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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1043

看命一掌金

唐一行禪師云但凡投師出家皆依此選僧圖取用若得一二識者方許出家全無識者反謗此

教將佛聖言謬說只會目前之事未知末後一著所有十識皆是前生定也如無一二識者罪根

深重不可得度除品格不凡於眾殊絕者弗在論也看十識之法年下取月掌圖之法年上起月

月上起日日上起時二推年上起月月上起日日上起時三推如前至每推時行運或一歲運時

前一位天星是次第倣此每運七年流年從運位起星推去月建從流年起星推去男順行女逆

行吉凶可驗矣。

○通天識

子(三六十月)丑(正七十月)寅(六十十一月)卯(三九十二月)辰(正七十月)巳(三月十月)

午(正七十月)未(正四六月)申(正七十月)酉(三六十二月)戌(二七十月)亥(正八十月)

○三合識

子(二五八月)丑(二四五月)寅(五八十月)卯(六八十月)辰(正七十月)巳(二八十一月)

午(正四七月)未(正七十月)申(二七十一月)酉(二六十二月)戌(正七十月)亥(二五八月)

○善知識

子(二八十二月)丑(六九十一月)寅(正七十月)卯(六八十月)辰(二七十月)巳(二六十月)

午(正四十月)未(二五八月)申(正四十月)酉(七十十一月)戌(二七九月)亥(三六十月)

○方丈識

子(二七十二月)丑(二八十月)寅(二九十月)卯(六八十月)辰(二三十一月)巳(二六十月)

午(正四十月)未(二五八月)申(二四十月)酉(五七十一月)戌(二五九月)亥(二六七十)

○菩提識

子(二五十二月)丑(二六十月)寅(正七十月)卯(三七九月)辰(二六九月)巳(四七十月)

午(二六七月)未(六九十二月)申(正七十月)酉(正八十二月)戌(二九十二月)亥(二九十二月)

○福祿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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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二八十一月)丑(二九十二月)寅(四七十二月)卯(二五十一)辰(二七十二)巳(二七十月)

午(二五八月)未(三五十一)申(四七十月)酉(二五十二)戌(二六十一)亥(四七十月)

○起家識

子(正七十一)丑(二五十一)寅(二六十月)卯(正四七月)辰(二五八月)巳(二六九月)

午(二六九月)未(四七十月)申(五八十一)酉(二九十二)戌(五七十月)亥(二九十二)

○消災識

子(二六十月)丑(正月十月)寅(六八十一)卯(正四七月)辰(正四七月)巳(三四十一)

午(九十十一)未(六八十一)申(正四七月)酉(二五八月)戌(三六九月)亥(九十十二)

○成就識

子(二五九月)丑(五六九月)寅(四七十月)卯(五月十月)辰(三九十月)巳(三七九月)

午(九十十一)未(六八十一)申(正四七月)酉(二五八月)戌(三六九月)亥(九十十二)

○佛法識

子(五八十月)丑(六九十二)寅(五七十月)卯(三五八月)辰(三九十一)巳(三七九月)

午(九十十一)未(六八十一)申(正四七月)酉(二五八月)戌(二六九月)亥(九十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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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云十二宮中去復還惟有重疊走江山世間多少榮枯者盡在山僧一掌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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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刻看命一掌金

唐　釋氏　一行　著

明　胡氏　文會堂校

佛道天貴星

時辰落在天貴宮　一生清貴事和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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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氣不凡人出類　安然自在性明通

