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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視論緣由

無牌陣的正式名稱叫無視牌陣解牌法則，這解牌技巧的前身叫跨牌陣解牌法，我在西元
2000年年初時開始研究，經過了兩年多的使用與改善，在西元2002年年中發表在網路
上，並且正式開始實裝運用。

這是一個跨牌陣的解牌技巧，也就是說，這個解牌法則可以運用在所有的牌陣上，不管各
位熟悉與不熟悉牌陣的架構，都可以運用無視牌陣解牌法則來解牌，也可以只隨意抽出幾
張牌來做使用，完全的脫離牌陣無形且綁手綁腳的框架。

無視牌陣解牌法則的解牌技巧轉化自文王卦的論斷方式，所以有很多觀念與運用上都與文
王卦有類似的作法，我在這裡就舉幾個例子，譬如﹕
1.( 動靜陰陽，反覆遷變 )這一句，我就轉化成「全正轉全逆，全逆轉全正」。    
2.( 夫人有賢不肖之殊，卦有過不及之異，太過者損之斯成，不及者益之則利 )這一句，
我就轉化成取重點牌的方式「同中求異」。
3.( 長生帝旺，爭如金谷之園 )這一句，我轉化成元素論解牌技巧。  

而為什麼當初我要研究這法則呢，主要是因為我認為牌陣有太多矛盾之處，另外就是，有
個牌陣的框架，解起牌來容易綁手綁腳的，無法讓占卜師輕鬆發揮更多的實力，甚至牌陣
的使用也比較容易讓占卜師的思考僵化，那麼解起牌來也就制式了許多，解牌的層面相對
的也減少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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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視論取牌基礎架構

無視論取牌原則一直是以五張牌為基本架構
（見下圖），其基礎原型來自於五行（見右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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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視論解牌技術（初階）

一、擇正、逆位置之差異性

此法取正、逆位置之差異性來區分重點
牌跟輔助牌，使用方式為取其少數為重
點牌，取其多數為輔助牌。

重點牌先解釋，了解該問題的核心、未
來可能發展方向，次看輔助牌來增加資
訊、解釋。

重點 重點輔助 輔助 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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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視論解牌技術（初階）

二、以數字做區分（大牌）

此法為抽出之牌組為全正或是全逆時使
用，亦可作為第二層解釋所用。

大牌數字區分是以１０號牌做個分界
點，區分為０～９跟１１～２１，取重
點牌法一樣是以少數為重點牌，多數為
輔助牌，若是遇到牌組中有１０號牌出
現則１０號牌為重點牌。

若是皆為０～９或１１～２１，則以最
外邊之數字為重點牌。

重點 重點輔助 輔助 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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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視論解牌技術（初階）

三、數字宮廷區分（小牌）

此法為抽出之牌組為全正或是全逆時使
用，亦可作為第三層解釋所用。

此法主要為小牌所使用，區分成數字、
宮廷兩牌組，一樣是取其少數為重點
牌，多數為輔助牌，若全為數字則以
５、６號牌做個分界點，區分為１～５
跟６～１０，取重點牌法一樣是以少數
為重點牌，多數為輔助牌，若是遇到牌
組中有５、６號牌出現則５、６號牌為
重點牌。

若是皆為１～５或６～１０，則以最外
邊之數字為重點牌。

重點輔助 輔助輔助 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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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視論解牌技術（進階）

四、帶牌法（ 56張小牌）

注意著抽出之牌中，是否有相同數字牌或相同宮
廷牌出現兩張，或三張，有的話，就把同數字，
或同宮廷的另外兩個不同元素牌取出來解釋，基
本上 56張小牌的帶牌法所帶出之牌，重要性凌
駕一般的取重點牌之上，若是抽出之牌上有出現
同數字或同宮廷的牌兩張或三張時，不要懷疑，
直接取出另外不同元素的同數字牌或同宮廷牌來
論就對了，重點絕對在這裡，而帶出之牌是不管
正逆的，也就是全都看，一般來說我比較懶一
點，我是只看正位，但其實真正要看是正逆位都
要看一下的。

而什麼是同數字牌呢？同數字牌就是同樣是一號
的牌或同樣是二號的牌，或同樣是五號的牌，那
什麼是同宮廷牌呢？同宮廷牌就是同樣是騎士
牌，同樣是皇帝牌，或同樣是皇后牌。

帶牌帶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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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視論解牌技術（進階）

五、角色定位法

角色定位法為重點牌與輔助牌之間的關
係與相對位置的應用。

重點牌為內在、問卜者本身、問卜者想
法、問卜者對事情態度、事情本身狀
況、事情內在狀況、事情最終狀況。

輔助牌為外在、問卜者所問之人事物外
在狀況、外在環境影響、對方的狀況、
對方的想法與看法。

重點 重點輔助 輔助 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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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視論解牌技術（進階）

六、轉卦法

轉卦法為角色定位法的延伸應用，此法
多使用在問卜者想要多了解對方狀況、
外在狀況而使用。

一般來說也可運用到三角關係上面。

譬如：a問跟 b之間的發展狀況，順便
問到了 b跟 c之間的發展狀況，按照角
色定位法來看，重點牌原本是 a，這時
就把重點牌改為 c，則 b的位置是不變
的。

重點 重點輔助 輔助 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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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視論解牌技術（進階）

七、生剋論法

生剋論法是取五行相生相剋的概念來運
作。

生剋論法的運作方式為先找出定位點，
然後由此定位點來做生與剋的關係判
斷，由此來看問卜者、事件本身的狀況
與外在環境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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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視論解牌技術（進階）

七、生剋論法（生論）

生論：
生是持續性、緩慢且一直存在的問題與
影響，也可視為一種習慣的感覺與想
法。

當然這樣持續性的影響是好是壞就要看
牌組出現的牌來做判斷。

既然是一種持續性的影響，那麼也有可
能問卜者自己比較不會去注意，或者是
已經習慣這樣的問題，也可以論為是事
情根本的問題。

生生 生生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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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視論解牌技術（進階）

七、生剋論法（剋論）

剋是突如其來、快速、明顯、短暫的問
題與影響，或者是一種改造的力量。

不管是好或者是壞，剋的力量一定相當
明顯且快速，通常也頗讓人記憶深刻，
當然，剋也是代表著可以改造這一件事
情的力量，所以有的時候讓整件事情由
狀況好轉變成壞，或者是由壞轉變成
好，也都是剋的力量來影響。

剋 剋 剋

剋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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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元素初階
大牌 - 四元素對照表

● ０：愚者　　　（風）（天王星）
● １：魔術師　　（風）（水星）
● ２：女教皇　　（水）（月亮）
● ３：皇后　　　（土）（金星）
● ４：皇帝　　　（火）（白羊座）
● ５：教皇　　　（土）（金牛座）
● ６：戀人　　　（風）（雙子座）
● ７：戰車　　　（水）（巨蟹座）
● ８：力量　　　（火）（獅子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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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元素初階
大牌 - 四元素對照表

● ９：隱者　　　（土）（處女座）
● １０：命運之輪（火）（木星）
● １１：正義　　（風）（天秤座）
● １２：吊人　　（水）（海王星）
● １３：死神　　（水）（天蠍座）
● １４：節制　　（火）（射手座）
● １５：惡魔　　（土）（摩羯座）
● １６：高塔　　（火）（火星）
● １７：星星　　（風）（水瓶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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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元素初階
大牌 - 四元素對照表

● １８：月亮　　（水）（雙魚座）
● １９：太陽　　（火）（日、太陽）
● ２０：審判　　（水）（冥王星）
● ２１：世界　　（土）（土星）

● 元素值月表：
火元素 03/21 - 04/20 、土元素 04/21 - 05/20 
風元素 05/21 - 06/21 、水元素 06/22 - 07/22 
火元素 07/23 - 08/22 、土元素 08/23 - 09/22 
風元素 09/23 - 10/22 、水元素 10/23 - 11/21 
火元素 11/22 - 12/21 、土元素 12/22 - 01/19 
風元素 01/20 - 02/19 、水元素 02/20 - 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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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元素初階
小牌 - 四元素對照表

權杖組牌

聖杯組牌

寶劍組牌

錢幣組牌

逆位逆位
元素元素
互轉互轉

逆位逆位
元素元素
互轉互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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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論解牌技巧

過與不及

元素論解牌技巧需看牌組中元素分佈的
過與不及，先論過，再論不及，而一般
來說，也可只論過，不論不及。

過為所問之事最為明顯、有用與最可能
發生之狀況。

不及為問卜者或所問之事所缺乏、需改
進之狀況。

風 風 風

以此牌組來看，風元素為過以此牌組來看，風元素為過
先解，次看不及的水元素。先解，次看不及的水元素。

火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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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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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設定

