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 十二生肖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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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
肖鼠的人，今年吉星「金匱」、「三台」、「將星」座鎮，有
利財祿、晉升及權位的提升；又加上歲逢「三合」，合即有
情，能得到人事上的信任和支持，有利於交際活動和各方面的
拓展。
雖然有吉星拱照，但凶星卻有「五鬼」、「官符」來干犯，象徵吉中藏小
凶。今年恐樹大招風，無風起浪，或會惹上訴訟之類的事；須防有小人從
中暗害和搞分化。人際關好，自然應酬多；故很易被酒色財氣所薰掏，為
免累事，就要盡量抑控自己不要貪歡戀酒，適可而止就好了。
事業：運程順意，工作上能獨當一面，因人氣急升之故，自覺有權威和成
就感，以至性情變得目空一切，自以為是兼且不近人情，當心自己的言行
失當，遭人「篤背脊」或貴人變仇人。
感情：今年歲遇「五鬼」、「桃花」，對感情觀念比以往開放，喜歡飲酒
留連及主動與異性交往；拍拖已有一段日子的，可望今年能拉理天窗！鼠
男，大情人主義，響往聲色犬馬和紙醉金迷的生活。鼠女，表面不一，一
面對感情扮灑脫；另一面卻不顧後果追求心儀對象；奔向於崎嶇的感情路
上。
財運：正財樂觀；橫財次之，宜見好即收。今年財運較佳的月份是農曆三
月、七月及十二月，宜把握這幾個月份投資生財﹔財運較弱的月份是農曆
是五月、六月，小心理財，恐防會出現財政危機。注意不可隨便作擔保人
及簽署文件契約。
學業：今年的學業成績理想，亦在其它方面取得較好的成績，可能在唱
歌、跳舞、繪畫或其他方面取得獎項，只要孩子不是學壞，家長都應放手
讓孩子參與，勿作太多的朿縳，否則孩子的反叛心更強。
健康：健康狀況大致良好，但情緒較為波動反覆，注意飲食健康，多吃粗
纖維的食物，如燕麥片及蔬菜等，有助提升健康運。

虎
肖虎的人，今年運逢「歲破」，即是與太歲相?，俗云：「運
逢歲破，主破財、失敗、虛耗、災禍、官司及多波折--。」；加上凶星「浮沈」、「血刃」、「大耗」、「闌
干」、「三刑」洭聚作害。同年家居不宜大動土裝修，尤忌「西南方」及
「東北方」，忌大動土月份為農曆正月、四月、七月、十月。
本年有「驛馬」、「解神」、「天解」、「月空」、「祿神」吉星護照，
驛馬星動幸與吉星同位，可減輕凶煞之氣，有利出外謀事、轉換工作等。
但虎人，今年有苦自知，凡事盡量冷靜忍耐，隨機應變方為上策；同年更
要小心水上活動安全及無妄之災禍。
事業：今年應有心理準備，人事及工作動盪，而且枝節橫生，付出與收獲
不成正比，嘆時不利我之感。運雖如此，大可採取主動，改革或重新包
裝，出外找尋新的機遇，從而扭轉局勢。但千祈不要行差踏錯，可能有牢
獄之災。
感情：在感情上會受到嚴峻的沖擊和考驗。已婚或拍拖的與伴侶透出裂
痕，如同床異夢、貌合神離，有被討厭、反目或離別之兆；若不太執著、
不太偏激，能重新整理自己去包容及取悅對方，盡快修補感情缺口，相信
會有轉機。
財運：今年財運欠佳，有耗破散財之象，要認真控制開支。正財收入尚算
穩定，但橫財不利，不宜寄望。今年財運稍好的月份是農曆五月、九月，
宜把握這幾個月份扭轉劣勢，財運較弱的月份是農曆正月、四月及七月。
學業：年少虎人，今年學習情緒波動，學業成績較往年稍遜，有可能是受
健康影響所致，故要注重健康。另外，與同學多爭吵，令自己陷入孤立無
援的境地，學習情緒更受影響，不宜過於硬頸執著。
健康：屬虎的人，因今年有「三刑」凶星出現在命宮中，代表身體容易受
傷，特別提防從高處掉下來，因此切勿爬高爬低，以免發生意外。另外，
亦小心火帶來之凶險，留意家居電器是否安全。
小錦囊：