此星主人清高有德有行大事成小災禍無侵若更得天權祿驛星助者榮昌富貴若犯重者主

悲泣翻悔中下小人半吉之命若逢孤厄破刃照命者必為朝堂折挫之人見貴而未為全吉

也。

鬼道天厄星

時在厄中人混沌　惺惺作事又癡呆
此人帶疾方延壽　還須勞碌作生涯

此星在命主人帶疾若逢破刃相冲災疾必重若逢權貴星主人輕疾乃中上命也若逢孤驛奸

星主作事遲疑一生啾唧定主蹭蹬離祖乃中下命也。

人道天權星

時辰落在天權宮　性格操持志氣雄
作事差遲人也喜　一呼百喏有威風

此星在命主人聰明俊秀洒落襟懷有權有勢多智多能若逢貴福文壽星相助者人人拱聽重

犯者權而無權乃中命也若逢厄破孤驛在命者作事勞力財帛不聚未能先能未會先會浮浪

中命也。

畜道天破星

時辰落在天破宮　推金積玉也成空
夜眠筭計圖家富　鈔袋誰知有蛀虫

此星主財帛空虗祖業耗散若得權貴福星相助亦為中命如遇驛刃孤厄犯重者作事艱難重

重破敗浮浪東西之下命也。

脩羅道天奸星

大如滄海細如毛　佛口蟠心兩面刀
奸狡機謀藏毒性　意多翻覆最難調

此星照命主人一生勞碌啾唧奔波指東說西機變難測若得天貴福星相助財帛豐盈亦為上

命若逢權刃星者必為奸權殘忍之小人言清行濁執性兇謀有害人之心無容人之量貪瞋太

重非善人也若逢孤厄破驛定為慳貪嫉妒之小人乃下命也。

仙道天文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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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遇天文秀氣清　聰明智慧意惺惺
男才女秀身清吉　滿腹文章錦繡成

此星照命主人聰明怜俐學識過人作事和美若逢天貴天福天藝星相助定為鰲頭獨占虎榜

登名金堦玉階之人也若遇天權天刃星者文武多才乃為上命如遇破厄孤驛及犯重者乃多

學少成不為書筭文墨之輩必為雲遊湖海之人乃手藝術士之下命也。

佛道天福星

命逢天福是生時　定然倉庫有餘盈
寬洪大量根基穩　財帛光華有福齊

此星坐命主人受福清閑性情自在度量寬洪根基穩實又得權刃相扶衣帛充足倉庫盈餘堆

金積玉之命若犯重者衣祿不多若逢驛孤奸破星者必主慳貪嫉妒衣祿艱難之命也。

鬼道天驛星

人道若逢天驛星　搬移離祖不曾停
身心不得片時靜　走遍天涯足未寧

此星照命主人離鄉別井骨肉情疎勞碌身心自成自立之命若逢福權貴刃壽文星者必主官

祿供給車馬相隨乃榮顯之命若逢孤破厄星猶如風吹樹葉水上浮萍心猿意馬奔馳不定方

外雲遊江湖䟦涉之下命也若犯重而刃厄相刑者必為徒流之類。

人道天孤星

時辰若逢此天孤　六親兄弟有如無
定作空門清淨客　總有妻兒情分疎

此星照命主一生孤獨男人得之六親無分女人得之尅子妨夫孤星犯重者反不為孤必為半

僧半俗身在俗門心在空門之人若得權福貴壽星助乃上命也亦不免少年刑尅若逢破驛奸

厄刃星必為雲水漂流下命也凡選故家之命要看孤星為主。

畜道天刃星

天刃為人性太剛　是非終日要爭強
持刀弄斧刑心重　好似將軍入戰場

此星照命主一生剛狠性格躁具自做自是不受人觸受不得閑氣風火性過端然無事若得權

貴福星為人不俗禮義足以化強暴乃上命也若逢孤破奸厄膽大心粗形體殘疾不免斷髮身

死乃下命也惡星少而吉星多者亦為中命犯重者必主殘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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脩羅道天藝星