前言

問題設定相當重要，這事關解牌方向的
正確與否，若是問題沒設定清楚就解牌
基本上出錯率相當的高，牛頭不對馬嘴
的狀況一定會層出不窮。

所以卜師對問題的掌握度一定要有相當
程度的了解，或者是對於問題的方向性
要很明確，當問題的方向抓穩了，自然
解起來就沒太大問題。

感情問題

一、無特定對象
問題：問半年、一年桃花運與戀愛機會

一般來說，沒有特定對象者通常以看半
年、一年的桃花運來做處理，從牌組中
確定有桃花的存在時再來研究是否有談
戀愛的機會，若是沒有桃花，也許就建
議問卜者暫時先別思考這方面的問題，
因為這代表著問卜者流年不利於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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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設定

感情問題

二、有特定對象
問題：暗戀，是否有緣份可以在一起

這個問題算是最大宗的問題，基本上處
理方式只要研究牌組中是否有緣份、談
戀愛的牌出現即可，本質上來說這問題
也算是單純，得出答案之後再來聊一下
對方的個性、思考模式與對方大致狀況
即可。

感情問題

三、有特定對象
問題：朋友，是否有緣份可以在一起

這個問題也算是最大宗的問題，其實很
多戀愛也多從朋友開始，處理方式也很
簡單，一樣是看牌組中是否有緣份、談
戀愛的牌出現即可，然後再加上一些對
方個性、思考模式分析與對方大致狀況
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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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設定

感情問題

四、有特定對象
問題：交往中，感情有沒有進步空間

這個問題除了看一下雙方的緣份之外，
另外加看雙方是否有進步空間，最後再
看這一段感情的結婚機會是否有出現，
基本上遇到正在交往中的問卜者，回答
一定要謹慎小心一點，且要讓對方盡量
明白自己的解釋，否則有可能讓問卜者
誤會而讓一段好好的感情失去。

感情問題

五、有特定對象
問題：交往中，對方對自己真心否

其實這個問題多半是問卜者自己沒有足
夠的自信心，除此之外可能就是問卜者
真的有發現對方有些奇怪的舉動，所以
這個問題的處理方式就先看牌組中有沒
有三角的問題，再來研究對方的狀態，
若是都沒問題，最後再來研究問卜者本
身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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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設定

感情問題

六、有特定對象
問題：分手，是否可跟對方復合

這個問題也算簡單，只要看牌組中有沒
有跟復合相關的牌出現即可，若是有出
現，再來研究是否還是會分手，或者是
這一段感情能夠長久。

感情問題

七、有特定對象
問題：三角關係

三角問題也是很大宗，一般來說就是看
問卜者跟對方的緣份比較強，還是第三
者跟對方的緣份比較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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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設定

工作問題

一、沒工作
問題：沒有方向，問自己適合的行業

這問題多半出現在剛入社會需要找工作
的社會新鮮人，或者是即將要入社會的
畢業生，對於自己的未來比較茫茫然，
處理方式就是用元素論法來找出問卜者
比較適合的工作類型。

工作問題

二、沒工作
問題：有方向，這方向是否適合

這類的問題非常簡單，只要先看牌組中
有沒有成長性，再來看問卜者在此行業
快不快樂，後來才看賺不賺錢、薪水狀
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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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設定

工作問題

三、有工作
問題：工作中，工作的成長性

這個問題一樣是找牌組中是否有出現跟
成長性有相關的牌出現，若是有，再來
看快樂值如何，最後看薪水、賺錢與
否，有的時候問卜者求成長性可能不會
太在乎所謂的薪水狀況，一般來說要問
工作的發展也是放入成長性裡面看。

工作問題

四、有工作
問題：工作中，薪水問題

這個問題很明白，就直接看牌組中有關
於錢的牌，基本上有錢牌出現再來研究
錢牌是美，還是不美，既然會來問薪水
相關問題，那麼成長性、快樂值就一定
是擺到後面看即可，因為會很在乎錢，
有的時候快樂值不一定特別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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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設定

工作問題

五、有工作
問題：工作中，是否有調職、出差機會

調職機會就要看牌組中是否有異動之
象，有異動之象才容易調職、出差，若
是沒有或穩定性比較高，那麼調職、出
差的機會自然比較小。

工作問題

六、有工作
問題：工作中，是否有兼差機會

這個問題一定要先了解一下問卜者目前
是否已經有了兼差的方向，若是沒有，
就先幫問卜者找適合的方向，請使用工
作問題一的方式來處理，若是有方向，
請使用工作問題二的方式來處理，另外
再加上工作問題四，因為想要兼差不外
乎是想要多些收入，所以，錢還是很重
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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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設定

工作問題

七、有工作
問題：工作中，是否換工作的機會

這個問題可以把是否會被開除一併列
入，換工作、開除的看法都一樣，差別
在於一個是自主，一個是非自主，但是
兩者都一樣可以使用緣份的角度去看，
看問卜者與該工作的緣份狀況。

創業問題

八、有、無工作
問題：想創業，是否有創業的機會

創業問題的處理方式要先了解問卜者是
否有方向，對於沒有方向的問卜者一樣
可以使用工作問題一來先幫問卜者釐清
方向，有方向則直接看該方向是否能夠
賺錢與是否有成長性，再來看是否有合
夥對象，有的話再另外開牌看問卜者與
合夥對象的緣份跟合作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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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設定

其他問題

一、看風水
問題：想知道現住、欲住房子風水狀況

風水問題其實只要看是否有寶劍牌或風
元素出現即可，若是有，則該住宅之
外、內局的風水就有問題，要分辨外、
內局的問題就用定位法來看。

其他問題

二、買、賣東西
問題：買、賣此物品是否 ok

一般來說買東西除非金額很大，否則不
建議占卜，買東西自然就是看快樂值，
賣東西除了快樂值之外還要考慮金錢問
題，賣東西一般最常用到的是賣房子、
賣土地、賣中古車等金額比較大的物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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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元素初階
小牌 - 四元素對照表

火元素

● 燃燒、毀滅、破壞、傷害、熱
源、能量、衝動、爆發、激烈、
變動、快速、短暫、動力、活
力、力量、直接、積極、主動、
展現、領導、明顯、凸顯、外
放、繁榮、野心、冒險、發展、
擴張、開拓、成就、光亮、太
陽、燭火、外在、大膽、熱情、
性慾、廟宇、教堂、火刑煞、宗
教事物人際、男性。

水元素

● 流動、流通、遷移、傳遞、活
性、生機、變通、變化、轉變、
緩慢、被動、消極、長期、持
久、柔和、溫馴、妥協、親切、
包容、化解、平衡、調適、隱
藏、內斂、雨水、雲霧、海洋、
感情、思考、智慧、溝通、教
導、學習、言語、內在、感性、
情緒、波動、悲觀、夢幻、家
庭、水法問題、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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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元素初階
小牌 - 四元素對照表

風元素

● 虛幻、假象、虛構、幻化、鬼
神、異象、幻影、無形、精神、
意念、漂浮、飄動、空氣、虛
浮、輕浮、不安、壓力、意外、
不測、反常、顛覆、奇特、古
怪、科技、技術、狡猾、精明、
變節、投機、理性、概念、邏
輯、外煞、璧刀、路衝、革命、
不服從、突發奇想、難以安定、
自由奔放。

土元素

● 穩定、穩固、不動、限制、阻
礙、延遲、結實、保守、傳統、
壓抑、拘束、困境、磨練、收
斂、嚴謹、凝重、財富、富饒、
薪水、物質、累積、生產、事
業、實際、樸實、可靠、組織、
秩序、次序、架構、耐性、剛
毅、木訥、土地、責任感、安全
感、穩紮穩打、缺乏開創、了無
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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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元素進階
四元素人物徵象

火元素：

火元素重者為人積極進取、
主動熱心、熱情外向、性
好交友，但是有時也稍嫌
過於直衝衝、氣勢過強、
易衝動、虎頭蛇尾，講話
多直接，易傷他人，以外
型來說，火元素重者髮質
多捲曲、色深、膚色暗色
系者居多。

水元素：

水元素重者為人溫柔婉約、
動作輕柔、懂得體貼他
人、多為他人著想，但是
有的時候也太過多愁善
感、猶豫不決、做事比較
拖拖拉拉，講話多無重
點，以外型來說，水元素
重者髮質多細、直、有光
澤，膚色也多白裡透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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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元素進階
四元素人物徵象

