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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祭祖知多少

祭祖掃墓是我們中華民族多

年以來的傳統，而絕大部分地區

都是在清明節掃墓：一是祭奠我

們的祖先；二是言傳身教，教育

我們下一代，記住我們的祖先，

不要忘記先人們對我們的養育之

恩；三是關注先人墓地的風水情

況，發現問題及時整改。清明節

將至，很多人會在這段時間安排

掃墓祭祖，這裡詳細說明一些注

意事項，希望對讀者們有助益。

清明掃墓 家人要和睦
清明掃墓，往往都是家人、

親戚結伴而行，一定要和和睦

睦，不但有利於家族的興旺發

達，也有利於家族中人的運氣。

掃墓 
要穿戴肅靜衣服和飾品

衣著以深色為宜。家族的人

盡量要做到扶老攜幼，對年齡較

大的長者多點尊敬，盡量做到言

傳身教，以身作則。掃墓是個緬

懷先人，教育後人的最佳時間，

千萬不要錯過這個大好機會。

掃墓祭祀的一般程序

祭祀程序很關鍵，一是寄托

哀思，二是與先人心靈相感，因

為山有靈而無主，先人有主而無

靈，與先人相感可以更好得到山

川的靈氣。這就是風水、人和大

自然的天人合一理念。

祭奠程序：修整墓地—上

香—上供品—敬酒—拜祭—放

鞭炮，最後折幾枝嫩綠的新枝，

插在墳上，也可以供奉些鮮花，

還要在上邊壓些紙錢，讓他人看

了，知道此墳後人興旺。之後開

始家族聚會，圍坐聚餐、飲酒，

進行相關活動。

總之，要營造和諧安樂的場

面，讓我們的先人看看後人的喜

悅和興旺。

清明掃墓最好提前

過去有民諺：「早清明，晚

十一」，清明祭奠先人越早越

好，不要全趕在清明節這一天，

還有，要在上午 7點至下午 3點

前。這是一天陽氣生旺的時間，

是我們祭奠先人的最好時間。

因為下午 3點後，陽氣逐漸

消退，陰氣逐漸增長，若是運氣

不好或體弱之人，容易招惹陰靈

文︱李晴

通勝《地母經》被視為準確

預測一年運程的曆書，由九七前

港督府御用風水師蔡伯勵的傳人

編寫。 2019年爆發的「反送中」

運動，及 2020年初就爆發的武

漢肺炎疫情，都被視作神準預言

了此事。

歲破月 大事勿用
庚子鼠年《地母經》云：「人

民多暴卒，春秋雖淹流，秋冬多

飢渴，高田猶得半，晚稻無可

割。秦淮足流蕩，吳越多劫奪，

桑葉雖後賤，蠶娘情不悅，見蠶

不見絲，徒勞用心切。」

另有《地母日》：「鼠耗出年

頭，高低多偏頗，更看三冬裡，

山頭起墓田。」

看字面意，句句感傷，處處

驚心，似有不妙。面對來勢洶洶

的疫情，記者直白請教蔡師傅：

「會死幾多？最壞情形如何？」蔡

女士謙稱，講得不準，不敢講。

但 60年為一個甲子，從天地運

行規律推算，運行至今。

今年有一個「歲破月」值得

注意，即在陽曆 6月 5日（芒種

節）開始是黃曆 5月，子午相

沖，一直到 7月 6日（小暑）這

個月分屬「歲破月」。

她說：「歲破月大事勿用。

從個人角度看，人生大事包括：

結婚、買屋、入夥、裝修、公司

上市、事業創展，甚至大型的機

器建設，大型的土地開發，這些

都不要在歲破月舉行；如果從宏

觀看，一個國家或者社團的大型

建設，開山闢地，或者準備甚麼

對於整個國家都有利害關係的事

情，就要選擇一個適宜的日子，

而不要在歲破月進行，因為在歲

破月裡面，小小的錯誤都會造成

很大的影響。」她提醒大家，趨

吉避凶之道，及從過往經驗來

看，在「歲破月」裡做事，會事

倍功半，頭頭碰著黑，對於長遠

影響亦非理想。如有大事要做，

盡量延遲或提早。

2020庚子鼠年伊始，世人
就面臨武漢肺炎疫情的侵

襲，且愈演愈烈，延燒全

球。對於疫情幾時到達高

峰？最壞情形如何？幾時會

回落？相信市民大眾都想

知。「真步堂」第四代傳人

蔡興華女士謙稱，不敢講，

但今年有一個「歲破月」值

得注意。

雙春兼閏月 結婚喜慶多
蔡女士說，今年並非全年

的日子都差。除了最差的「歲破

月」，還有好的「雙春閏四月」。

「雙春兼閏月」喜慶特別多，以

往人們喜歡在雙閏月舉辦結婚和

喜慶大典，因為一年多了 29或

30天，「大家會認為天長地久，

日子好用，很難得，所以喜慶特

別多」。今年有一些不好的事情

發生，但是人們都抱著這樣的心

態，希望不好的事情快點過，因

此會希望有一些喜事發生，讓不

好的事情和煩惱自然離去。

今年必定發生肺炎疫情？蔡

女士表示，從醫學角度看，庚子

年，庚同甘，屬肺。如果疫情處

理得好，早有計畫，應該結果會

比以往處理類似事情的效果會

更理想。而小暑（7月 6日）之

後，火會稍強，則可以控制疫

小弟難相面，蠶婦祈禳保盛隆。」

蔡女士解：今年大家都很

忙，有時見面的機會都很少，各

自搵食，家人就是一種支持。因

為男女都有職責頂起家庭，包

括頂起社會責任，這一年，初期

較為差，但最後都有收成，沒有

十足收成，七成已經很好了。她

提醒大家，不要太過頹喪灰心，

今年還是比較好的一年，有艱難