天藝生人性最靈　將南作北逞多能
所為方便機關巧　到處和同作事勤

此星照命主人多智多能機巧近貴若犯重者主資質昏鈍懶惰愚頑多學少成匠作用力之輩

若得天權貴福文壽俱全剛柔相濟雖為藝術亦可成立若逢天孤可為僧道之出類者乃中命

也若逢破厄則藝業無成終為下命。

仙道天壽星

天壽生人命最長　上恭下敬性溫良
一聞千悟心慈善　喜怒中間有主張

此星照命主人長壽康徤智慧聰明作事溫良有救人之心無傷人之意恩中招怨作事朴實眾

人欽敬平生安穩有始有終喜怒不形若得天權福貴刃星相助必主寬洪大量福壽綿綿犯重

者有壽無福犯孤破厄星乃中命也。

十二星總論

詳夫觀命之法當以命宮限數為先男怕孤驛凶星有天福天貴者不妨女怕破刃厄星有天權

星者助夫旺子有天文天藝星者性巧有天福天貴天壽星者命穩實有天奸星而犯重者定主

貧賤淫污玷辱宗祖行運而逢兩重者命限大晦月分而逢孤破厄星者此月亦主凶災男命而

重天貴者貴而不貴兩重天權者權而無權天文重者男女泛濫女命天貴重者終許見貴若見

四重貴者尅子而衣祿豐盈天福重者衣祿自然厄在時日重者反不為厄逢三厄者不唯無厄

而衣祿有餘命限天權星者虗貴而刑妻尅子四厄星者主二子衣祿有餘命有二權星者壯重

正大命有三權星者必主威權有二天破星者衣祿反穩有三破星者破敗下命有四破星者無

衣祿而壽不長奸星見重者反不奸而正大有三奸星者狡獪下流之人有四奸星者亦主徙流

刑敗文星重者主富貴文星三者衣祿少而多文學四文星者尅妻而損目二福者尅妻而見貴

三福星者有壽而無福四福星者衣祿充裕二驛星者反生安閑三驛星者主下賤四驛星者得

奴僕力二孤星者有子孫三孤星者女尅夫男尅子四孤星者妻貧窮二刃星者多慈善三刃星

者乃貴人有權之命四刃星者權貴而壽夭二藝星者刑妻而尅子三藝星者曚瞳而昏愚四藝

星者踴蹬而無成二壽星者性愚魯三壽星者出家而高壽四壽星者離祖而窮苦貴驛二重多

勞碌破若逢文必夭亡權若見孤多刑尅二孤尅壽者年雖高而破敗招非少年重奸者慳貪而

福亦不永藝若逢奸刑傷破敗刃若見厄疾病貧窮生時逢二厄早歲凶亡四柱有三孤中年破

敗刃厄同宮損自己而傷手足貴壽權生年月必豐祖業而顯門閭破刃孤厄會於一時難為夫

妻子息十二星之理於斯備矣論一生之命孰有疑焉智者詳審而細推之自可究禍福於前知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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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十二月生

正月生人利官近貴大事成小仔細小心之命能招四方財源妻兒和合竝無尅破。

正月生人詩

端然相貌是前緣　平生快樂福綿綿
貴人接引增吉慶　和合團圓過百年

二月生人心性溫和心無毒害聰明多智六親少緣中限發財大富貴半真半假之命。

二月生人詩

平生性善自家知　一生衣祿自豐肥
錢糓家寶多富貴　高人歡喜小人欺

三月生人心性寬弘凡事忍耐初限平平中限發福末限榮華富貴之命。

三月生人詩

為人心直自寬懷　平生招得四方財
中限榮華時發福　猶如枯木遇春來

四月生人心性不定名動四方愛結朋友不住祖業自立家風初限中限平平末限大發富貴。

四月生人詩

一年命限勝一年　不須瞋恨苦憂煎
更得持齋方便福　夫妻和合永團圓

五月生人溫和良善心性伶俐有權勢威風行事正直貴人接引夫妻中途離別之命。

五月生人詩

出入常常遇橫財　貴人接引笑顏開
田園事業多興旺　富貴榮華次第來

六月生人性巧伶俐為人遠達身有藝術不守祖業初有財中限吉利末限富貴機謀太重乃好

命也。

六月生人詩

平生衣祿自然昌　為人顯達好文章
優游快樂家豪富　夫妻諧老百年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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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生人為人慈善作事仔細愛好初限平平中限少好末限富貴榮華之命也。