小錦囊：

‧拜祭太歲祈福改運，求取「太歲符」護身。

‧遠離不良的藥物或飲料與及多做一些有益身心的運動。

‧參加多一些短期旅行，有助增廣人緣和轉運及減壓。

‧在農曆二月的「驚蟄日」或其它的日子「打小人」，化解口舌是非及紓
緩壓力。

‧困惑無助之時，可聽一些抒情的音樂或尋求一些專業人士作輔導。

牛
肖牛的人，今年有「天喜」、「月德」兩顆大喜大貴吉星臨
照，預兆有喜慶和稱心之事。「人逢喜事精神爽」，牛人得
貴神眷顧而令家人、同事、伴侶、朋友之間的緣份比以前
好，做起事來事半功倍，得心應手。

兔
肖兔的人，今年有「紫微」、「龍德」、「玉堂」大貴大吉
三星拱照；運程氣勢如虹，財源廣進；在某程度上還可以英
雄做時勢，獨領風騷。

凶星有「死符」、「陰煞」、「小耗」來侵犯，可會有小損財，但願破財
擋災；同時，以和為貴，勿意氣用事與人爭朝夕之長短。懷孕的婦女有驚
無險，但要小心安胎以防小產。總而言之，今年大順小逆，小凶大吉。

雖然有吉星照護，但凶星亦有「天煞」、「天厄」、「陽刃」、「暴敗」
等來冒犯；故此要保持警覺性，當面對人的態度時，不要表露專權霸道的
一面，脾氣要適當收斂，若鋒芒畢露，易遭人嫉忌和陷害。此外，兔人還
要小心天災橫禍的意外，如高空襲物，空中高危的工作及遊戲活動；與及
遇有狂風雷暴的壞天氣。

事業：今年福至心靈，對於老闆階級或公司策劃人是大展拳腳的好年頭，
打工的有機會升職或另謀高就；若做事時不當地處理人際方面的問題，或
者說話上無意得罪人，會遭到朋友或同事的排擠。全年整體上事半功倍。

事業：今年，如有神助，有王者霸氣，對於老闆階級或公司領導人，更是
大展鴻圖的好年頭，但打工的留心自己功高壓主；今年有機會升職或另謀
高就；若「才大氣粗」，盛氣凌人，會遭別人或同事的排擠。

感情：2004 年(甲申猴年)是「雙春兼潤月」，肖牛的男女歲逢「天喜」照
耀，即示有姻緣運。但緣份亦要靠自己去爭取，未有拖拍或尚未成功的，
只要多動腦筋主動去拓展，不愁無機會碰上心目中的對象；拍拖已久而渴
望結婚的人仕，不要辜負此年光；因為今年是「拉埋天窗」的好時年。

感情：肖兔的男女，今年的性情變得高傲和挑剔別人為樂。在感情方面，
有討厭和不滿伴侶的態度，或可能萌生移情別戀之念頭。如未遇上情緣的
男女又望拍拖，就不要擺得自己太高，將擇偶的條件降低一些，大可「騎
牛?馬」，雖然心理上會有點兒不甘，但從中可再挑選出合適的對象，這
亦算是個好方法之一。

財運：整年財運不俗，或會有外快、橫財、意外之財。但歲逢「小耗」，
要注節省金錢，否則入不敷支﹔對一些高風險的投機生意，格外留神。今
年財運較佳的月份是農曆四月、八月及十一月，如果在這幾個進行買賣交
易，獲利的機會較高﹔財運較弱的月份是農曆五月、六月及九月份，在這
段期間小心財政開支。

財運：財運倒也不錯，或會有外快、橫財。對一些高風險的投機生意，格
外留神。今年財運較佳的月份是農曆二月、九月及十月，如果在這幾個月
進行買賣交易，獲利的機會較高﹔財運較弱的月份是農曆三月、八月，在
這兩個月份則小心理財。