風元素：

風元素重者為人反應快速、
思考迅捷、鬼點子多、應
變能力比較強，但是多會
有穩定性不夠、沒安全
感、神經緊張、思想過份
跳躍等問題，講話急促、
跳躍、處處重點也處處無
重點，以外型來說，風元
素重者多身材不好、相對
旁人來說比較瘦。

土元素：

土元素重者為人成熟穩重、
動作不急不徐、易給他人
安全感，但是多會有動作
緩慢、過份保守、思想僵
化等問題，講話緩慢、形
容仔細、分析明確，以外
型來說，土元素重者身材
多壯碩、有肉，相對旁人
來說比較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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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論解牌技巧

● 問題：

女問正在追求自己的男生是什麼個性的
人？

● 抽出之牌：

杖３逆位、錢６正位、劍２逆位、杖２正位、錢公主逆位

● 實況說明：

目前有一男生很積極的在追求著女生，
女生很猶豫是否要接受，所以想問男生
是什麼個性的人。

● 試推：

一、男生外表看起來有安全感，從何得
知？
二、男生常有壓力，從何得知？

水水 土土土 火 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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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元素進階
四元素事物發展徵象

火元素：

火元素過強則事情的開始、
過程發展都相當的快速，
給人來的快也去的快的感
覺，不過也稍嫌有些讓人
難以掌控，所以偶爾會有
一些失控的狀況產生。

水元素：

水元素過強則事情的開始、
過程發展都相當平順且緩
慢，給人感覺就是來的相
當平順，不會有太多突兀
的感覺，比較順其自然的
發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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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元素進階
四元素事物發展徵象

風元素：

風元素過強則事情的發展來
的太過突然且無法控制，
給人有措手不及、來不及
反應的感覺，事物的發展
也相當不穩定，也容易意
外頻傳。

土元素：

土元素過強則事情的發展停
滯不前、拖泥帶水、毫無
進展，給人有困住、卡住
的感覺，事情也發展過久
至讓人想要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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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論解牌技巧

● 問題：

女問跟對方是否有緣份可以發展？

● 抽出之牌：

女教皇正位、杯５正位、錢９正位、錢４正位、杯２逆位

● 實況說明：

女生跟男生認識好一陣子，對男生頗有
好感，想知道跟男生是否有緣份可以發
展。

● 試推：

一、女生對男生頗有好感，從何得知？
二、這一段關係會卡在目前關係而沒有
明顯進步，從何得知？

火土水 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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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元素進階
四元素情感發展徵象

火元素：

火元素強主感情發展迅速、
互動積極且熱情，雙方的
肢體互動也較多，兩人邀
約也頻繁密切，感情發展
多從友誼開始，但是也容
易有一夜情的狀況出現。

水元素：

水元素強主感情發展平順自
然，多言語交流、互動，
屬於溝通類型的發展方
式，雙方也須要花多些時
間了解彼此心意，比較屬
於重聊天、溝通類型的發
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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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元素進階
四元素情感發展徵象

風元素：

風元素強主感情發展虛無、
假象，雙方的互動多精神
交流，也主問卜者多容易
暗戀、網戀、遠距離發
展，整體而言比較屬於精
神、空靈式的發展方式，
也可論為雙方需要擁有自
我的自由空間。

土元素：

土元素強主感情發展多停滯
不前、進度緩慢，雙方互
動比較穩定但保守且沒有
變化，甚至有比較偏向物
質發展的跡象，雙方的互
動也許多在金錢問題上面
打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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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論解牌技巧

● 問題：

女問與男友還有沒有成長性？

● 抽出之牌：

杖騎逆位、杖８正位、杖９逆位、皇帝逆位、杯王逆位

● 實況說明：

女生跟男友交往已經五年，想知道這 
段感情還有沒有成長性。

● 試推：

一、女生跟男友無話不聊，從何得知？
二、這一段感情還有成長性，從何得
知？

水 水 水 火火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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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元素進階
四元素工作發展徵象

火元素：

火元素強主工作有成長性、
發展快、上司同事之間互
動也多直接無心結，動力
十足具活力，升遷、出差
機會比較多。

水元素：

水元素強主工作平順且有學
習空間，上司同事之間互
動也多柔性溝通且有耐
性，比較沒有升遷、出差
的機會，成長速度比較緩
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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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元素進階
四元素工作發展徵象

風元素：

風元素強主工作壓力大且不
穩定、上司同事之間的互
動多不愉快且容易犯小
人，工作環境穩定性不高
或自己不夠穩定常換工
作。

土元素：

土元素強主工作內容穩定、
沒有變化且發展緩慢，也
主問卜者不隨意變換工
作，上司同事之間互動不
太頻繁，若問及加薪問題
則有不錯的加薪機會，薪
水的成長性也相當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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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論解牌技巧

● 問題：

男問現職還有沒有成長性？

● 抽出之牌：

杖７逆位、錢３正位、錢６逆位、劍８正位、世界正位

● 實況說明：

男生在現職工作已經五年，想了解現職
是否還有成長空間。

● 試推：

一、現職沒有成長性，從何得知？
二、現職壓力大且小人多，從何得知？

風風 土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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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元素進階
四元素工作選擇徵象

火元素：

火元素強多勞力密集業、傳
統產業、業務單位、直接
性銷售人員、需要長時間
動火的餐飲業，陸上運輸
業。

水元素：

水元素強多文化產業、補教
業、服務業、行政人員、
保險直銷從業人員、講
師、顧問、設計相關行
業、輕食店、飲料店、冰
果店、水產養殖業、水上
運輸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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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元素進階
四元素工作選擇徵象

風元素：

風元素強多高科技業、專業
技術人員、需要證照之相
關工作、醫生、命理師、
身心靈工作者。

土元素：

土元素強多金融業、貿易相
關行業、藝術相關行業、
土地買賣、大型工程建
設、殯葬業、礦採業、貴
金屬、寶玉石業、農林畜
牧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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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論解牌技巧

● 問題：

女問自己適合什麼工作？

● 抽出之牌：

杯 10 逆位、審判正位、錢 10正位、杯９逆位、錢公主正位

● 實況說明：

女生對於現職一直不滿意，所以來問自
己適合什麼工作。

● 試推：

一、現職薪水不錯，從何得知？
二、現職成長空間很大，從何得知？
三、女生比較適合那方面的工作？

土土水 火火



  45

２２張大牌聯繫法

（三）皇后、吊人、世界 （六）戀人、惡魔 （九）隱者、月亮

（二）女教皇、正義、審判 （五）教皇、節制 （八）力量、星星

（一）魔術師、命運之輪、太陽 （四）皇帝、死神 （七）戰車、高塔

２２張大牌聯繫法介紹：２２張大牌聯繫法介紹：
２２張大牌聯繫法為大牌之帶牌基本規則，每一個宮位內的牌彼此之間都有聯繫與２２張大牌聯繫法為大牌之帶牌基本規則，每一個宮位內的牌彼此之間都有聯繫與
前後關係存在，在實際解牌上面可以增加其解釋的深度、廣度，甚至也可以額外看前後關係存在，在實際解牌上面可以增加其解釋的深度、廣度，甚至也可以額外看
出其事情的內、外在的影響跟問題點。出其事情的內、外在的影響跟問題點。

而此聯繫法也有其宮位意義存在，解釋牌義時也可以沿用此宮位意義來做詮釋，或而此聯繫法也有其宮位意義存在，解釋牌義時也可以沿用此宮位意義來做詮釋，或
是做問題的定位解釋。是做問題的定位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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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張大牌聯繫法

第一宮
動靜分法：

正位：魔術師（動）、命運之輪（動）、太陽（動）

逆位：魔術師（靜）、命運之輪（靜）、太陽（靜）

聯繫解釋：

三張牌共同含意為開始，差別在於那方面的開始，魔術
師是準備開始，命運之輪是命中注定要開始，太陽
是每一天都有一個開始。

第二宮
動靜分法：

正位：女教皇（靜）、正義（靜）、審判（動）

逆位：女教皇（動）、正義（動）、審判（靜）

聯繫解釋：

三張牌綜合的牌義有反覆變化的含意，這個組合以女教
皇為軸心，區分內在與外在，並且強調內、外之間
的變化與交戰，正義為內在，審判為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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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張大牌聯繫法

第三宮
動靜分法：

正位：皇后（靜）、吊人（靜）、世界（靜）

逆位：皇后（動）、吊人（動）、世界（靜）

聯繫解釋：

三張牌的綜合牌義為收成，這個組合以皇后為軸心，區
分成收成之前與收成之後兩種狀況，吊人為收成之
前的情況，世界為收成之後的狀況。

第四宮
動靜分法：

正位：皇帝（靜）、死神（動）

逆位：皇帝（動）、死神（靜）

聯繫解釋：

兩張牌的綜合牌義有求突破、求成長的含意，這個組合
區分成皇帝實現突破與成長的動作，死神是求突破
與成長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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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張大牌聯繫法

