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 月 日 子1 丑2 寅3 卯4 辰5 巳6 午7 未8 申9 酉10 戌11 亥12

1 1 1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1 1 2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1 1 3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1 1 4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1 1 5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1 1 6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1 1 7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1 1 8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1 1 9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1 1 10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1 1 11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1 1 12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1 1 13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1 1 14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1 1 15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1 1 16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1 1 17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1 1 18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1 1 19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1 1 20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1 1 21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1 1 22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1 1 23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1 1 24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1 1 25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1 1 26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1 1 27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1 1 28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1 1 29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1 1 30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旧暦 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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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1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1 2 2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1 2 3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1 2 4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1 2 5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1 2 6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1 2 7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1 2 8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1 2 9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1 2 10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1 2 11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1 2 12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1 2 13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1 2 14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1 2 15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1 2 16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1 2 17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1 2 18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1 2 19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1 2 20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1 2 21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1 2 22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1 2 23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1 2 24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1 2 25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1 2 26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1 2 27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1 2 28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1 2 29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1 2 30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旧暦 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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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1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1 3 2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1 3 3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1 3 4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1 3 5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1 3 6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1 3 7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1 3 8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1 3 9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1 3 10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1 3 11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1 3 12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1 3 13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1 3 14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1 3 15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1 3 16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1 3 17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1 3 18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1 3 19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1 3 20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1 3 21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1 3 22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1 3 23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1 3 24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1 3 25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1 3 26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1 3 27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1 3 28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1 3 29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1 3 30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旧暦 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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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1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1 4 2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1 4 3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1 4 4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1 4 5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1 4 6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1 4 7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1 4 8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1 4 9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1 4 10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1 4 11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1 4 12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1 4 13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1 4 14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1 4 15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1 4 16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1 4 17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1 4 18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1 4 19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1 4 20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1 4 21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1 4 22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1 4 23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1 4 24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1 4 25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1 4 26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1 4 27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1 4 28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1 4 29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1 4 30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旧暦 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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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1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1 5 2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1 5 3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1 5 4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1 5 5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1 5 6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1 5 7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1 5 8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1 5 9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1 5 10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1 5 11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1 5 12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1 5 13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1 5 14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1 5 15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1 5 16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1 5 17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1 5 18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1 5 19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1 5 20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1 5 21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1 5 22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1 5 23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1 5 24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1 5 25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1 5 26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1 5 27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1 5 28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1 5 29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1 5 30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旧暦 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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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6 1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1 6 2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1 6 3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1 6 4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1 6 5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1 6 6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1 6 7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1 6 8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1 6 9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1 6 10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1 6 11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1 6 12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1 6 13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1 6 14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1 6 15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1 6 16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1 6 17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1 6 18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1 6 19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1 6 20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1 6 21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1 6 22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1 6 23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1 6 24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1 6 25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1 6 26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1 6 27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1 6 28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1 6 29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1 6 30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旧暦 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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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7 1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1 7 2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1 7 3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1 7 4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1 7 5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1 7 6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1 7 7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1 7 8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1 7 9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1 7 10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1 7 11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1 7 12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1 7 13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1 7 14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1 7 15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1 7 16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1 7 17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1 7 18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1 7 19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1 7 20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1 7 21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1 7 22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1 7 23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1 7 24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1 7 25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1 7 26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1 7 27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1 7 28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1 7 29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1 7 30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旧暦 時刻



年 月 日 子1 丑2 寅3 卯4 辰5 巳6 午7 未8 申9 酉10 戌11 亥12

1 8 1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1 8 2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1 8 3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1 8 4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1 8 5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1 8 6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1 8 7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1 8 8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1 8 9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1 8 10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1 8 11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1 8 12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1 8 13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1 8 14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1 8 15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1 8 16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1 8 17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1 8 18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1 8 19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1 8 20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1 8 21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1 8 22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1 8 23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1 8 24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1 8 25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1 8 26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1 8 27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1 8 28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1 8 29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1 8 30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旧暦 時刻



年 月 日 子1 丑2 寅3 卯4 辰5 巳6 午7 未8 申9 酉10 戌11 亥12

1 9 1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1 9 2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1 9 3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1 9 4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1 9 5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1 9 6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1 9 7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1 9 8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1 9 9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1 9 10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1 9 11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1 9 12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1 9 13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1 9 14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1 9 15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1 9 16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1 9 17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1 9 18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1 9 19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1 9 20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1 9 21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1 9 22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1 9 23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1 9 24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1 9 25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1 9 26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1 9 27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1 9 28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1 9 29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1 9 30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旧暦 時刻