七月生人詩

一世為人不必憂　安然無事掛心頭
家業田園宜自立　方知福祿命中求

八月生人眼目光暉聰明達理正真無私有藝有財文章近貴之命也若離祖生大貴。

八月生人詩

為人端正貌堂堂　心地聰明性善良
作事多能心達理　佗年運到福綿長

九月生人性剛招人是非有威權近貴之命姻緣相尅子晚妻遲之命也。

九月生人詩

買賣生人事事強　營謀動作志軒昂
若能脩善多作福　管取衣資積滿箱

十月生人大海之心不動不懶先難後易衣祿充身之命也先女後男出家亦難為師長徒弟在

家亦難為子息夫妻命中多招刑尅。

十月生人詩

十月生人慶吉星　災殃永退不相侵
持齋善念行方便　衣祿盈餘自稱心

十一月生人有權性急伶俐近貴心多計謀身有陪疾初限平平中限發福末限富貴之命也。

十一月生人詩

早年獨立自成家　衣祿從心自可誇
骨肉弟兄無倚靠　相交朋友水中華

十二月生人百年勞心心直口快亦主暗疾父母兄弟難靠衣祿自能得四方之財半吉之命

也。

十二月生人詩

初限勤勞受苦心　自成自立不求人
心慈口快難藏毒　長幼團圓過幾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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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每月三十日內輪該吉凶星在命

初一　初七　十三　十九　二十五

此日生人太陽星值日為人衣祿有餘初限平常末限大好十九二十五歲男享榮華有父母得

力女人乃旺夫發福之命。

初二　初八　十四　二十　二十六

此日生人太陰星值日為人秀氣父母有尅六親無倚兄弟難靠男主清奇女主聰明成立之命

也。

初三　初九　十五　二十一　二十七

此日生人天武星值日主夫妻和合不能偕老子息刑傷末限榮華富貴之命招過房子離祖成

家祖業田園耗散女人傷夫子息難招縱有也要別離過房者不妨。

初四　初十　十六　二十二　二十八

此日生人天母星值日為人多學少成中限無財惹是招非姻緣和順末限富貴大吉利之命

也。

初五　十一　十七　二十三　二十九

此日生人天皇星值日為人伶俐衣祿有餘六親無分兄弟難倚財利無虧中平之命也。

初六　十二　十八　二十四　三十日

此日生人太乙星值日為人多學多能清間高貴文墨之命初限大貴中限平穩末限大旺財祿

之命兄弟無依方可。

論十二時生人吉凶

子時

生人性急命帶剛強作事反覆不定招人是非父母妻子有尅自手成家之命也十一十八三十

六四十六五十八八十九歲之壽。

丑時

生人父母刑尅一生敬貴有勢有力末限大好福祿有餘之命也十八二十六三十一四十六有

災其年可持齋作福七十三歲之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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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時

生人父母兄弟妻子多尅離祖方好初限平平末限發財二十六二十九三十三三十九四十九

六十六歲主得氣血之疾過此九十六歲之壽。

卯時

生人父母兄弟妻子無力初限中限作事無成末限安穩一生難守祖業出家入贅先凶後吉十

八二十六歲上有災過此可延九十歲壽。

辰時

生人父母兄弟妻子難全性格聰明伶俐初限有財中限破財末限依舊光暉十九二十七三十

六三十九小災過此七十五歲之壽。

巳時

生人聰明俊麗初限榮華衣祿有餘自家成立產業骨肉刑尅之命三十一三十六四十九有災

過此七十四歲之壽。

午時

生人為人春風和氣改換祖業初限中限吉利宜持齋作福十三三十二三十六四十九有疾過

此七十八歲之壽。

未時

生人父母不全夫妻刑尅勞碌成家之命初限有財中限驚恐末限財祿有餘十九二十九五十

六有災過此七十三歲之壽。

申時

生人離祖則吉父母兄弟不全夫妻到老向善近貴之命初限反覆末限大好十九二十二二十

六三十八四十九有災過此七十七歲之壽。

酉時

生人為人淳厚難為父母兄弟初限反覆末限大好二十二二十八三十九四十六小災過此七

十七歲之壽。

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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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人清俊秀美一生快樂之命但福祿亦主進退初中二限平安吉利末限父母相刑妻子有損