第五宮
動靜分法：

正位：教皇（動）、節制（動）

逆位：教皇（靜）、節制（靜）

聯繫解釋：

兩張牌的綜合牌義為尋求貴人與得到貴人幫助的一個狀
況，這個組合區分為教皇是貴人、長輩的幫助，節
制是尋求貴人幫忙的動作。

第六宮
動靜分法：

正位：戀人（靜）、惡魔（靜）

逆位：戀人（動）、惡魔（靜）

聯繫解釋：

兩張牌的綜合牌義為合約、合夥與突破人際的狀況，這
個組合區分成戀人的短期合約跟惡魔的長期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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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張大牌聯繫法

第七宮
動靜分法：

正位：戰車（靜）、高塔（動）

逆位：戰車（動）、高塔（動）

聯繫解釋：

兩張牌的綜合牌義為安穩的環境與對這安穩環境產生干
擾的內、外在破壞，這組牌區分為戰車是安穩的環
境，高塔是內、外在的破壞。

第八宮
動靜分法：

正位：力量（靜）、星星（動）

逆位：力量（動）、星星（靜）

聯繫解釋：

兩張牌的綜合牌義為修補、堅持與持續某一個狀態，這
一組牌的力量與星星都有堅持與持續某一個狀態的
含意，差別在於力量所給予的是強迫，而星星則是
隨性的給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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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張大牌聯繫法

第九宮
動靜分法：

正位：隱者（動）、月亮（靜）

逆位：隱者（靜）、月亮（動）

聯繫解釋：

兩張牌的綜合牌義為對某一事務的不明確、不安全感，
甚至也有被假象困擾的現象，這一組牌區分成隱者
的尋找、找到與月亮的刻意隱瞞、欺騙。 動靜分法介紹：動靜分法介紹：

動靜分法為簡易判斷事情之行、動靜分法為簡易判斷事情之行、
止的技巧，此技巧使用方式為取止的技巧，此技巧使用方式為取
其過而論之。其過而論之。

靜 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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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張大牌聯繫法（快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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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張大牌牌義（愚者）

正位：

幻想．夢想．希望．自由．直接．直率．前衛．
獨特．創新．活潑．開創．聰明．解放．自
主．獨立．掌握自我．充滿期待．自我實
現．放下過去．與眾不同．標新立異．小孩
子氣．天真無邪．多方嘗試．不拘小結．無
視眾人的眼光．超脫世俗思想．打破舊有觀
念．坦然面對阻礙。

逆位：

退縮．害怕．畏懼．懦弱．擔心．意外．不測．
失望．無能．安靜．矛盾．不和．停擺．滯
留．緩慢．停留過去．沒有未來．不願正
視．固步自封．太過依賴．沒有主見．推三
阻四．想東想西．害怕改變．抗拒改變．只
願活在過去．對自我沒信心．沒有太多自我
想法．容易任人擺佈。

正位：

愚者正位在感情上面一般當成有新方向與對未來
有所期待來做判斷，若是沒有感情對象則代
表著對新對象的期待，若是已經有感情對象
則代表著對這一段感情的未來有所期待。

逆位：

愚者逆位在感情上面一般當成停留在過去回憶與
不願改變來做判斷，若是沒有感情對象則代
表著一直回憶著過去的感情或者是不願意改
變現狀，若是已經有感情對象則代表著對過
去還是有期待或者是對於現狀很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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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張大牌牌義（魔術師）

正位：

起點．開始．施展．創造．掌握．發展．行使．
展現．表演．表達．溝通．思考．互動．傳
遞．流通．獨立．來源．有目標．雄心壯
志．事務之始．蓄勢待發．掌握能量．準備
就緒．擁有才能．得到幫助．全新的開始。

逆位：

停頓．遲緩．被困．焦慮．沮喪．卡住．欺騙．
詭計．狡猾．沒目標．失去方向．沒有勇
氣．尚未準備．無法掌握．能量失控．思緒
混亂．情緒不穩．失去聯繫．受到阻礙．發
展不順．溝通障礙．未獲援助．不夠靈敏。

正位：

魔術師正位在感情上面一般都當作一個新的開
始，或者是交流來做判斷，若是沒有感情對
象則代表著最近將要有新的對象，或者是跟
某些對象有好的互動，若是有感情對象則代
表這一段感情可能剛開始，或者是始終保持
在剛交往的感覺，也有可能是雙方間的互動
相當的融洽。

逆位：

魔術師逆位在感情上面一般都當作還沒有準備
好，或者是有衝突來看，若是沒有感情對象
則代表其實自己也還沒有準備好要接受一段
感情，若是有感情對象則比較傾向在雙方常
常有衝突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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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張大牌牌義（女教皇）

正位：

冷靜．堅持．專注．直覺．內在．膽怯．謹慎．
害羞．陰柔．溫和．相當被動．精神不穩．
多愁善感．鑽牛角尖．優柔寡斷．內在不穩
定．稍具神經質的狀況。

逆位：

實在．現實．踏實．理性．大膽．直接．積極．
興奮．活躍．善變．變動．對立．感情用
事．充滿魅力．展現自我．主動追求．充分
自主．放棄潛在能量．追求外在誘惑．情緒
較高亢．喜歡接觸群眾。

正位：

女教皇正位在感情上面一般當作心中想要離開現
狀但是卻沒有任何動作的象徵，若是沒有感
情對象則是被動的等待機會，若是有感情對
象則是想要離開現有感情但是不敢有任何動
作。

逆位：

女教皇逆位在感情上面一般當作出軌、離開現狀
與不願意繼續停留現狀的象徵，若是沒有感
情對象則是會主動去尋找機會，若是有感情
對象則會有出軌的可能性或者是有離開現狀
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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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張大牌牌義（女皇）

正位：

富貴．富裕．豐收．快樂．優雅．優美．美感．
調合．高尚．多產．精緻．金錢．享受．物
質．情趣．舒服．安逸．安定．放鬆．藝
術．愛情．溫柔．和睦．善意．悠閒．懷
孕．婚姻．婚禮．生產力．有氣質．親密關
係．柔性特質．心情開朗．高貴典雅．沒有
壓力．輕鬆自在．感官享受．和藹可親．缺
乏主動．較易滿足。

逆位：

浪費．貪婪．貪玩．貪財．不實．浮誇．奢侈．
糜爛．小產．墮胎．沒氣質．產量不足．收
入減少．不夠真誠．物慾較重．誇耀不實。

正位：

女皇正位在感情上面一般當作感情豐富或者是擁
有感情的象徵，若是沒有感情對象則是有很
多不錯的機會在身邊打轉，若是有感情對象
則代表這一段感情相當穩定且美好。

逆位：

女皇逆位在感情上面一般當作失去感情與沒有感
情來論，若是沒有感情對象則代表感情不順
或感情運勢不好，若是有感情對象則代表這
一段感情發展不順或快走向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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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張大牌牌義（皇帝）

正位：

權力．財力．正直．信心．安定．安穩．能力．
成功．驕傲．征服．表現．突破．積極．活
力．興奮．勇敢．膽量．主動．領導．掌
控．驅使．指揮．企圖心．進取心．埋頭苦
幹．目空一切．高高在上．掌握一切。

逆位：

暴力．慾望．狠心．暴烈．傷害．激烈．攻擊．
侵略．爭鬥．奪取．發洩．消耗．浪費．惡
意．死亡．離去．強迫．不友善．佔有欲．
侵略心．鐵石心腸．衝鋒陷陣．冒險精神。

正位：

皇帝正位在感情上面一般當作對感情的掌控性比
較強，若是沒有感情對象則是因為自己太挑
所以不容易進入感情，若是有感情對象則代
表對這一段感情的掌控性過強，太過大男、
女人。

逆位：

皇帝逆位在感情上面一般當作脫離感情或外遇的
狀態，若是沒有感情對象則是代表還在努力
積極的尋找，若是有感情對象則代表著快要
脫離感情或正在外遇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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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張大牌牌義（教皇）

正位：

導師．付出．智慧．神聖．父性．神性．靈性．
悟性．開悟．教導．引導．傳統．信仰．宗
教．祝福．服務．分享．內斂．壓抑．自
制．沈著．神格化．給予者．指導者．指引
方向．指點迷津．舊式思想。

逆位：

學生．信徒．收取．要求．需求．拿取．轉換．
離開．外放．新朝．信念．找尋．進修．改
革．突破．抗拒．理性．新思想．新觀點．
不沈著．不付出．沒耐心．新方向．被救
贖．受指點．突破現狀。