年 月 日 子1 丑2 寅3 卯4 辰5 巳6 午7 未8 申9 酉10 戌11 亥12

1 10 1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1 10 2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1 10 3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1 10 4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1 10 5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1 10 6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1 10 7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1 10 8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1 10 9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1 10 10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1 10 11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1 10 12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1 10 13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1 10 14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1 10 15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1 10 16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1 10 17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1 10 18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1 10 19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1 10 20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1 10 21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1 10 22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1 10 23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1 10 24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1 10 25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1 10 26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1 10 27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1 10 28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1 10 29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1 10 30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旧暦 時刻



年 月 日 子1 丑2 寅3 卯4 辰5 巳6 午7 未8 申9 酉10 戌11 亥12

1 11 1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1 11 2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1 11 3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1 11 4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1 11 5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1 11 6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1 11 7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1 11 8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1 11 9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1 11 10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1 11 11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1 11 12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1 11 13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1 11 14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1 11 15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1 11 16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1 11 17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1 11 18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1 11 19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1 11 20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1 11 21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1 11 22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1 11 23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1 11 24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1 11 25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1 11 26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1 11 27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1 11 28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1 11 29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1 11 30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旧暦 時刻



年 月 日 子1 丑2 寅3 卯4 辰5 巳6 午7 未8 申9 酉10 戌11 亥12

1 12 1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1 12 2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1 12 3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1 12 4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1 12 5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1 12 6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1 12 7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1 12 8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1 12 9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1 12 10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1 12 11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1 12 12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1 12 13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1 12 14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1 12 15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1 12 16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1 12 17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1 12 18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1 12 19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1 12 20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1 12 21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1 12 22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1 12 23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1 12 24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1 12 25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1 12 26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1 12 27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1 12 28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1 12 29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1 12 30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旧暦 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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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1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2 1 2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2 1 3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2 1 4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2 1 5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2 1 6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2 1 7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2 1 8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2 1 9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2 1 10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2 1 11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2 1 12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2 1 13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2 1 14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2 1 15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2 1 16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2 1 17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2 1 18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2 1 19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2 1 20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2 1 21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2 1 22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2 1 23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2 1 24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2 1 25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2 1 26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2 1 27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2 1 28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2 1 29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2 1 30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旧暦 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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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1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2 2 2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2 2 3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2 2 4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2 2 5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2 2 6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2 2 7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2 2 8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2 2 9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2 2 10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2 2 11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2 2 12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2 2 13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2 2 14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2 2 15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2 2 16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2 2 17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2 2 18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2 2 19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2 2 20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2 2 21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2 2 22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2 2 23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2 2 24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2 2 25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2 2 26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2 2 27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2 2 28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2 2 29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2 2 30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旧暦 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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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1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2 3 2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2 3 3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2 3 4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2 3 5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2 3 6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2 3 7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2 3 8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2 3 9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2 3 10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2 3 11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2 3 12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2 3 13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2 3 14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2 3 15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2 3 16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2 3 17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2 3 18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2 3 19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2 3 20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2 3 21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2 3 22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2 3 23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2 3 24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2 3 25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2 3 26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2 3 27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2 3 28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2 3 29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2 3 30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旧暦 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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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1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2 4 2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2 4 3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2 4 4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2 4 5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2 4 6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2 4 7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2 4 8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2 4 9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2 4 10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2 4 11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2 4 12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2 4 13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2 4 14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2 4 15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2 4 16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2 4 17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2 4 18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2 4 19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2 4 20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2 4 21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2 4 22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2 4 23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2 4 24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2 4 25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2 4 26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2 4 27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2 4 28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2 4 29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2 4 30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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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 1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2 5 2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2 5 3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2 5 4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2 5 5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2 5 6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2 5 7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2 5 8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2 5 9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2 5 10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2 5 11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2 5 12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2 5 13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2 5 14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2 5 15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2 5 16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2 5 17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2 5 18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2 5 19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2 5 20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2 5 21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2 5 22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2 5 23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2 5 24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2 5 25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2 5 26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2 5 27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2 5 28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2 5 29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2 5 30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旧暦 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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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6 1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2 6 2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2 6 3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2 6 4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2 6 5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2 6 6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2 6 7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2 6 8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2 6 9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2 6 10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2 6 11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2 6 12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2 6 13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2 6 14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2 6 15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2 6 16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2 6 17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2 6 18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2 6 19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2 6 20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2 6 21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2 6 22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2 6 23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2 6 24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2 6 25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2 6 26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2 6 27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2 6 28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2 6 29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2 6 30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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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7 1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2 7 2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2 7 3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2 7 4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2 7 5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2 7 6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2 7 7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2 7 8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2 7 9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2 7 10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2 7 11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2 7 12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2 7 13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2 7 14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2 7 15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2 7 16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2 7 17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2 7 18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2 7 19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2 7 20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2 7 21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2 7 22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2 7 23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2 7 24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2 7 25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2 7 26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2 7 27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2 7 28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2 7 29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2 7 30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旧暦 時刻



