擊
的策略去執行今年的計劃，勝算也不俗。

屬蛇者今年亦為辛苦工作得財年，多勞多得或從
商人仕為較大得益者，但打工一族今年可能工作量比
較大一點，但收穫就未能完全成正比！

本年肖蛇者財運中平，相比往年的波動，財政狀
況會來得較為穩定，從商的生意不俗，利潤有望得到
提升，而打工一族收入亦有望穩步上揚，貴人之出現

亦有望從旁恊助你取得佳績。但有【小耗】星的出現
，令你今年的整體財運，還是有一點反覆，而【劫煞
】星的出現提示今年最好不要借錢給朋友甚或作擔保
人，否則易招損失。

肖蛇者在今年工作運亦不俗，特別易獲長輩、老
闆或上司扶持，擔當要職，委以重任，工作能力獲得
認同，人際關係亦得到發展，是人生走入成功階段的
一個好的開始。皆因有【月德】吉出現星，代表今年
會得有力的貴人幫助。從商一族就更為有利，發展新
項目時得貴人扶助，令事半功倍，更易得到好成果；
打工一族亦易為長輩、上司賞識及幫助。另外【地解
】星則為逢凶化吉，可化解是非之星。

肖蛇者今年人緣還算不俗，無論在工作或私人上
都容易結識到新朋友，單身的你也不愁沒有對象，只
要放開懷抱，環顧四周，其實那個他可能根本已經在
身邊。至於已有伴侶或已結婚者則感情融洽，工作忙
碌之餘，也要兼顧一下你的另一半及家人的感受！

肖蛇者今年健康無大問題，但由於有【死符】星
出現，今年身體意外損傷亦要留意，外出時亦宜多加
留意碰到意外、損傷，特別在農曆二月、四月、十月
及十一月都要多加注意，高危活動還是避免一下會比
較理想。

蛇

2020庚子鼠年運勢

未

羊

猴

亥
生肖屬豬人士去年犯太歲，無論去年經歴了好與

壞，今年運程將會來得比較穩定，變化亦會比較少，
加上今年亦是得財年，整體運勢將都有所提升。【文
昌】星的出現代表今年讀書、進修的想法、機緣或運
氣，可以積極參與，皆因此星為吉星。

雖然今年沒有明顯的財星，但屬豬今年是得財年
，所以財運亦應有所提升，尤其對比去犯太歲有明顯
的破財現象，一切將得以平穩下來，可是是穩中有進
。而由於【陌越】星的出現，財源收入可能有新的機
遇、新的突破，有開拓新業務、新市埸的可能性。

工作運很大程度上可以新發展，【陌越】星的出

現提供了一些新的工作可能性，甚至可能是一些你從
來都沒有涉獵過的行業或範疇，可以是新的行業、新
的範圍，如果過去數年工作上都沒有太大突破的，或
遇到工作上的瓶頸，今年的確可以考慮一些新的發展
方向。

另外【文昌】星的出現，對從事文書、文化、創
作、設計或需要名氣的行業今年都特別有利，可以好
好發揮把握。

去年在犯太歲的年份感情上你可能已經經歷了一
些變化，可能是分手，可能是結婚，又或是已經懷孕
有喜，反正都應該是經歷了一些感情上的變化，而今
年的感情運整體上會比較來得穩定，要變的很大可能
去年都已經變了，今年仍然是單身的你，下半年在遇
到新的桃花機會便不大。

至於已經有固定對象或已婚人士今年的感情狀況
會來得比較相對穩定，沒有明顯的大問題。

身體健康方面有【病符】星出現，身體狀況的確
要多加留意、維護保養，除了注意日常的飲食，及保
持有適量的運動以外，可以的話主動做一些身體檢查
亦是比較積極面對的方法之一，在農曆四月、五月及
十一月要多加留意，高危活動亦都可免則免。

豬

午
生肖屬馬者今年與太歲相沖，沖者則動，動則變

化多，例如事業、愛情和居住狀况之變化，但變化本
身並無必然之好壞，需視乎個人命格才可定斷好壞。
另外，今年亦為辛苦工作得財年，今年付出的努力要
比往年來得大，多勞多得者為較大得益者，但打工一
族付出跟收穫則有可能不太成正比。

本年肖馬者財運起伏較為波動，而且有【大耗】
星出現的關係，今年將無可避免地要花一筆數目較為
大的金錢，但也不一定是壞事，破財可以是買樓、買
車、結婚、投資生意或購買任何資產，而其實本身亦
無必然之好壞，反正只代表你會在今年用一筆數額較