學業：今年要拋開散漫的心情，以學業為重，多向老師學習；有謂「開卷
有益」，能專心學業，考到好成績也非難事，只怕得過且過的性格累事。

學業：今年頭腦頗靈活，只要專心學業，名列前茅也非難事，只怕讀書不
願太用功得，得過且過的性格累事。

健康：大致上身體健康，但要慎防意外，注意水險、火險之災。牛女，提
防跌傷、撞傷，尢其是懷孕的婦女更有可能小產，要靜心安胎，勿粗勞過
度。

健康：大致上身體健康，但要注意提防橫禍意外，如高空襲物，空中高危
的遊戲活動，小玩為宜。

小錦囊：

‧參加多一些義工行動，將愛心奉獻助人，這有增自己福緣。

‧多看一些有益心智、理財、心理學的書籍，有助思維更加靈活。

‧宜戴屬狗的飾物。

小錦囊：

‧宜配戴屬鼠的飾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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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

整年來說小順大逆，不宜作擔保人，明哲保身為要；並留意家中年老長輩
的健康狀況，若有探病問喪之事，少去為宜。

肖龍的人，今年歲遇吉星「華蓋」、「金輿」，有利財源亦
利於偏財；若從事藝術行業的人仕，會有較大的發展機會。
本年，對於藝術、哲學的興趣比過往為濃厚，有修讀課程或
深造的意慾；至於脾性則會飄忽一些，間中會令人難於理解，類似藝術家
的氣質。

事業：應有心理準備，工作上會比其他人奔波，而且有事與願違之感。運
雖如此，大可採取主動來增值自己，出外找尋新的發展機會，這樣有可能
遇上新的機遇，從而扭轉局勢。須注意不要作違法的事業，否則會惹來官
司糾纏。

今年要注意「白虎」、「大煞」、「飛廉」、「?旛」等凶星從中作梗，
阻礙計劃或拖慢進展的步伐；當中以「白虎」的凶煞力較厲害，象徵血光
之兆，慎防交通事故及其它意外之災。

感情：肖馬的男女，今年(04 年年干是「甲」)遇上「紅艷」，此星屬劣質
桃花星之一，主浪漫、風流不羈。故在熱戀中或已婚者有機會與別的異性
發展外情，若處理不當，可能釀成桃色悲劇。未拍拖的自覺魅力非凡，會
主動向異性結交，或因此得異性垂青，繼而拍拖。

事業：肖龍的人，做事有創意或有建設性，令地位和名望都機會提升，但
注意自己的情緒飄忽而導至工作上顧此失彼。工作較多阻滯的月份是農曆
二月、九月，在這段時期一切投資及新計劃都不宜展開，要靜待時機。工
作較為順利的月份是農曆七月、八月及十一月，應好好把握時機。

財運：整體而言，今年正財不如理想，恐會有赤字危機。偏財或可適量投
資，投機或投資見好即收為妙，記著長賭必輸。運氣較佳的月份是農曆六
月及九月﹔財運較弱的月份是農曆十一月及十二月。

感情：今年受到「華蓋」所影嚮，性情變得較為孤僻和飄忽，對於藝術、
創意、信仰方面的興趣頗為濃烈，但對於感情方面較為淡薄。拍緊拖的龍
人與伴侶貌合神離或被視為一個悶蛋；末有拖拍的要檢討自己的一切是否
能令異性吸引，從而找出自己的問題所在及加以改良。
財運：今年財運不俗，投資人會有可觀的回報，而且正橫財佳暢旺，但千
萬不可貪得無厭，否則貪字得個貧。今年財運較佳的月份是農曆四月、七
月及十一月，應把握時機增加收入﹔財運較弱的月份是農曆二月、九月，
要小心破財。
學業：今年讀書成績較理想，若一直成績不俗的，今年更有突破性的進
展，可能在名次上或出外比賽，都能名列前茅﹔但若以前成績較差的，今
年未必有顯著的進步，要一步一步來，不要給自己過大的壓力。
健康：今年顯示易被利器割傷或刺傷，故應盡量遠離利器；另外，小心交
通意外。整體而言，今年的健康並無大礙，只是經常覺得疲累，要多作休
息，有助提升健康運。
小錦囊：
‧有時間出外旅行散心充電。