年 月 日 子1 丑2 寅3 卯4 辰5 巳6 午7 未8 申9 酉10 戌11 亥12

2 8 1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2 8 2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2 8 3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2 8 4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2 8 5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2 8 6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2 8 7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2 8 8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2 8 9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2 8 10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2 8 11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2 8 12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2 8 13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2 8 14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2 8 15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2 8 16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2 8 17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2 8 18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2 8 19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2 8 20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2 8 21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2 8 22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2 8 23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2 8 24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2 8 25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2 8 26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2 8 27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2 8 28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2 8 29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2 8 30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旧暦 時刻



年 月 日 子1 丑2 寅3 卯4 辰5 巳6 午7 未8 申9 酉10 戌11 亥12

2 9 1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2 9 2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2 9 3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2 9 4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2 9 5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2 9 6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2 9 7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2 9 8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2 9 9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2 9 10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2 9 11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2 9 12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2 9 13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2 9 14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2 9 15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2 9 16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2 9 17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2 9 18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2 9 19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2 9 20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2 9 21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2 9 22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2 9 23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2 9 24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2 9 25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2 9 26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2 9 27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2 9 28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2 9 29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2 9 30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旧暦 時刻



年 月 日 子1 丑2 寅3 卯4 辰5 巳6 午7 未8 申9 酉10 戌11 亥12

2 10 1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2 10 2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2 10 3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2 10 4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2 10 5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2 10 6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2 10 7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2 10 8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2 10 9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2 10 10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2 10 11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2 10 12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2 10 13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2 10 14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2 10 15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2 10 16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2 10 17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2 10 18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2 10 19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2 10 20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2 10 21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2 10 22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2 10 23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2 10 24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2 10 25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2 10 26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2 10 27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2 10 28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2 10 29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2 10 30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旧暦 時刻



年 月 日 子1 丑2 寅3 卯4 辰5 巳6 午7 未8 申9 酉10 戌11 亥12

2 11 1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2 11 2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2 11 3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2 11 4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2 11 5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2 11 6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2 11 7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2 11 8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2 11 9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2 11 10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2 11 11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2 11 12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2 11 13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2 11 14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2 11 15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2 11 16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2 11 17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2 11 18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2 11 19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2 11 20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2 11 21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2 11 22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2 11 23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2 11 24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2 11 25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2 11 26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2 11 27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2 11 28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2 11 29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2 11 30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旧暦 時刻



年 月 日 子1 丑2 寅3 卯4 辰5 巳6 午7 未8 申9 酉10 戌11 亥12

2 12 1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2 12 2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2 12 3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2 12 4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2 12 5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2 12 6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2 12 7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2 12 8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2 12 9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2 12 10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2 12 11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2 12 12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2 12 13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2 12 14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2 12 15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2 12 16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2 12 17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2 12 18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2 12 19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2 12 20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2 12 21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2 12 22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2 12 23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2 12 24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2 12 25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2 12 26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2 12 27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2 12 28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2 12 29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2 12 30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旧暦 時刻