正位：

教皇正位在感情上面一般當作對感情相當付出的
一個人，若是沒有感情對象則代表比較容易
被當成好人看待，若是有感情對象則代表對
感情相當付出與願意付出。

逆位：

教皇逆位在感情上面一般當作相當保守且不願付
出的一個人，若是沒有感情對象則比較會讓
被追求者當成小氣鬼，若是有感情對象則代
表比較不付出的那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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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張大牌牌義（戀人）

正位：

愛情．戀愛．戀人．合作．合夥．伙伴．交情．
同志．伴侶．友誼．婚姻．耐心．調和．和
睦．享樂．熱情．交往．互惠．信任．付
出．收穫．真誠．瞭解．溝通．互動．幸
福，祝福．成長．新關係．良好關係．一見
鍾情。

逆位：

分手．分離．拆夥．不和．爭吵．鬥爭．敵對．
怨恨．對立．推翻．私奔．外遇．變節．反
常．含糊．躲避．逃避．阻礙．隔離．孤
立．懷疑．不足．失望．自由．不愉快．交
流停止．溝通障礙．貌合神離．疑神疑鬼。

正位：

戀人正位在感情上面一般當作比較快速進入感情
的狀態，若是沒有感情對象則代表桃花很
旺，也代表有感情接近的狀態，若是有感情
對象則代表這一段感情發展很快速且熱烈。

逆位：

戀人逆位在感情上面一般當作快速分離的狀態，
若是沒有感情對象則代表剛離開感情或桃花
來去快速，若是有感情對象則代表這一段感
情快要走到終點，已經看到分離的徵象。



  59

２２張大牌牌義（戰車）

正位：

汽車．航行．行動．家庭．環境．掌控．能力．守
衛．驅策．發展．組織．擴大．擴充．擴展．
突破．河流．保護者．交通工具．運輸工具．
短途旅行。

逆位：

翻車．停滯．受困．束縛．卡住．攻擊．脫序．失
控．不測．橫禍．意外．突發．偶發．災難．
惡化．退化．不動．固定．掠奪．緩慢．延
期．征服．侵略．暴力．無力感．無法掌控．
無法駕馭．超乎想像．腹背受敵。

正位：

戰車正位在感情上一般當作穩定的狀況來做解
釋，若是沒有感情對象則代表最近一段時間
都不會有感情對象出現，若是有感情對象則
代表這一段感情很穩定，且發展平順。

逆位：

戰車逆位在感情上一般當作不穩定的狀況來做解
釋，若是沒有感情對象則代表最近一段時間
的感情運一直都很不穩定，若是有感情對象
則代表這一段感情行不穩定的運勢，而且發
展上也出現了很多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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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張大牌牌義（力量）

正位：

堅持．持續．忍耐．堅忍．雅量．和平．控制．
掌控．管理．強制．強迫．服從．收斂．溫
柔．細心．小心．呵護．安撫．大膽．勇
敢．壓力．妥協．有膽量．有膽識．有信
心．有能力．有耐性．不屈不撓。

逆位：

暴躁．暴動．暴力．反擊．爭吵．鬥爭．易怒．
激怒．焦躁．煩躁．任性．衝動．動亂．暴
動．反彈．抵抗．險惡．失序．無情．無耐
性．惡意中傷．不受掌控．不易掌控．無法
掌控．失去信心．失去耐心．壓力過大。

正位：

力量正位在感情上一般當作堅持與掌控來做解
釋，若是沒有感情對象則代表會繼續維持沒
有對象的狀態一陣子，若是有感情對象則代
表過份給對方太多壓力。

逆位：

力量逆位在感情上一般當作失控來做解釋，若是
沒有感情對象則代表這一段時間感情運都很
不穩定，若是有感情對象代表會跟對方有不
愉快的情況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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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張大牌牌義（隱者）

正位：

緩慢．思想．思考．找尋．搜尋．探究．冷靜．
冷卻．內在．內化．內省．心智．知性．理
性．仔細．記憶．回憶．感覺．隱居．隱
藏．沈默．想像力．潛意識．找到方向．目
標明確。

逆位：

模糊．迷惑．困惑．膽怯．困難．阻礙．停滯．
停止．遲緩．受剋．恍惚．狹窄．狹小．懦
弱．失敗．挫敗．缺陷．缺乏．不足．焦
慮．寂寞．自憐．疑慮．難以捉摸．捉摸不
定．含糊不清．心不在焉．失去方向．沒有
方向。

正位：

隱者正位在感情上一般當作尋找與找尋進化方式
來做解釋，若是沒有感情對象則代表還在找
尋心目中的理想對象，若是有感情對象則代
表這一段感情的雙方在找尋讓感情更進一步
的門口。

逆位：

隱者逆位在感情上一般當作迷惘與停頓來做解
釋，若是沒有感情對象則代表當下其實也並
沒有很想談戀愛，若是有感情對象則代表這
一段感情出現一些問題與發展停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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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張大牌牌義（命運之輪）

正位：

運轉．轉動．持續．時間．意外．機會．希望．
放大．擴大．擴張．膨脹．開銷．浪費．改
良．進步．升遷．變動．移轉．前進．緣
分．過程．旅途．起點．終點．轉捩點．因
果律．行進當中．因果關係．順其自然。

逆位：

暫停．不動．停滯．停頓．意外．壞事．縮小．
僵化．減少．阻礙．困頓．困難．靜止．慢
性．延期．退化．惡化．沈悶．落後．凝
固．障礙．喪失．壓迫．強迫．沮喪．反效
果．停滯不前．無動於衷．時間未到。

正位：

命運之輪正位在感情上可以代表有緣份、感情發
展順利來看，若是沒有感情對象則代表即將
出現有緣份的對象，若是有感情對象則代表
這一段感情發展順利與長久。

逆位：

命運之輪逆位在感情上可以代表緣份不足、感情
發展停滯不順來看，若是沒有感情對象則是
這一段時間都沒有談感情的狀態，若是有感
情對象則代表這一段感情面臨了阻礙與雙方
緣份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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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張大牌牌義（正義）

正位：

公正．公平．公道．平衡．平穩．穩定．穩固．
穩當．衡量．尺度．正義．法則．法規．法
條．法律．契約．守法．誠實．信義．信
任．信條．負責．責任．理智．理性．分
析．決斷．判斷．評量．評斷．對稱．均
衡．對等．協調．條理分明。

逆位：

歪斜．犯法．官非．官司．不公正．不公平．不
公道．不平衡．不平穩．不穩定．不穩固．
不穩當．不協調．不對等．不對稱．不均
衡．沒條理．不理智．不理性．無法無天．
尺度模糊．觸犯法律．官司訴訟．法律問
題．契約問題．拒絕互動．拒絕溝通。

正位：

正義正位在感情上一般當作穩定與平衡來看，若
是沒有感情對象則代表這一陣子的感情都會
維持著空窗，若是有感情對象則是雙方之間
的互動是平等的且感情一直很穩定。

逆位：

正義逆位在感情上一般當作不穩定與失去平衡來
看，若是沒有感情對象則代表這一陣子沒有
穩定下來的機會，若是有感情對象則是這一
段感情開始不穩定與感情發展出現不好的狀
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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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張大牌牌義（吊人）

正位：

等待．期待．盼望．夢想．堅持．堅忍．堅強．
忍耐．耐性．耐心．束縛．被困．被縛．自
縛．靜止．遲緩．緩慢．延遲．延期．延
宕．拖延．不動．固定．奉獻．犧牲．耐久
力．暫時停止．發展緩慢．過程緩慢．自我
犧牲．作繭自縛．不屈不撓．無動於衷。

逆位：

離去．掙脫．跳出．脫離．放棄．釋放．移轉．
行動．快速．不等待．不期待．不堅持．不
忍耐．不奉獻．不犧牲．不付出．不拖延．
尋找目標．尋找方向．重新調整．掙脫束
縛．發展快速．過程快速．很快放棄．失去
耐性．脫離控制。

正位：

吊人正位在感情上一般當作等待、發展卡住來
看，若是沒有感情則代表還在等待感情的出
現，若是有感情對象則代表這一段感情的發
展目前是卡住停滯的現象。

逆位：

吊人逆位在感情上一般當作掙脫、離去來看，若
是沒有感情則代表不斷的尋找，若是有感情
對象則代表著這一段感情中有人即將要離開
或已經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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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張大牌牌義（死神）