十四二十六二十九三十六有災過此七十五歲之壽。

亥時

生人心直口快自然福祿加增一生辛勤勞碌初限祖業難守末限大吉之命也二十六三十六

四十九五十六小災過此八十八歲之壽。

論十二時初中末生人吉凶

子

初生人先尅母自成家計作事七進八退十成九敗六親疎淡衣祿浮沈末限享福好收成結果

之命。

詩

子初果如何　作事進退多　師術僧道吉
一世受奔波

又

生子先兒郎　子息不過雙　娶妻換頭婦
末後發田庄

子

中生人無尅破一生作事估強有起有倒有成有敗末後雖大興旺須用離祖入贅為吉。

詩

天祿雖興旺　時值活離宮　前程防小失
作福保亨通

子

末生人先主尅父六親不得力子息不順一生勤苦勞碌作事有頭無尾財帛不聚更改之命晚

景好。

詩

子末將過丑　子孫三個有　好子須一個
老景三春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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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

初生人無尅破主進田庄衣祿俱全富貴安間子孫榮顯末限大好之命。

詩

晚景收成好　二子換頭妻　兄弟相形尅
榮華福祿齊

丑

中生人為人老實進益田庄自小夫妻得力父母六親相和末限大發富貴之命。

詩

丑正先防父　頭男防老傷　須要防妻損
爺娘亦恐傷　聰明伶俐有　福祿益衣糧
財帛田園廣　榮華末運昌

丑

末生人心地好善先凶後吉前主尅母孤獨自成男女皆離祖之命也。

詩

丑末先尅母　女命三妨父　先男後有女
晚景貴人助

寅

初生人主先尅父依祿有餘為人聰明發達自成自立有盈有虧心性不定好勝好間末限有福

之命。

詩

寅初進田庄　兒女喜成雙　財祿中年旺
晚景自安康

寅

中生人若無冲尅父母雙全衣祿盈餘有福有壽自成家業先主榮華末景安常之命。

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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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中命吉昌　聰明性氣剛　一生宜出祖
名姓四方揚　寅正少兄弟　三孫世代長
尅妻須保守　財旺益田庄

寅

末生人先尅母自家成立六親無倚離祖出家之命一生勤苦勞心妻子有尅帶疾方可延壽。

詩

寅末命平安　祖業末能看　一生多險厄
舟破上高灘　子媳招宜晚　頭妻未有緣
弟兄無倚靠　假子送歸天

卯

初生人先主尅母四方衣祿有助祖業既成又敗作事有頭無尾家計自成立之命。

詩

生來初卯時　為人最孤恓　衣祿隨時度
見喜又生悲　廿土自成立　堪憐尅正妻
兄弟不得力　子息定招遲

卯

中生人命無尅破一生主得橫財不求自至武藝立身之命。

詩

富貴架高梁　衣祿甚風光　一生家業旺
武藝近君王　子息成行列　妻富定見雙
宮星身命主　兄弟列成斑

卯

末生人先尅父十九作事成敗衣祿進退末限平平親子難招祖業雖多不得承受獨權自立在

外成家之命也。

詩

初限甚勞碌　憂勤自立家　知音時運至
枯木又生花　命裡多兄弟　田庄又屬佗
子息雖難靠　賢妻甚可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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辰

初生人先尅父若是長子必然難為兄弟聰明曉事慈心愛人大事成小衣祿平常自成自立之

命子息晚招離祖出贅方可。

詩

衣祿四方來　兄弟六親乖　平地生荊棘
間非擾悶懷　雙親椿早折　妻子淚盈腮
一生多反覆　疑是命中該

辰

中生人先主尅母衣祿平平立心公道剛直中限富貴性急如風吹火易發易解自成家業妻王

高門贅媚外居之命。

詩

日日走奔波　財源自有無　六親不得力
口舌事常多　辰正妻官厄　兒孫未見知
外子承親母　晚景甚巍峩

辰

末生人命無尅破心性公平財祿穩足多受快樂如魚化龍門飛騰變化顯達家門之命。

詩

魚龍變化身　衣祿自然盈　一朝雷雨作
四海振聲名　辰末頭妻尅　闐房親上親
親兒雖得力　外子更相親

巳

初生人先主尅母初年富貴田宅進退權柄自立之命。

詩

此命出尋常　脩行燒好香　子母多離別
家業始榮昌　巳初子孫早　鴻鴈不成行
田園進復退　財帛日中霜

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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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生人先生尅父平生惟直開口譚天說地為人多管閒事多成多敗六親無力志氣超羣之