年 月 日 子1 丑2 寅3 卯4 辰5 巳6 午7 未8 申9 酉10 戌11 亥12

3 1 1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3 1 2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3 1 3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3 1 4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3 1 5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3 1 6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3 1 7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3 1 8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3 1 9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3 1 10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3 1 11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3 1 12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3 1 13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3 1 14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3 1 15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3 1 16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3 1 17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3 1 18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3 1 19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3 1 20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3 1 21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3 1 22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3 1 23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3 1 24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3 1 25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3 1 26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3 1 27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3 1 28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3 1 29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3 1 30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旧暦 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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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1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3 2 2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3 2 3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3 2 4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3 2 5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3 2 6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3 2 7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3 2 8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3 2 9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3 2 10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3 2 11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3 2 12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3 2 13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3 2 14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3 2 15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3 2 16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3 2 17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3 2 18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3 2 19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3 2 20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3 2 21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3 2 22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3 2 23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3 2 24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3 2 25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3 2 26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3 2 27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3 2 28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3 2 29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3 2 30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旧暦 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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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1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3 3 2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3 3 3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3 3 4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3 3 5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3 3 6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3 3 7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3 3 8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3 3 9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3 3 10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3 3 11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3 3 12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3 3 13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3 3 14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3 3 15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3 3 16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3 3 17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3 3 18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3 3 19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3 3 20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3 3 21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3 3 22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3 3 23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3 3 24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3 3 25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3 3 26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3 3 27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3 3 28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3 3 29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3 3 30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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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1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3 4 2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3 4 3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3 4 4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3 4 5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3 4 6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3 4 7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3 4 8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3 4 9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3 4 10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3 4 11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3 4 12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3 4 13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3 4 14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3 4 15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3 4 16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3 4 17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3 4 18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3 4 19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3 4 20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3 4 21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3 4 22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3 4 23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3 4 24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3 4 25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3 4 26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3 4 27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3 4 28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3 4 29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3 4 30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旧暦 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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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5 1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3 5 2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3 5 3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3 5 4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3 5 5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3 5 6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3 5 7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3 5 8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3 5 9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3 5 10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3 5 11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3 5 12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3 5 13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3 5 14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3 5 15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3 5 16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3 5 17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3 5 18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3 5 19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3 5 20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3 5 21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3 5 22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3 5 23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3 5 24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3 5 25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3 5 26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3 5 27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3 5 28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3 5 29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3 5 30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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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6 1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3 6 2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3 6 3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3 6 4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3 6 5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3 6 6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3 6 7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3 6 8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3 6 9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3 6 10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3 6 11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3 6 12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3 6 13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3 6 14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3 6 15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3 6 16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3 6 17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3 6 18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3 6 19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3 6 20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3 6 21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3 6 22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3 6 23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3 6 24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3 6 25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3 6 26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3 6 27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3 6 28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3 6 29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3 6 30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旧暦 時刻



年 月 日 子1 丑2 寅3 卯4 辰5 巳6 午7 未8 申9 酉10 戌11 亥12

3 7 1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3 7 2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3 7 3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3 7 4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3 7 5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3 7 6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3 7 7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3 7 8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3 7 9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3 7 10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3 7 11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3 7 12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3 7 13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3 7 14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3 7 15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3 7 16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3 7 17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3 7 18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3 7 19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3 7 20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3 7 21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3 7 22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3 7 23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3 7 24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3 7 25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3 7 26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3 7 27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3 7 28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3 7 29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3 7 30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旧暦 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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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8 1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3 8 2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3 8 3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3 8 4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3 8 5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3 8 6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3 8 7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3 8 8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3 8 9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3 8 10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3 8 11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3 8 12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3 8 13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3 8 14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3 8 15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3 8 16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3 8 17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3 8 18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3 8 19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3 8 20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3 8 21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3 8 22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3 8 23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3 8 24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3 8 25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3 8 26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3 8 27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3 8 28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3 8 29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3 8 30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旧暦 時刻