蛇
肖蛇的人，今年「天德」、「福德」、「貴人」」等財喜
貴人星高照，又年逢「歲合」，合有情，象徵人緣廣結、
貴人指路兼且又有財運，事事順意踏上青雲路。雖然有凶星「捲舌」、
「絞煞」等來纏擾。
同年亦與「太歲」相破（「破」有損壞、破裂之意）；但這些凶煞不足以
為禍，只要做事三思而行與及以和為貴、息事寧人就可；另外，財不可隨
便露眼，避免搶掠賊劫之災發生。
事業：今年運程勢如破竹，在工作方面將有頗多的良機出現，並有貴人支
持輔助，必須把握機遇和努力奮鬥，否則如入寶山空手回。同時注意在各
方面有暗湧出現，意味著會遭受到小人的破壞或其它因素拖累，凡事不可
意氣之爭，相信有難題亦可迎刃而解。
感情：今年蛇人，歲逢「六合」，感情生活豐富，易得異性歡心而擦出情
火，但同時易惹上感情風波。男蛇人對於感情容易投入，一經喜歡對方就
不顧後果會愛得好激，但要注意感情路向的發展，以免招來桃花災劫；女
蛇人則要懂得控制自己的感情，盡量做到收放自如，否則會被感情支配而
惹來惆悵煩惱。
財運：今年的財運相當不俗，不但正財收入可觀，且橫財亦會有意外的收
穫，切記小注怡情。今年花費支出甚多，故要好好理財。本年有利月份農
曆七月(中吉)、八月及十二月；較為不利月份農曆正月及十月。
健康：今年的健康頗佳，但須節制飲食及性事，以免虛耗過度而傷身。
小錦囊：
‧如去捐血，一者可救人行善，二者應劫化災。
‧今年犯太歲宜拜太歲祈福增運，並求取「太歲符」護身。

馬
肖馬的人，今年吉星難現，凶星有「災煞」、「天狗」、
「吊客」、「囚獄」入運，象徵不如意事較多，難免會邁向
一些疲於奔命的日子，同年恐有人事鬥爭、官司糾纏及無妄
之災出現。流年不順，處事時要認真小心謹慎，閒事莫理，凡有是非謠
言，要置身度外則可化險為夷。

學業：今年成績有倒退跡象，思想較鬆散，提不起勁讀書，到考試又喜歡
「臨急抱佛腳」，可在 04 年的文昌位（東南方）放置植物以催旺讀書成
績。
健康：今年有「災煞」凶星侵擾，如發現身體有毛病，要及早延醫作身體
檢查；如出外活動或旅行時要以安全為上。
小錦囊：
‧注意自身的健康及安全；不宜參加喪禮，探病可免則免。
‧向馬神求財，提升偏財運。

羊
肖羊的人，今年有「天乙」、「紅鸞」吉星拱照，天乙是貴
人星之一，象徵有明燈指引，令前境出現光明；紅鸞是指婚
姻喜慶之吉星，紅鸞星動，若想結婚，今年是個好時年。
今年也有凶星「寡宿」、「陌越」、「病符」、「天煞」來侵擾，表示當
中有變化不定的運程出現；同時，健康較差，身體上會有病患出現。此
外，留意高空擲物及忌參加高危的活動。
事業：羊男得貴人扶助，會有較大的發展空間，宜把握機會將事業推向高
峰；另一面則要衡量自己的能力和留意事態變化，才可穩操勝券。羊女的
運氣平順，工作並無太大的突破，不宜隨便轉工或轉換行業。
感情：2004 年(甲申)是「雙春兼潤月」，肖羊的男女歲逢「紅鸞」星動，
姻緣有望。羊男在姻緣道上柳暗花明，若想結婚，今年會是個好年頭。但
羊女雖然紅鸞入運，但有「寡宿」作祟，寡宿是一顆孤寡之星煞，書云：
「男怕孤辰、女怕寡宿。」，故在情緣路上若明若暗，難免有些幻得幻失
的感覺。
財運：今年正財、偏財運尚可，但投資或賭博要量力而為，適可而止，切
勿孤注一擲，否則要承擔很大的風險。旺財的月份為農曆二月、五月及十
月；較不利的月份為農曆十一月及十二月。
學業：今年的精神狀態較鬆散，情緒不穩，學習態度欠佳，不易消化書本
上的知識；但仍需要提起學習精神，加倍努力，將勤補拙。
健康：今年「病符」入侵，健康欠佳，宜多加休息，飲食要均衡節制。尤
其女性更需要定期檢查身體；出外旅行皆要注意安全，少玩一些高危及過
激的活動，以免發生意外。
小錦囊：
‧在自己生肖的「病符位」（正南方）掛或放一個真葫蘆，消減病符星的
凶力。
‧佩戴屬兔的吉祥飾物。