正位：

過程．渡過．跨過．越過．轉機．生機．復活．
重生．再生．順從．服從．聽從．願意．甘
願．暗中．宿命．無怨尤．暫時性．被帶
領．被領導．冥冥之中．心甘情願．無怨無
悔．聽從安排．順其自然．聽天由命．生死
交關。

逆位：

放下．死亡．被迫．掙扎．痛苦．難過．失望．
害怕．傷心．暫停．停止．歇息．休息．懸
念．怨念．怨恨．哀怨．抱怨．失望．沒信
心．沒自信．沒希望．不願意．不願放棄．
不願聽從．不願前行．不願服從．心不甘情
不願。

正位：

死神正位在感情上一般當作過程與轉機來看，若
是沒有感情則代表正在面臨一個轉機而有新
的對象，若是有感情則代表這一段感情即將
面臨一個轉機而讓感情有昇華的可能。

逆位：

死神逆位在感情上一般當作不願前進與停留過去
來看，若是沒有感情且之前有談過戀愛則代
表著目前還回憶著過去的感情，若是沒有感
情且之前沒有談過感情則代表著自己不願去
接受感情的來臨，若是有感情對象則代表著
這一段感情的發展受到了阻礙而無法前進，
而這阻礙是來自於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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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張大牌牌義（節制）

正位：

旅行．旅程．遠行．航行．交流．溝通．互動．
教導．教學．教授．教育．節制．節儉．節
約．節省．小心．注意．細心．仔細．自
制．克己．思考．思緒．思想．智慧．知
性．邏輯．理性．理智．遠距離．長途旅
行．遠距離的溝通或交流。

逆位：

不對等．不平等．不相等．短距離．近距離．沒
智慧．不理性．不理智．從屬關係．階級關
係．粗心大意．不良互動．不良溝通．不願
溝通．不願互動．停止交流．停止溝通。

正位：

節制正位在感情上一般當作交流與還有成長性來
看，若是沒有感情則代表應該有不錯的交流
對象在身邊，若是有感情對象代表這一段感
情的交流很穩定且很有成長性。

逆位：

節制逆位在感情上一般當作沒有交流與沒有成長
性來看，若是沒有感情則代表自己也不願意
去接觸感情，若是有感情對象則代表雙方的
互動關係出了很大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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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張大牌牌義（惡魔）

正位：

緣分．因緣．姻緣．宿命．前世．天命．安排．
慾望．注定．控制．掌控．操控．束縛．物
質．野心．金錢．慾望．慾念．放縱．縱
慾．結合．合作．合夥．同盟．聯盟．合
併．控制慾．掌控慾．合夥關係．姻緣關
係．婚姻關係．前世因緣。

逆位：

糾纏．離開．分開．離去．自由．不合．摩擦．
危險．對立．敵對．停止．停頓．靜止．障
礙．懼怕．害怕．擔心．壞姻緣．無法掌
控．無法操控．無法控制．失去控制．不好
的因果關係。

正位：

惡魔正位在感情上一般當作緣份、結合、姻緣等
關係，若是沒有感情對象則代表即將出現跟
自己有緣份的對象，若是有感情對象則代表
這一段感情的發展會很長久且可以考慮結
婚。

逆位：

惡魔逆位在感情上一般當作糾纏、分不乾淨來判
斷，若是沒有感情對象但是剛離開一段感情
則代表著跟過去感情還有一些糾纏不清的狀
況發生，若是沒有感情對象而過去沒談過感
情則代表最近會出現比較不好的對象，若是
有感情對象則代表著這一段感情可能會發展
的相當不順利，而且要分還分的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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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張大牌牌義（高塔）

正位：

破壞．毀壞．崩潰．崩壞．崩塌．瓦解．傷害．
傷難．遇難．動亂．突然．橫禍．意外．偶
發．阻礙．危險．緊急．衝動．衝突．爆
衝．暴力．爆炸．爆發．被干擾．被傷害．
被阻礙．突發事件．外力介入．動盪不安．
被迫改變。

逆位：

內亂．私底下．私下衝突．慢性破壞．慢性毀
壞．自我衝突．自我破壞．自我毀壞．自我
傷害．內在破壞．內在毀壞．內在傷害．內
部不合．內在動亂．內在衝突．暗中破壞．
暗中阻礙．飛來橫禍．不法企圖．不為人知
的阻礙。

正位：

高塔正位在感情上一般當作外力破壞或外力介入
來解釋，若是沒有感情對象則是感情發展還
是很不順遂，若是有感情對象就要注意外力
的介入與破壞。

逆位：

高塔逆位在感情上一般當作內在的破壞與失和來
解釋，若是沒有感情對象則是自我矛盾與自
我感情態度不穩定，若是有感情對象就要注
意雙方的互動有失和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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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張大牌牌義（星星）

正位：

希望．期待．期望．期許．付出．投資．給予．
施捨．追求．找尋．探索．瞭解．確定．正
確．內在溝通．內在智慧．自我追求．自我
期許．內在需求．確立目的．確定方向．確
定目標．目標正確．方向正確。

逆位：

達成．達到．得到．得手．獲得．收穫．收成．
成功．成長．勝利．成熟．成就．穩定．穩
當．妥當．安定．安穩．安全．沈穩．有希
望．目標達成．希望達成．目的達到．狀況
穩定．狀況確定．穩定發展。

正位：

星星正位在感情上一般當作付出與投資來判斷，
若是沒有感情則是代表應該要多付出與努力
找尋，若是有感情則代表著需要努力為了這
一段感情而付出與投資。

逆位：

星星逆位在感情上一般當作得到收穫來做判斷，
若是沒有感情則是機會很多或者會有人幫忙
介紹，若是有感情則代表這一段感情的發展
相當順利且對方對自己相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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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張大牌牌義（月亮）

正位：

母親．母性．孕育．情緒．波動．週期．月事．
遺傳．特質．直覺．感情．阻礙．障礙．妨
礙．幻想．幻覺．空想．假象．錯覺．夜
晚．看不透．摸不清．潛意識．步步為營．
找尋方向．尋找真相。

逆位：

反面．背面．呈現．出現．發現．展現．找到．
真相．不穩定．負能量．起伏較大．阻礙排
除．阻礙消失．目的達到．狀況達成．達到
目標。

正位：

月亮正位在感情一般代表有阻礙與假象或錯覺的
狀況，若是沒有感情則代表目前會有一陣子
無法找到感情，若是有感情則是要多注意一
下對方也許會有欺瞞自己的狀況，或者是自
己把這一段感情看的太過美好。

逆位：

月亮逆位在感情上一般代表順遂與真相，若是沒
有感情則代表尋找感情是順利的，若是有感
情則代表著對方對自己是完全坦白的，而且
這一段感情也將順利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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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張大牌牌義（太陽）

正位：

能量．能力．能源．光亮．光明．甦醒．復甦．
復原．復活．好轉．權力．活力．動力．熱
力．動能．朝氣．溫暖．活潑．明顯．掌
權．才能．正面．能力凸顯．步步高升．蓬
勃發展．打破僵局．新的開始．新的狀況．
突破現狀．重見光明。

逆位：

黑夜．黑暗．夜晚．深夜．暗處．暗中．陰暗．
潮濕．陰冷．凝重．安靜．冷靜．停滯．停
頓．僵局．僵化．僵住．反面．暗地裡．沒
動力．沒活力．沒能量．僵持不下．發展停
滯．發展停頓．無法突破．暫時停止．尚須
努力。

正位：

太陽正位在感情上一般有突破與發展的狀況，若
是沒有感情對象則代表過沒有多久應該會有
對象出現，若是有感情對象則代表這一段感
情的發展是順利的。

逆位：

太陽逆位在感情上多半會有停滯與沒有活力的狀
況，若是沒有感情對象則代表目前自己的感
情運勢相當陰霾沒有發展性，若是有感情對
象則代表這一段感情的發展停滯不前且相當
不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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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張大牌牌義（審判）

正位：

審判．審查．審核．審視．審理．處理．處置．
賞罰．得救．拯救．救援．機會．重生．重
整．整理．整治．復活．復甦．復原．轉
機．生機．改善．改變．變化．新機會．得
到機會．得到救援．改變狀況．改變現狀．
改變方針。

逆位：

等待．消極．失望．沒望．無望．沒機會．沒希
望．沒變化．沒改善．沒改變．時間未到．
等待機會．等待救援．等待救贖．等待復
甦．等待時間．等待外援．等待援助．時間
未到．尚未得救．倚靠救援。

正位：

審判正位在感情上一般會有轉機或改變的狀況，
若是沒有感情對象則代表應該是有不錯的對
象會對自己好或追求自己，若是有感情對象
則代表對方會對自己不錯，或者是自己與對
方另外有其他的誘惑存在。