年 月 日 子1 丑2 寅3 卯4 辰5 巳6 午7 未8 申9 酉10 戌11 亥12

3 9 1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3 9 2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3 9 3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3 9 4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3 9 5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3 9 6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3 9 7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3 9 8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3 9 9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3 9 10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3 9 11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3 9 12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3 9 13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3 9 14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3 9 15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3 9 16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3 9 17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3 9 18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3 9 19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3 9 20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3 9 21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3 9 22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3 9 23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3 9 24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3 9 25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3 9 26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3 9 27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3 9 28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3 9 29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3 9 30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旧暦 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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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0 1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3 10 2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3 10 3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3 10 4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3 10 5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3 10 6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3 10 7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3 10 8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3 10 9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3 10 10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3 10 11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3 10 12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3 10 13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3 10 14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3 10 15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3 10 16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3 10 17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3 10 18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3 10 19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3 10 20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3 10 21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3 10 22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3 10 23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3 10 24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3 10 25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3 10 26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3 10 27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3 10 28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3 10 29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3 10 30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旧暦 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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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1 1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3 11 2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3 11 3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3 11 4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3 11 5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3 11 6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3 11 7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3 11 8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3 11 9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3 11 10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3 11 11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3 11 12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3 11 13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3 11 14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3 11 15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3 11 16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3 11 17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3 11 18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3 11 19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3 11 20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3 11 21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3 11 22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3 11 23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3 11 24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3 11 25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3 11 26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3 11 27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3 11 28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3 11 29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3 11 30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旧暦 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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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2 1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3 12 2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3 12 3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3 12 4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3 12 5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3 12 6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3 12 7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3 12 8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3 12 9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3 12 10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3 12 11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3 12 12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3 12 13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3 12 14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3 12 15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3 12 16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3 12 17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3 12 18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3 12 19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3 12 20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3 12 21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3 12 22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3 12 23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3 12 24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3 12 25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3 12 26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3 12 27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3 12 28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3 12 29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3 12 30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旧暦 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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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 1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4 1 2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4 1 3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4 1 4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4 1 5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4 1 6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4 1 7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4 1 8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4 1 9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4 1 10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4 1 11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4 1 12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4 1 13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4 1 14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4 1 15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4 1 16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4 1 17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4 1 18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4 1 19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4 1 20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4 1 21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4 1 22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4 1 23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4 1 24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4 1 25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4 1 26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4 1 27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4 1 28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4 1 29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4 1 30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旧暦 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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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1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4 2 2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4 2 3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4 2 4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4 2 5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4 2 6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4 2 7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4 2 8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4 2 9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4 2 10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4 2 11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4 2 12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4 2 13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4 2 14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4 2 15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4 2 16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4 2 17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4 2 18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4 2 19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4 2 20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4 2 21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4 2 22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4 2 23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4 2 24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4 2 25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4 2 26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4 2 27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4 2 28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4 2 29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4 2 30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旧暦 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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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 1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4 3 2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4 3 3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4 3 4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4 3 5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4 3 6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4 3 7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4 3 8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4 3 9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4 3 10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4 3 11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4 3 12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4 3 13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4 3 14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4 3 15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4 3 16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4 3 17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4 3 18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4 3 19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4 3 20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4 3 21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4 3 22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4 3 23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4 3 24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4 3 25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4 3 26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4 3 27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4 3 28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4 3 29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4 3 30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旧暦 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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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 1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4 4 2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4 4 3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4 4 4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4 4 5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4 4 6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4 4 7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4 4 8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4 4 9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4 4 10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4 4 11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4 4 12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4 4 13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4 4 14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4 4 15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4 4 16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4 4 17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4 4 18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4 4 19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4 4 20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4 4 21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4 4 22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4 4 23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4 4 24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4 4 25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4 4 26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4 4 27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4 4 28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4 4 29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4 4 30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旧暦 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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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1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4 5 2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4 5 3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4 5 4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4 5 5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4 5 6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4 5 7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4 5 8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4 5 9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4 5 10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4 5 11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4 5 12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4 5 13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4 5 14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4 5 15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4 5 16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4 5 17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4 5 18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4 5 19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4 5 20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4 5 21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4 5 22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4 5 23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4 5 24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4 5 25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4 5 26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4 5 27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4 5 28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4 5 29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4 5 30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旧暦 時刻



年 月 日 子1 丑2 寅3 卯4 辰5 巳6 午7 未8 申9 酉10 戌11 亥12

4 6 1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4 6 2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4 6 3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4 6 4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4 6 5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4 6 6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4 6 7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4 6 8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4 6 9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4 6 10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4 6 11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4 6 12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4 6 13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4 6 14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4 6 15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4 6 16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4 6 17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4 6 18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4 6 19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4 6 20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4 6 21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4 6 22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4 6 23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4 6 24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4 6 25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4 6 26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4 6 27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4 6 28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4 6 29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4 6 30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旧暦 時刻