猴
肖猴的人，今年犯刑「太歲」，俗云：「太歲當頭坐，無喜
恐有禍。」運程方面會受到流年太歲的影響，令情緒變得波
動及思維混亂。本年易招惹官非糾纏、人事不順、仕途阻
滯、投資失誤與及感情風波等事情發生。
同年還有「劍鋒」、「伏屍」、「地煞」、「指背」等凶煞群現，猶如雪
上加霜；故此，凡事要提高警覺，並要克制自己切忌與人爭鋒及小心俾人
「篤背脊」；又慎防被利器所傷或意外橫禍；若出外遠行，登山遠足，更
要注意自身安全。
今年家居不宜大動土裝修，尤忌「西南方」及「東北方」；忌動土月份為
農曆正月、四月、七月、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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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屬猴的人今年遇上本命年，故此事業進展會諸多阻滯，運程反覆，
而思緒混亂，凡事謹慎處理及忍讓為要。本年工作最多阻滯的月份是農曆
正月、四月、七月、十月，在這段時期必須要保持低調，靜待時機；工作
較為順利的月份是農曆三月、十一月，應隨機應變，切忌鋒芒畢露。
感情：肖猴的男女，在感情心態上變得佔慾心和妒恨心重。猴男，會碰上
飛來艷遇，並迷戀和苦纏對方，因此有好勝心與人爭鋒，小心被情所誤而
做出失控的行為，後果堪虞；猴女，在情場上會遇上不尋常的情緣，為求
目的不顧後果地追求對象，或會自我地投入三角戀情之中，以致泥足深
陷。
財運：今年財星隱晦，正橫財都乏善可陳，若不緊縮開支，量入為出，很
有可能因周轉不靈而出現經濟危機。即使一段時期財運較順，但起落亦較
大，只可從中謀取小利。另外， 人容易破財，不宜借錢給人或做別人的
擔保，否則會有很多麻煩。
學業：今年，年輕的猴人較難以集中精神學習，家長不設法幫助孩子，學
業成績必定大受影響。今年可在家中的東南方擺放水種植物，這有助學業
運。
健康：猴人今年的健康運較差，平日要多做運動強壯身體，均衡飲食營
養，以增強抵抗力，可望減少病痛。另外，小心交通意外及血光之災。
小錦囊：
‧今年犯太歲宜拜太歲祈福化解，並求取「太歲符」護身。
‧在生日的那天(最好是農曆生日的當天)，搞個生日會來為自己慶喜。

雞

今年，肖狗的人帶有些憤世疾俗的心態，但縱有不平亦不可衝動，對於成
敗得失應以平常心看待。並留意家中長者的健康狀況，若有問喪之事，可
免則免；如有喜慶宴會，大可參加以作沖喜。
事業：今年不但事倍功半，甚至徒勞無功。工作方面身邊有很多人事制
肘，而事與願違，令到自己意志消沈。打工的不宜轉工跳槽，縱使不滿意
現時的工作，但亦不可貿然轉工；若與人合伙謀事則撓差忌多，甚至機被
人侵吞，不歡而散。
感情：今年有「天哭」作崇，會有悲情之兆。未有拖拍的，不用太擔心，
緣份亦要靠自己去爭取的，大可參加多一些社交活動，廣結人際網絡，對
於開拓新情緣運很有幫助。已婚或有伴侶者，感情生活並不樂觀，容易與
伴侶產生大磨擦而出現裂痕。
財運：今年財星暗然，正財、橫財、偏財運未如理想，亦可嘗試小睹怡
情。今年財運較順的月份是農曆正月、二月、五月，但仍不宜作太大的投
資決定。財運較弱的月份是農曆三月、六月及十二月，在這段期間要謹慎
理財。
學業：今年的學習情緒起伏不定，又感到壓力頗大，而且很多時事倍功
半，你的同學可能比你懶惰，但成績卻較你好，因此令你很不開心，要檢
討自己的學習方式，宜分配好讀書、遊戲及休息的時間，不要一味死讀
書。
健康：精神壓力大，情緒不穩而影響身心健康，宜多做運動或找人傾訴，
紓緩壓力。
小錦囊：
‧如果感覺精神疲乏，心情不爽之時，可選擇出外旅遊散心和轉轉運氣。