命。

詩

立身身自穩　舉意意冲天　膽氣如天大
末限福綿綿　巳中子孫望　亦主進田園
尅妻二子立　後代子孫賢

巳

末生人無尅破衣祿豐足兄弟俱全性巧近貴為人成家快樂之命若出家大吉。

詩

巳末喜文章　成家大吉昌　蟾宮相咫尺
立在貴人鄉　巳末福無量　妻宮恐見傷
立身多快樂　晚景受安康

午

初生人無尅破一生富貴文武皆通為人慷慨出眾超羣但六親無力出外成家之命。

詩

生來正午初　一動百人扶　安車并坐馬
變化貴人摸　六親不得力　兄弟亦多疎
妻房多財富　富室擁千奴

午

中生人先尅父衣祿辛苦成敗反覆先難後吉末限發達之命。

詩

生來不自由　衣食周未周　巴巴啾唧過
何處逞風流

午

末生人先尅母六親無力祖業難居衣祿辛苦勤儉生涯末限成家之命。

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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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末命平常　財子隨分過　若要求進益
一生見奔波

未

初生人無尅破兄弟完全到處風流先勤後怠衣食足用不求自至初限辛苦晚景添財。

詩

未初無破敗　二子命中招　兄弟相完聚
田宅後滔滔

未

中生人先尅父衣祿自然心中平等人事周全功名富貴六親難為前凶後吉之命。

詩

未中先尅父　又主損頭妻　兄弟須相忍
外子後相依

未

末生人先尅母招四方之財不得佗人之力喜怒不常入贅出家之命。

詩

衣祿隨時至　人情好又休　祖業多破敗
敗了喜反憂

申

初生人無尅破性巧聰明逢凶有救大事成小一生穩厚損妻子自成家業之命。

詩

命裡根基旺　家庭福有餘　早發文武籍
錦繡換麻衣

申

中生人先尅父六親無力招是惹非小人不足衣祿有餘之命。

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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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情好便休　莫信小人流　安心守本分
慈善度春秋

申

末生人先尅母六親不得力婚配宜遲妻招一姓為人多疑逢凶化吉之命。

詩

奔花拋祖業　獨立自孤持　外生隨母老
末限定盈餘

酉

初生人無尅破衣祿充足多招祖業性巧聰明男如龍虎文武皆通女精巧晚景稱意。

詩

金運自光暉　事業錦衣歸　運籌多智慧
財祿豈有虧

酉

中生人先尅父六親不和宜與二姓同居身間心自性操持發福之命。

詩

衣祿頗隨時　猶如報曉鷄　能啼催早起
自己未能飛

酉

末生人先尅母六親不得力性急不悔衣祿無虧辛榮反覆子息難為終年孤獨之命。

詩

酉末子遲來　清高出家材　妻宮防有尅
宜把福田栽

戌

初生人先尅父兄弟不得力良善近貴之命晚景發福孝弟忠信。

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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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善行公道　財產天送來　自成自立命
常近貴人臺

戌

中生人先尅母六親無靠食衣在於公門逢凶化吉心貪快樂辛苦勞心膽如麻子口似風顛末

限發福之命。

詩

處眾得謙和　皇恩受祿多　威德人欽敬
主張誰敢過

亥

初生人先尅父作事百般如意一生近貴能為福壽全有之命。

詩

萬般風流事　功名自有成　種種皆遂意
福壽滿山青

亥

中生人無尅破父母前聲應後聲平等有權不犯災厄親近貴人晚景發達之命。

詩

亥中無尅破　衣祿多饒益　有權兼有勢
性氣不能測

亥

末生人先尅母衣祿隨時六親得力貴人扶助宜作福脩齋末後得貴子顯達之命。

詩

十二時中亥末遲　衣祿無多但隨時
肯向善心脩齋戒　定生貴子來相持

上半年夜半前作前半月下半年夜半後作後半月不問男女地支四字子寅午申戌為陽丑亥

酉未巳卯為陰四字中陽多陰少主尅父陰多陽少主尅母得之於心應之於手年上起月月上

起日日上起時時上起刻男順女逆逢凶則凶逢貴則貴運掌之間照然莫能迯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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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人五命得病忌日