的時候，也有歡樂的時候，需要

大家用腦來思考，群策群力，眾

志成城，互相幫助，共度時艱，

並非有錢人才能做得到，而是

每個人都要出一分力。提到瘟疫

災害，她說，古代以農立國，天

災人禍也會有，蝗蟲、天旱、水

災、瘟疫，60年一個甲子，都

會循環發生。但是如果帝王行德

政，很多災難則不會發生，或者

會處理得很好。

纏身，帶來傷害。

遙祭先人

現實中，很多人遠離家鄉，

或行動不便，或身患重疾者，無

法回家掃墓；孕婦與幼兒容易受

到墓地中陰邪之氣的侵襲，所

以不建議前往墓地或納骨塔。

然而，不到墓地，一樣可以祭奠

先人。首先，在家裡陽臺，或客

廳，或住家外面，朝家鄉方向，

擺上祭拜用的供品，燒上 3支

香，鞠躬 3次，默念相關詞語，

然後再燒紙錢祭祀。親人之間雖

然陰陽相隔，但也是心有靈犀，

當你心裡想念、禱告他時，他就

在你身邊。提醒：現在有些人選

擇網上祭拜，甚至雇人上墳，這

樣的事情勸你最好別做，不僅起

不到祭奠先人的效果，反而會因

心念不誠帶來副作用，還白白花

費了錢財。

清明拜祭 
別把陰邪之氣帶回家

清明前後是靈異活動比較頻

繁、強烈的時間。如果你的身體

較弱，可以佩戴一些佛像、護身

符、桃木等辟邪之物，並保持心

情樂觀。在掃墓過程中盡量不要

離開你的家人，不要單個行動。

對四周的亡者亦予以尊重，不要

胡言亂語。拜祭回家前，可以進

入飯店、商場等人多的地方，沐

浴、淨手、吃頓飯、逛逛商場再

回家，也是避免陰氣入體、入宅

的好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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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因此，小暑過後，會逐步向

好。全面控制則在丁亥月，丁火

對甘金比較好，因此，逐步停止

會在 11月 7日（立冬之後）。

她提醒大家，雖然立冬之後

疫情會停止。但今年南方（香港

屬於南方）要非常小心，「因南

方處於三煞和歲破方，就算無疫

症，凡事亦都要多加小心。在接

近東邊，五黃方，會引起一些較

為驚恐的事情發生。如果度過，

都要靠大家共同努力，不可袖手

旁觀，大家都出一點心。」

並非完全差  
最後收成有七折

通勝《庚子年春牛圖》是重要

的敲耕圖：「庚子年來雨水洪，

流郎四季也相通，秋冬時序循環

過，高下禾苗處處豐。野外收藏

七折熟，鄉中儘有八成逢，大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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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勝《地母經》神準預言了「反送

中」運動，及武漢肺炎的疫情。

長時間面對

電腦的人，

可在桌子上

擺放上一杯

清水，可降

解火氣。

文︱如實

一杯水小兵立大功

風水學說：「山管人丁，水

管財。」水放在家中適當的

位置，會產生催財的作用。

最簡單取得而快見效的方

法是在大門旁放水。當大門開啟

時，會把水所散發之氣帶入屋

內，而水為財，即把財氣間接帶

進屋。不僅如此，水還代表著許

多好的作用氣場。

床頭擺放一杯

從《周易》學的角度來看，

萬事萬物都離不開五行的作用。

一個人如果長期睡眠不佳，

其家居風水的環境有一定的影

響。影響層面最多的當屬臥室

了。建議在床頭櫃上擺放一杯裝

滿水的陶瓷杯，因為頭部代表火

的五行氣場，而陶瓷中裝水則主

安靜寧合，在降火氣的同時，還

可以平穩思緒、改善睡眠。

電腦桌擺放一杯水

電腦在五行物品的劃分上，

代表著五行火。火主電器，電腦

當然是「電」字當頭的電器了。

長時間使用電腦，往往會火氣過

旺，火主肝火、血液、心臟、眼

睛等器官，因此會給身體帶來不

良的影響，導致健康受損。所以

長時間需要面對電腦的人，都可

以在電腦桌上擺放一杯清水，降

解五行火氣帶來的不良影響。

八字火旺的人擺放一杯水

所謂的八字火旺，就是說一

個人的生辰八字，出現巳、午、

丙、丁這些五行火的天干或者地

支。如果八字中出現過多，通常

代表著命理之中八字火氣過旺。

因此，在涉及方案會議、談判交

易等重要時刻，建議在桌上擺放

一杯水，用來降解火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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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勝《地母經》預言疫情 
專訪通勝編撰者蔡氏傳人蔡興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