大的錢。因冲太歲的關係，整體財運會轉趨波動，時
高時低、財來財去，財運在農曆十一月後才有機會慢
慢穩定下來。

冲太歲的你今年工作環境、崗位都容易出現變化
，甚至有轉工的可能，但奉勸一動不如一靜，靜待命
運給你帶來之變化，再作對策，否則你自己主動作出
變化，而運勢上又出現變化，可能會有點亂上加亂，
不知所措的感覺。從商一族則宜留意今年特別充滿挑
戰，容易出現變化，運氣高低波幅也比較大，宜打醒
十二分精神去應付挑戰。

今年在冲太歲的影響下，感情容易出現變化，單
身者有望由形單隻影變成一雙成對，而已有伴侶者則
宜花多一點時間與心思在與另一半的相處上，否則要
慎防感情出現問題，多一點忍讓與包容也有助彼此之
間的相處！【紅艶】桃花的出現亦提示今年桃花運暢
旺，但偏向爛桃花，甚至桃花的機會遍高，已結婚的
人仕這方面請多加留意。

肖馬者今年要多作注意心、眼、皮膚、血液系統
及婦科毛病，農曆二月、五月及十一月尤為要留意，
而高危活動亦可免則免，外遊或損血、洗牙將有助化
解！

馬

生肖屬羊者今年與太歲相穿或太歲相害，太歲相
穿代表人事關係容易出現不和，家中事非亦較多，長
輩身體亦要多加留意。處事方面今年屬羊的朋友行事
作風應較低調為上算，亦不宜太進取，否則就更易招
惹是非，大型計劃或新構思在今年實行時都較易為吃
力，但尤幸今年亦為貴人扶持年，助力還是有的，只
是運程上可能比較反覆。

今年肖羊者財運平平，不見得有大進賬，但也不
見得會有大破財，可算是無風無浪，沒有驚喜，也沒
有驚嚇，可以說是有點悶，但希望你明白到無禍便是

福，無失便是得，應以平常心去看待這件事，你便會
感到快樂一點。

【龍德】和【紫微】皆為貴人星，在工作上此皆
為最有力之貴人星，代表今年會得有力的貴人幫助。
從商一族就更為有利，發展新項目時更易得到好成果
，打工一族亦易為長輩、上司賞識及幫助。今年的策
略就肯定是穩守突擊，穩中求勝！今年工作上有不少
新機遇，亦易有貴人相助或給予好的發表機會，但亦
不輕易取得大突破，幸好也不見得有甚麼大倒退的情
況，反正有點進二步退一步，明明是有好機會在眼前
出現，但又好像未能完全好好掌握的感覺，但也沒有
辦法，這正正就你今年的運勢。

今年與太歲相穿，與你的另一半感情也易有小風
波，農曆五月、六月及十一月可多加留意，可嘗試多
溝通來維繫感情，至於仍是單身者，今年則沒有特別
旺的桃花，所以不容易遇到合適或心儀之對象，看來
還是多寄情於工作吧。

今年肖羊者健康無大礙，精神及身體狀況都應不
俗，唯今年與太歲相穿，還是需要特別要留意腎、膀
胱、泌尿系统、腸胃及婦科之毛病，尤其羊女就要特
別留意，生冷之物少沾為妙。

生肖屬猴者今年與太歲三合，合則變化小而穩定
，人緣佳，易有貴人之助，至於往年與太歲相害的不
良影響可望在農曆三月後消散減退，從商的朋友易有
合作、合伙機會，打工一族在同事、工作伙伴間的人
緣亦開始改善提升、產生助力。屬猴者今年亦為權力
地位提升年，權力地位提升有進步之象，只要心平氣
和，慢慢沉著應付，鼠年仍可以是小有進步，在努力
耕耘後有望得到回報!