肖雞的人，今年幸有吉星「太陽」高照，象徵有新的曙光出
現。男性，若要拓展新項目會是好時機。但女性運程較為反
覆，會遇上虛花假象，尤如「海市蜃樓」，到頭來好夢成
空；還有便宜莫貪，免至得不償失。
同年有凶星「的煞」、「晦氣」、「咸池桃花」、「破碎」、「飛刃」等
來侵擾，須注意會遇到賊劫盜竊和意外損傷。肖雞的男女感情煩惱有如千
絲萬縷，可能釀成家庭破碎的悲劇。精神方面，經常會發晦氣的不良情緒
波動。
事業：生肖屬雞的男性，得天時之運，有雨過天晴之感，但因心中不甘安
於現狀，人亦顯得過份自信，恐會招致損失，應量力而為穩健地發展為上
策。屬雞的女性，今年運程較為反覆，虛花不聚，又易招惹嫉妒是非，故
在工作上要敏於事而慎於言，不可輕信人家的「糖衣毒藥」，也要多方面
忍讓。
感情：生肖屬雞的男女，今年桃花外緣旺，易與異性擦出火花。男性，未
婚或已婚的，經常性有尋歡作樂的行為傾向，易被色情所累。女性，未婚
的可能遇上有婦之夫的追求；已婚的亦有機會遭到異性的苦纏。不要被虛
花假象所惑，如果把持不定，會令自己不知覺地墮入危情之中。
財運：財運不俗，若有投機或投資見好即收，因年中財運有點反覆，故過
大的投資決定不宜在年中決定。財運較弱的月份是農曆二月、五月、九
月、十一月，這期間要審慎理財﹔財運較佳的月份會是農曆三月、四月、
十二月，宜把握這期間的機會。
學業：大都較生性讀書，成績有所進步，父母不宜給孩子太多的壓力，適
當的時候給孩子一些獎勵，不一定是物質方面的獎勵，如說話上的讚許也
是孩子努力學習的動力。更切勿將孩子兄弟姐妹之間拿來比較，否則會打
擊某些孩子的學習積極性。
健康：今年因有「晦氣、破碎」作崇，精神易受外來的因素困擾，恐多思
多慮而成疾，應自我情緒調控和休息充足。農曆二月、四月份要特別留
心，不論是駕駛或坐車的都要留意路面突發的意外。此外，要注意身體健
康和飲食均衡。
小錦囊：
‧外遊的時候，要小心人身及財物的安全，以免發生盜竊及橫禍。