金命之人墓在丑　乙丑日得病大凶
木命之人墓在未　癸未日得病大凶
水命之人墓在辰　壬辰日得病大凶
火命之人墓在戌　甲戌日得病大凶
土命之人墓在辰　丙辰日得病大凶

此法玄機通天地　大月從上數至下
小月從下數至上　先問得病月期數
便知病人患吉凶　玅訣推筭無人會
先天毫釐定生死　初一日起子細論
馬立人生災有救　馬倒收拾入幽冥
馬斜有災即可治　祿正命重命不傷
祿馬俱倒鬼到門　祿斜有災請醫冥

正五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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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十

三七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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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八十二

論十二時歌

子午卯酉四字高　為人聰明逞英豪
多有兄弟難倚靠　一雙父母不相交
時初時末無伴侶　時正孤單獨自挑
財重祿榮身貴顯　翼冲雲漢福滔滔
寅申巳亥四字強　為人聰慧近文章
時正兄弟三四個　時初時末也成雙
父母無刑多倚靠　榮華富貴坐高堂
若得父母雙全在　晚景榮華大吉昌
辰戌丑未四字孤　上妨父母六親疎
雖有兄弟難倚靠　祖房常被別人祖
時初管取先亡父　時末尅母在冥途
公門事業為生計　男為僧道女為尼

寅巳申亥　左
丑辰未戌　右
子午卯酉　正

看命一掌金(終)

26



CBETA 贊助資訊 (http://www.cbeta.org/donation/index.php)

自 2001 年 2 月 1 日起，CBETA 帳務由「財團法人西蓮教育基金會」承辦，並成立

「財團法人西蓮教育基金會」－ CBETA 專戶，所有捐款至 CBETA 專戶皆為專款專

用，歡迎各界捐款贊助。

您的捐款本協會皆會開立收據，此收據可在年度中申報個人或企業的綜合所得稅減

免。感恩諸位大德的善心善行，以及您為佛典電子化所做的一切貢獻。

信用卡線上捐款

本線上捐款與聯合信用卡中心合作，資料傳送採用 SSL (Secure Socket Layer) 傳輸

加密，讓您能夠安全安心地進行線上捐款動作。

前往捐款

信用卡 (單次 / 定期定額) 捐款

本授權書可提供單次捐款或定期定額捐款之用途。

請於下載並填妥捐款授權書後，請傳真至 02-2383-0649 ，並請來電 02-2383-2182

確認。

或掛號寄至 10044 台灣台北市中正區延平南路 77 號 8 樓 R812 財團法人西蓮教育

基金會收。

請在此下載 授權書 (MS Word 格式)

劃撥捐款

郵政劃撥帳號：１９５３８８１１

戶名：財團法人西蓮教育基金會

欲指定特殊用途者，請特別註明，我們會專款專用。

線上信用卡 / PayPal 捐款

PayPal 是一個跨國線上付款機制的公司，CBETA 引用其服務，提供網友能在線上使用

信用卡或 PayPal 帳戶贊助 CBET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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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yPal is an online system of a global payment solution. CBETA uses its

service to provide the uses to donate by using the credit cards or PayPal

account to support the CBETA project.

相關收據開立事宜，由於付款幣別為美元，我們除了會依您所贊助之美元金額開立收

據外，另我們會依捐款當日公告匯率開立台幣收據，此收據為國內正式合法報稅憑

證。

Since the donation made is in US currency, hence all the receipts will be

issued in the US dollars consequently. However for the domestic donators, a

Chinese official receipt will also be made according to the foreign

exchange rate for the purpose of tax deduction.

線上信用卡 / PayPal 贊助

支票捐款

支票抬頭請填寫「財團法人西蓮教育基金會」。

CBETA is part of Seeland Educational projects, any donation (ex- cheques,

remittance, etc.,) please entitle to "The Seeland Education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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