由於今年沒有出現任何財星，也不是得財年，所

以今年肖猴者財運只屬一般，尤幸亦算是沒有明顯的
破財星，所以亦不算是有大問題。只有今年不要作出
借貸給別人或作為借貸擔保人便可以。

屬猴者今年亦為權力地位提升年，工作上的進步
還是有祈望的空間，加上與太歲三合，貴人、同事、
合作夥伴的助力還是會發揮一定的助力。所以盡本份
盡量把自己做到最好，利用今年轉好的人際關係作為
跳板助力，將有助於提升今年的運勢。

今年雖然不是屬羊的桃花年，但因與太歲三合，
人緣與桃花仍然不俗，今年將仍然很容易結誐識到新
朋友，只是不一定可以成為愛侶，或你對對方的好感
只是一般。至於已婚者及有另一半的，今年與愛侶的
感情生活將十分不錯，沒有大的紛爭出現，可盡情享
受甜密生活。

與太歲三合代表今年屬猴的健康無大礙，只要正
常護理身體，多做運動，今年將精力充沛地去面對工
作上的挑戰。但由於有【飛廉】和【大煞】兩粒星出
現，意外損傷還是需要注意的，特別在農曆一月、五
月及十一月，高危活動還是可免則免。

申

酉

雞

戌

狗
生肖屬狗人士往年桃花年的優勢今年上半年仍然

可以持續，從商的朋友易有合作、合伙機會，打工一
族在同事、工作伙伴間的人緣亦相當不俗，易有助力
。而今年由於沒有與太歲刑、沖、破、害，運程將會
來得相對比較穩定。今年亦為貴人扶持、名氣提升年
，追求名氣的行業將較為有利。

今年沒有明顯的財星，亦不是得財年，財運基本

上只能用穩定來形容，尤幸亦沒有明顯的破財現象，
一切將以平穩發展為主。生肖屬狗人士今年求財的意
欲亦不是十分強烈，可能有點想放慢腳步的心態。

工作運很大程度上可以承繼著去年桃花年的良好
影響，保持不錯的勢頭，加上有【八座】星影響下，
權力地位今年有提升進步之象，以往的努力耕耘後，
有望得到正面回報。而在【天解】【解神】兩星影響
下，縱使遇到困難，亦有貴人出手幫忙、幫助解圍，
將令你無太大的後顧之憂，放心發揮。

往年桃花年的影響，今年上半年仍然可以持續發
揮一定的作用，如果仍是單身的你，仍有一點時間可
以嘗試”脫單“，皆因下半年機會便越來越弱了。

身體健康方面有【血刃】星出現，易有血光之災
，在農曆三月、五月及十一月要多加留意，高危活動
可免則免，如果有駕駛的朋友，今年駕駛的時候亦要
加倍小心。

生肖屬雞者今年為天喜桃花年，天喜桃花亦為正
桃花、好桃花，只是力量沒有紅鸞桃花大，但功效相
同，所以屬雞者今年異性緣相當不俗，容易結識得到
可以認真發展感情或結婚之對象，而已有對象者，更
有機會共諧連理，適齡之巳婚者亦有添丁之機會。

而桃花亦代表人緣，連帶人際關係及事業上都有
好處。從商一族可攻可守，多勞多得者今年亦有望可
藉著桃花年人緣較佳而取得較好之成績。今年肖雞者
亦為權力地位提升年，工作上亦有一定程度的進步。

本年肖雞者財運不俗，人緣桃花的提升對尤其是

從事多勞多得，收入不穩定及經常要接觸陌生人的行
業最為有利，而從商者收入也有望比去年有改善提升
，尤以下半年開始更為明顯。今年肖雞者之打工仔工
作運不錯，人緣佳、桃花旺，而又得到同事們、貴人
相助，地位有機會提升，應把握機會，展示實力，打
好往後數年在事業上的基礎。至於從商者，今年人緣
提升後，生意亦有機會增加，可好好把握。唯獨【卷
舌】星的出現容易出現口舌是非，可以注意一下。

【天喜】為正桃花星，行正桃花運的你，不愁沒
有桃花、姻緣，代表容易認識到新的異性朋友，可以
是認真發展感情或結婚之對象，單身人士必須要好好
把握時機，以免錯過了又可能要再等幾年。而已有對
象者，更有機會共偕連理，適齡之巳婚者亦有添丁之
機會，反正家中今年有喜事的機會相當高。

偏桃花星【咸池】的同步出現亦提示了今年易遇
上霧水桃花，已有穩定對象或已婚者則宜多加留意，
謹防偏桃花影響了原本的鞏固關係。

今年肖雞者健康上無甚特別大問題，只是有【飛
刃】星出現，身體意外損傷還是需要注意，特別在農
曆二月、五月及十一月宜多加留意，高危活動可免則
免，亦可嘗試身體檢查、捐血或洗牙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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