逆位：

審判逆位在感情上一般會有停滯與沒有變化的狀
況，若是沒有感情對象則代表自己目前沒有
對象的狀況並不會有所改變，若是有感情對
象則代表這一段感情的發展沒有進展與雙方
的互動出現很大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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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張大牌牌義（世界）

正位：

完整．圓滿．達成．得到．成功．成就．成果．
完成．享受．擁有．享有．順利．亨通．頂
點．頂端．停止．穩重．堅定．可靠．穩
固．固定．堅固．守成．所有．一切．快
樂．歡樂．和平．高層人員．高層階級．好
的結果．好的成果．好的狀況。

逆位：

缺憾．缺陷．缺少．缺乏．束縛．受困．受阻
礙．受考驗．差一點．差一步．差一些．不
穩固．不穩重．不夠完整．不夠完全．不夠
全面．時間未到．臨門一腳．尚未達成．尚
未成功。

正位：

世界正位在感情上來看，多半可以代表目前的狀
況是不錯的，不過也代表卡住，若是沒有感
情對象代表目前狀況會繼續維持下去，若是
有感情對象代表這一段感情最好也就如此。

逆位：

世界逆位在感情上面多半代表目前的狀況是很糟
糕的，也代表當下是卡住沒有進展的，若是
沒有感情對象代表目前的狀況會繼續維持一
段時間，若是有感情對象代表這一段感情沒
有改善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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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張小牌牌義（權杖組）

權杖一

正位：

開創、發展、有行動力、動力很強、事情
的開始與進展相當迅速或快速。

逆位：

停頓、困住、冷卻、沒動力、動力不足、
事情的開始或發展有相當無力感。

重點口訣：

一見杖一事物之始，如火燎原。

權杖二

正位：

遠行、旅行、行動、距離感、找到方向、
有短或中長期目標、目標相當明確。

逆位：

距離感、出行有阻礙、沒有目標、目標不
容易實現、目標有很大問題。

重點口訣：

一見杖二必有遠行，戀愛遠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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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張小牌牌義（權杖組）

權杖三

正位：

出行、遠行、遠距離、距離感、進展順
利、即將有好消息來到。

逆位：

遠距離、有距離感、出行不順利、事情發
展不順、將有不好的消息。

重點口訣：

一見杖三必有等待，兩地戀愛。

權杖四

正位：

穩定、固定、平衡、發展穩定、發展順
利、穩定的關係、穩定的合作關係。

逆位：

破壞、分離、不穩定、關係的破滅、合作
失去平衡、發展相當不順利。

重點口訣：

一見杖四必有喜事，成家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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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張小牌牌義（權杖組）

權杖五

正位：

不穩、鬥爭、抗爭、轉變、爭執、不愉快
的狀況、失去穩定的環境。

逆位：

冷卻、紛爭停止、暫停爭鬥、停止轉變、
消極面對、不願意繼續運作。

重點口訣：

一見杖五必有鬥爭，動手動腳。

權杖六

正位：

出擊、比賽、榮耀、得勝、集體行動、眾
志成城、眾人凝聚相同的意思。

逆位：

退縮、失利、散漫、失去勢力、組織不團
結、不穩定的組織、與環境。

重點口訣：

一見杖六必有榮歸，奪得芳心。



  77

５６張小牌牌義（權杖組）

權杖七

正位：

抵抗、衝突、壓力、鬥爭、奮力抵抗外來
的攻擊、不願意放棄唯一的希望。

逆位：

放棄、被迫、失去抵抗力量、放棄自我堅
持與權力、消極的等待結果。

重點口訣：

一見杖七必有抵抗，以一擋百。

權杖八

正位：

旅行、行動力、不穩定、驛馬星動、發展
進展快速、更高深的發展或成就。

逆位：

受制、穩定、行動力受阻、易有交通意
外、發展或進展受到阻礙。

重點口訣：

一見杖八必有漂泊，浪跡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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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張小牌牌義（權杖組）

權杖九

正位：

掌控、操控、掌握權力、支配他人、嘗試
掌控一切、整齊劃一的行動。

逆位：

被抵抗、被掌控、失去秩序、失去掌控能
力、極度混亂的環境。

重點口訣：

一見杖九必有掌控，力不從心。

權杖十

正位：

苦難、壓力、費力、負責任、腳踏實地、
行動緩慢、背負重擔。

逆位：

解脫、卸下重擔、不負責任、不夠腳踏實
地、不願背負重擔、放棄自我堅持。

重點口訣：

一見杖十必有壓力，背負重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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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張小牌牌義（聖杯組）

聖杯一

正位：

情感開始、開始思考、開始溝通、感情開
始釋放、對遠未來有計畫。

逆位：

情感阻礙、思考受到阻礙、溝通出現問
題、感情釋放不足夠、未來沒有方向。

重點口訣：

一見杯一事物之始，細水綿長。

聖杯二

正位：

合夥、合作、交流、互動、婚姻關係、一
段愉快的合作、注重合作關係。

逆位：

拆夥、分手、停止交流、停止互動關係、
相當不愉快的合作、停止合作關係。

重點口訣：

一見杯二必有交易，婚姻大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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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張小牌牌義（聖杯組）

聖杯三

正位：

分享、三角、歡樂、慶豐收、良好的合作
關係、愉快的會談、愉快的環境。

逆位：

拆夥、三角、不愉快、溝通出現問題、不
愉快的一次會談、不愉快的環境。

重點口訣：

一見杯三必有合夥，腳踏兩船。

聖杯四

正位：

不滿足、想太多、不切實際、只想不做、
光說不做、沒有行動力。

逆位：

滿足於現狀、思考不夠周密、行動力過份
充足、對現狀下錯誤判斷。

重點口訣：

一見杯四必有不滿，情感空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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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張小牌牌義（聖杯組）

聖杯五

正位：

悲傷、失落感、相當孤獨的感覺、找不到
未來的方向、失去情感。

逆位：

跨越當下困境、願意去做出突破、主動尋
求解脫的方法、離開悲傷的環境。

重點口訣：

一見杯五必有心貪，坐二望三。

聖杯六

正位：

安全、穩定、有保障的關係或生活、受到
旁人祝福的感情或事件。

逆位：

不安全、不穩定、失去保障的關係或生
活、不被旁人祝福的感情或事件。

重點口訣：

一見杯六必有期望，夫妻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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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張小牌牌義（聖杯組）

聖杯七

正位：

桃花很旺、很多機會可以選擇、完成心中
的慾望、有不錯的機會或貴人。

逆位：

桃花不旺、沒有機會與貴人、心中沒有太
多想法、費盡心力也找不到機會。

重點口訣：

一見杯七必有挑選，遍地機會。

聖杯八

正位：

想要遠離、有外在的誘惑、希望能突破現
狀、不滿足於現狀、內心游移不定。

逆位：

停留現狀、不敢主動追求、放棄心中的慾
望、不被外界誘惑、努力穩定自我。

重點口訣：

一見杯八必有誘惑，欲走還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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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張小牌牌義（聖杯組）

聖杯九

正位：

對現狀相當滿足、一段歡樂的時光、願意
跟人分享的時刻、事情發展相當順利。

逆位：

失去感情、對現狀不太滿意、不願意跟他
人互動、事情發展出現阻礙。

重點口訣：

一見杯九必有滿足，夫復何求。

聖杯十

正位：

喜悅、充滿歡樂、對現狀相當滿意、享受
當下的快樂、不缺感情或桃花。

逆位：

失望、對現狀與未來失去信心、嫌惡目前
的環境與生活、失去感情。

重點口訣：

一見杯十必有愉悅，福杯滿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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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張小牌牌義（寶劍組）

寶劍一

正位：

虛幻不實、處處假象、整體而言相當的不
穩定與不實際。

逆位：

出現、展現、漸漸凸顯出來、整體狀況比
較屬於由虛轉實的一個狀況、甚至也代
表事情慢慢明朗的感覺。

重點口訣：

一見劍一事物之始，捕風捉影。

寶劍二

正位：

放不開、不願意面對現實、不願意打開心
胸、只願活在自己的世界。

逆位：

放開、重新面對現實、願意放開自己的心
胸、為了現實而不得不放開自己的堅
持。

重點口訣：

一見劍二必有逃避，不利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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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張小牌牌義（寶劍組）