‧去紅十字會捐血救人，亦有助改善運程。

豬
肖豬的人，今年與「太歲」相害，是犯太歲的一種。「害」
有不和、不合、損害之意；加上「貫索」、「勾絞」、「六
害」、「孤神」等凶星湧現，預兆前路蘊藏危機之象。本年
有是非環繞，人際間欠缺和諧，孤立無援。
今年，要能伸能屈，在各方面會遭受到束縛及壓力，如處理不善則功敗垂
成。同年吉星則有「太陰」、「地解」、「學堂」，太陰星對豬女的運程
較為有利，也有貴人相助。此外，肖豬男女有空餘的時間不妨進修，為自
己增值。
事業：本年太陰星當令，有利女性工作上的發展，即使面臨逆境，也能得
到貴人相助而擺脫困境。男性則在工作上波折重重，以致影響情緒，有可
能因此而出現較嚴重的錯誤，必須提高警覺。不論男女，今年不可輕信別
人的計劃，恐墮入別人的圈套。
感情：豬男，今年受到「孤神」的影響或會是形單影隻，拍緊拖的因意見
不合，矛盾重重而分手，或可能被人橫刀奪愛。豬女，今年當運；因工作
關係或上課時間，又或其它因素與異性接觸機會較多，會因此移情別戀，
但當新歡出現而自己對舊愛又捨不得，令自己難於取捨，而過著糾纏不清
的三角戀情生活。
財運：今年只可說收入平穩，難有意外的突破，勿太寄望橫財，賭博要忍
手，否則一敗塗地。同時要開源節流，不宜借貸給人，恐有借無還。財運
較弱的月份是農曆四月、七月，在此段期間要盡量減少開支，不必要的應
酬更要可免得免。財運較順的月份是農曆正月、二月、六月，應作好部署
計劃。
學業：今年肖豬的人遇上「學堂」，有利於學習，家長除了勿讓孩子參加
過多的課外活動，以免影響學業成績外，父母亦可將孩子的書檯放在東南
方的文昌位，甚至在該方位放一個文昌塔，都有改善讀運的作用。
健康：今年必須小心飲食?康，注意腸胃及消化系統容易出現問題。另
外，各方面的壓力太大，以致精神狀態負荷過重，應作充足休息及適當地
減壓，還要小心交通意外。

‧因今年有「晦氣」，精神易受困擾，可參加多些朋友聚會或做義工，以
免精神抑鬱。

小錦囊：

狗

‧不妨利用空餘時間進修，為自己增值。

肖狗的人，今年只得吉星「國印」守護；凶星卻有「天
哭」、「喪門」、「吞啗」、「飛刃」等來侵犯，意味著有
不尋常之事情出現。情緒會變得心浮氣燥，思維抱殘守缺，會被人排斥或
遭人動武、又或被人侵吞及有無妄之災。

‧參加多一些義工活動與及做多一些善舉，以化自己的戾氣。

‧拜祭太歲祈福改運，並求太歲符護身。
‧遇上大難題自己不能解決時，不要鑽牛角尖，可去請社工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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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t

Horse

Zodiac’s Nature: Bright, sociable and highly ambitious, a true
opportunist to reach her target. She is passionate and good to her lover.
Yet she likes to grumble and lavish money.
Prospect for the Year: A lucky year to overcome any impregnable
matters with potential returns. Friendly and helpful people surround you
and ready to give their efforts and supports.
Career: A quite smooth year yet resistance is alongside. Don't trust
others too easily.
Fortune: Profit is not bad. Remember to avoid making loans.
Love: Easily approachable to opposite sex but bear in mind not to get
carried away in private love life.

Zodiac’s Nature: Cheerful, quick-witted and popular. With a happy
outlook, independent, subjective and self-centered. She is also good at
handling wealth.
Prospect for the Year: Surround yourself with helpful and friendly
people around to fortify your achievements. A year of prosperity and
stability but needs accountability.
Career: A year of great opportunities. Success will be followed with both
courageous and careful mind.
Fortune: Business expansion and income are unbalance. Business cuts
should be considered.
Love: Active in social activities. Sweet and harmony in love life.

Ox

Sheep/Goat

Zodiac’s Nature: Intelligent and self-confident. A natural-born leader
who works systematically. She is responsible for her family, she believes
in authority but sometimes too stubborn and traditional.
Prospect for the Year: Move forward with steady solidity. Beware of
mendacious people. Have patience to maintain normal pace and do not
attempt to take risk.
Career: A very competitive year. Venturing abroad might be considered.
Fortune: Fortune fluctuates like a roller coaster. Invest wisely and
appropriately.
Love: Lots of quarrelling. Be tolerant of each other.

Zodiac’s Nature: Kind and helpful. She has artistic inclinations who
tends to be pessimistic. She is also indecisive and too passive yet she
has fantastic luck in her life.
Prospect for the Year: A successful year to achieve good returns for
learners and creators. Fortunes are so capricious that you must not be
too aggressive.
Career: A hardship year. Financial speculations should be avoided.
Keep Low profile in handling business matters.
Fortune: Avoid investing large sum of money in this unsteady year.
Love: Love life in not in harmony. Extra effort seems in vain.

Tiger

Monkey

Zodiac’s Nature: Rebellious and dynamic, a warrior and the center of
attention. She is quick-tempered but considerate; affectionate but
careless. A roaring success awaits her.
Prospect for the Year: Your luck star is brightening your path to
success and achievements. Travelling can meet good opportunities and
fortunes.
Career: A prosperous year with great achievements.
Fortune: Money prospects are quite good. Don't lend money only
because you will find it very hard to collect back.
Love: Romance will come and go, so let it be.

Zodiac’s Nature: Clever and innovative, a fast learner with good
memory. She knows social skills well but can be selfish and egoistic. She
is also unbeatable in terms of talent and wealth.
Prospect for the Year: A prosperous year for investors however, must
bear with heavy workload. It is fortunate to move your house or going
abroad.
Career: An auspicious and prosperous year. However, beware of new
acquaintances.
Fortune: A profitable year with achievements. Sound financial budget is
a must.
Love: Interesting love life is waiting. Romantic encounters are plenty.

Rabbit
Zodiac’s Nature: Peace-loving with impeccable manners and pursuit of
a good life. she is intelligent in business with creative mind. But
sometimes she is mood and indifferent.
Prospect for the Year: A lucrative year to be steady, conservative and
trustworthy natures who know how to stay away from gossip and
obsession.
Career: A year filled with good and bad. Be careful with gossips.
Fortune: Not much happening. Don't indulge yourself in winning
otherwise it will turn out the opposite.
Love: A fruitful love relationship will proceed only with mutual trust.

Roosters
Zodiac’s Nature: Dramatic but reputable person who works
systematically. Outspoken and loves to attract attention. She takes good
care of her family and can handle money well.
Prospect for the Year: Fortunes are coming from the help of friendly
people however beware of the damages from carelessness. Stay away
from unfaithful love affairs.
Career: A year with obstacles. Luck is shy from you, so take it slowly.
Fortune: Fortune is steady. Don’t push your luck in unexpected fortune.
Love: A love relationship will only be rewarded with perseverance.

Dragon

Dog

Zodiac’s Nature: Full of vitality, self-assured, bright and the master of
success. She is somewhat proud and quick- tempered but always
attractive.
Prospect for the Year: Safety for conservative Dragons who are with
steady pace. Ambition invites calamity. Beware of your properties and
watch your health if you must travel, otherwise, stay at home.
Career: A very unpredictable year with arguments among colleagues.
Patience is a virtue.
Fortune: Considerable returns from work only. Financial speculations
should be avoided.
Love: A love relationship needs to be cultivated to yield the fruits.

Zodiac’s Nature: She has a deep sense of justice, loyalty and
responsibility. She has a glib tongue, practical and realistic. She is also
trustworthy and generous to people.
Prospect for the Year: Incipient bitterness coming with sweet fortune.
Bearing austerity will bring satiated success. A good sign for happy
returns.
Career: A very smooth year, however stay away from bullying others.
Fortune: Business trade goes smoothly. Returns on investments will be
rewarded.
Love: Stop criticizing the opposite sex, otherwise troubles will be on your
way.

Snake

Boar/Pig

Zodiac’s Nature: Charming in personality and elegant in dress. She is
skeptic and deep thinker and likes to judge by intuition. She is fortunate
in wealth throughout life.
Prospect for the Year: Perseverance can help to extricate from difficult
time. The year is capricious with ups and downs. Successes are for
clever and optimistic people.
Career: A year filled with obstacles and setbacks. Only perseverance
and hard work will bring out rewards.
Fortune: Income is fairly unstable. Expenses exceed your earnings. A
sound financial planning is needed.
Love: Love partner is quite unpredictable. Patience and tolerance are
the keys to unlock the discordant relationship.

Zodiac’s Nature: Diligent, courageous and hates quarrels. She is a
perfect friend. But she is not deep in mind and rather materialistic. She is
not good at handling money but fortune is always around her.
Prospect for the Year: Another lucky year to come. It is time to be
aggressive and to move forward. Life can be meliorated when you know
how to manipulate your fortune.
Career: A good year for business expansion. Avoid gossips.
Fortune: A very profitable year however needed to be careful with your
financial planning.
Love: Ups and downs in love relationship. Be faithf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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