寶劍三

正位：

失落、傷痛、心情極度低落、正在面臨極
度傷心的時刻。

逆位：

空虛感、傷害力不是太強、正在受到打擊
的時刻、不穩定與正在受傷害的時刻。

重點口訣：

一見劍三必有傷感，生離死別。

寶劍四

正位：

休息、隱藏自己、躲藏在安全的角落、有
一點類似療傷的一個狀態。

逆位：

跳脫、突破、展現自我、離開安全的空
間、療傷結束準備跳脫出安全的環境。

重點口訣：

一見劍四必有孤單，夢會佳人。



  86

５６張小牌牌義（寶劍組）

寶劍五

正位：

暫時性的妥協、暫時性的放下成見、很多
事情都沒有得到解決。

逆位：

開始衝突、成見日益加深、彼此間的互動
充滿了壓力、相當不穩定的交流與互
動。

重點口訣：

一見劍五必有比試，勝負已定。

寶劍六

正位：

順其自然、貴人相助、從一個不好的環境
離開、有漸漸解脫的含意。

逆位：

受困、沒有希望、在困境之中打轉、沒有
貴人幫忙、當下還是屬於相當不穩定的
狀態。

重點口訣：

一見劍六必有波動，貴人引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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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張小牌牌義（寶劍組）

寶劍七

正位：

掙扎、偷偷摸摸、不願意放棄、想辦法找
機會扭轉現狀、多少有一點見縫插針釜
底抽薪的含意。

逆位：

坦蕩蕩、事蹟敗露、詭計被識破、放棄繼
續掙扎的態度與行動。

重點口訣：

一見劍七必有欺瞞，偷雞摸狗。

寶劍八

正位：

自我束縛、不願意面對現實、寧可停留在
現況或過去、不願意放棄一些不可能的
事情。

逆位：

放棄、脫離、願意放下過去成見、擺脫或
突破現狀。

重點口訣：

一見劍八必有阻隔，故步自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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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張小牌牌義（寶劍組）

寶劍九

正位：

憂慮、煩惱、害怕、膽顫心驚、內在的壓
力、自己給自己壓力。

逆位：

輕微的煩惱、對現狀的發展還是有一點希
望、壓力雖然正在形成但是自己並沒有
注意。

重點口訣：

一見劍九必有心驚，惡夢襲身。

寶劍十

正位：

結束、停止、一切都歸於寂靜、不再有希
望與生機。

逆位：

不願意面對現實、還在掙扎的感覺、在痛
苦中求轉變、不願意放棄那最後的希
望。

重點口訣：

一見劍十必有苦痛，萬念俱灰。



  89

５６張小牌牌義（錢幣組）

錢幣一

正位：

務實、穩定、追求物質表象的開始、沒有
變化的現況。

逆位：

虛幻、不穩定、不踏實、產生波動、太過
虛幻且不切實際、變化劇烈的現狀。

重點口訣：

一見幣一事物之始，拖泥帶水。

錢幣二

正位：

選擇、抉擇、努力保持平衡的狀態、對現
狀或未來充滿猶豫不決。

逆位：

失去平衡、被迫選擇、不願繼續維持某一
狀態、對某些事物產生誤判、帶有分化
意味的狀態。

重點口訣：

一見幣二必有抉擇，好壞參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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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張小牌牌義（錢幣組）

錢幣三

正位：

表演、展現自我、凸顯自己最好地一面、
被他人注意與觀察。

逆位：

主動觀察他人、注意他人的表現、嘗試找
尋他人的特色、更加主動的凸顯自己。

重點口訣：

一見幣三必有互動，桃花遍地。

錢幣四

正位：

小氣、節省、小心翼翼、不願意輕易放
棄、只願意專注當下。

逆位：

大方、浪費、粗心大意、容易輕易放棄、
相當不穩定的環境、一個鬆散的狀態與
環境。

重點口訣：

一見幣四必有自封，不願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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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張小牌牌義（錢幣組）

錢幣五

正位：

面對傷痛、失去一切、兩個世界的距離、
失去對現狀或某件事情的掌控性。

逆位：

想要謀求突破、嘗試尋求援助、不放棄任
何希望、努力找尋新的方向。

重點口訣：

一見幣五必有不均，貧富懸殊。

錢幣六

正位：

穩定、貴人、仲介人、撮合者、一段不太
對等得關係、透過第三者得到合作的關
係。

逆位：

拆夥、不穩定、不公正的現狀、失去外在
的援助。

重點口訣：

一見幣六必有婚配，上車補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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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張小牌牌義（錢幣組）

錢幣七

正位：

期待、投資、等待收成、腳踏實地的付
出、緩慢的過程。

逆位：

放棄、不願意等待、對現狀相當不滿意、
積極地想要改變現狀、相當不理性的行
為。

重點口訣：

一見幣七必有播種，腳踏實地。

錢幣八

正位：

努力、辛苦、認真奮鬥、相當打拼、願意
放下身段、對於自己的目標相當努力。

逆位：

懶惰、散漫、不切實際、不願意付出、及
時行樂型的人生。

重點口訣：

一見幣八必有耕耘，埋頭苦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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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張小牌牌義（錢幣組）

錢幣九

正位：

收成、承接、收割成果的時間、承接過去
的努力、有相當不錯的承接機會。

逆位：

持續努力、還未到達收割時期、放棄上層
或旁人給予的幫助、放棄過去的努力。

重點口訣：

一見幣九必有收成，開花結果。

錢幣十

正位：

安穩、成功且穩定的一段時間、幸福美滿
的感覺、享受現狀的一段時刻。

逆位：

離幸福還很遠的狀況、不夠安全的環境、
處於不穩定的環境、對於現狀的發展還
不滿意。

重點口訣：

一見幣十必有歡樂，天倫之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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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張小牌牌義（宮廷牌組）

杖公主

正位：

開始行動、積極開始、充滿動力、相當熱
情且活潑的人、小孩子氣的人。

逆位：

行動放慢、動力不足夠、做事不積極、外
在和諧但內在火爆、有衝突性。

杖騎士

正位：

正在行動、正在積極地運作、動力十足、
相當熱情且直接的人。

逆位：

行動停止、失去動力、動作不夠積極、三
分鐘熱度、思考與行動不協調。



  95

５６張小牌牌義（宮廷牌組）

杖皇后

正位：

積極掌控、指使他人、努力操控一切、積
極掌握權力。

逆位：

放棄權力、不想掌控、放任一切、對事情
採取消極的態度。

杖國王

正位：

掌控一切、享受權力的感覺、行動力趨於
穩定。

逆位：

失去掌控、維持行動力、嘗試掌控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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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張小牌牌義（宮廷牌組）

杯公主

正位：

一個溝通或交流的開始、開始新知識的學
習、等待新消息的來到、內向的人。

逆位：

排斥他人、放棄學習的機會、拒絕與他人
互動。

杯騎士

正位：

消極等待、小心守住現狀、沈浸在安全的
環境。

逆位：

放棄等待、思緒混亂、與他人互動有障
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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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張小牌牌義（宮廷牌組）

杯皇后

正位：

有智慧的人、對現況滿意、幸福且安全的
環境。

逆位：

情緒不穩定、失去控制的狀況、難以溝通
的人。

杯國王

正位：

安穩舒適的空間、沉穩有智慧的人、發展
趨於遲緩。

逆位：

言語傷害、暗潮洶湧的環境、不好且負面
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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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張小牌牌義（宮廷牌組）

劍公主

正位：

壓力的開始、建構虛幻的狀態、排斥他人
的開始。

逆位：

逐漸認清事實、比較趨於穩定、對於現實
狀況比較有把握。

劍騎士

正位：

強烈的不穩定、完全的飄忽不定、相當不
切實際。

逆位：

像現實低頭、為五斗米折腰、努力面對現
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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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張小牌牌義（宮廷牌組）

劍皇后

正位：

刻薄、嚴肅、有距離感、過份要求、不講
情面。

逆位：

壓力依然存在、事情發展不順、過份自我
封閉。

劍國王

正位：

過份理性、保持一定距離、保有自我空
間。

逆位：

不理性、穩定性不足夠、過度的無法掌
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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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張小牌牌義（宮廷牌組）

錢公主

正位：

腳踏實地的開始、相當務實的態度、相當
謹慎且小心的跨出第一步。

逆位：

太過保守、不願意踏出第一步、只願意守
在安全的環境。

錢騎士

正位：

沉穩的前行、按部就班的發展、事情四平
八穩的進行。

逆位：

停止、遇到阻礙、守住僅有的資源、沒辦
法跨出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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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張小牌牌義（宮廷牌組）

錢皇后

正位：

享受現狀、富有的狀態、穩定且富足的人
生。

逆位：

對現狀不滿足、相當不穩定的發展、執著
於現狀。

錢國王

正位：

穩若泰山、重視承諾、收入穩定、狀況平
順。

逆位：

狀況停滯不前、發展阻礙重重、事情狀況
連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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