年 月 日 子1 丑2 寅3 卯4 辰5 巳6 午7 未8 申9 酉10 戌11 亥12

4 7 1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4 7 2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4 7 3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4 7 4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4 7 5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4 7 6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4 7 7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4 7 8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4 7 9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4 7 10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4 7 11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4 7 12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4 7 13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4 7 14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4 7 15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4 7 16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4 7 17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4 7 18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4 7 19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4 7 20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4 7 21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4 7 22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4 7 23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4 7 24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4 7 25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4 7 26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4 7 27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4 7 28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4 7 29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4 7 30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旧暦 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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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8 1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4 8 2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4 8 3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4 8 4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4 8 5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4 8 6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4 8 7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4 8 8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4 8 9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4 8 10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4 8 11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4 8 12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4 8 13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4 8 14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4 8 15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4 8 16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4 8 17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4 8 18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4 8 19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4 8 20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4 8 21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4 8 22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4 8 23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4 8 24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4 8 25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4 8 26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4 8 27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4 8 28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4 8 29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4 8 30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旧暦 時刻



年 月 日 子1 丑2 寅3 卯4 辰5 巳6 午7 未8 申9 酉10 戌11 亥12

4 9 1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4 9 2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4 9 3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4 9 4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4 9 5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4 9 6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4 9 7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4 9 8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4 9 9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4 9 10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4 9 11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4 9 12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4 9 13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4 9 14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4 9 15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4 9 16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4 9 17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4 9 18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4 9 19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4 9 20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4 9 21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4 9 22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4 9 23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4 9 24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4 9 25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4 9 26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4 9 27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4 9 28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4 9 29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4 9 30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旧暦 時刻



年 月 日 子1 丑2 寅3 卯4 辰5 巳6 午7 未8 申9 酉10 戌11 亥12

4 10 1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4 10 2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4 10 3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4 10 4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4 10 5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4 10 6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4 10 7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4 10 8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4 10 9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4 10 10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4 10 11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4 10 12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4 10 13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4 10 14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4 10 15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4 10 16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4 10 17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4 10 18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4 10 19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4 10 20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4 10 21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4 10 22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4 10 23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4 10 24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4 10 25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4 10 26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4 10 27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4 10 28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4 10 29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4 10 30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旧暦 時刻



年 月 日 子1 丑2 寅3 卯4 辰5 巳6 午7 未8 申9 酉10 戌11 亥12

4 11 1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4 11 2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4 11 3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4 11 4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4 11 5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4 11 6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4 11 7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4 11 8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4 11 9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4 11 10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4 11 11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4 11 12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4 11 13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4 11 14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4 11 15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4 11 16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4 11 17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4 11 18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4 11 19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4 11 20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4 11 21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4 11 22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4 11 23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4 11 24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4 11 25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4 11 26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4 11 27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4 11 28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4 11 29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4 11 30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旧暦 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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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2 1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4 12 2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4 12 3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4 12 4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4 12 5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4 12 6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4 12 7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4 12 8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4 12 9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4 12 10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4 12 11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4 12 12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4 12 13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4 12 14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4 12 15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4 12 16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4 12 17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4 12 18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4 12 19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4 12 20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4 12 21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4 12 22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4 12 23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4 12 24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4 12 25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4 12 26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4 12 27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4 12 28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4 12 29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4 12 30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旧暦 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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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 1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5 1 2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5 1 3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5 1 4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5 1 5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5 1 6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5 1 7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5 1 8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5 1 9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5 1 10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5 1 11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5 1 12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5 1 13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5 1 14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5 1 15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5 1 16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5 1 17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5 1 18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5 1 19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5 1 20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5 1 21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5 1 22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5 1 23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5 1 24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5 1 25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5 1 26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5 1 27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5 1 28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5 1 29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5 1 30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旧暦 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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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 1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5 2 2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5 2 3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5 2 4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5 2 5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5 2 6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5 2 7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5 2 8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5 2 9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5 2 10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5 2 11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5 2 12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5 2 13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5 2 14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5 2 15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5 2 16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5 2 17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5 2 18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5 2 19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5 2 20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5 2 21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5 2 22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5 2 23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5 2 24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5 2 25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5 2 26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5 2 27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5 2 28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5 2 29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5 2 30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旧暦 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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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3 1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5 3 2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5 3 3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5 3 4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5 3 5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5 3 6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5 3 7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5 3 8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5 3 9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5 3 10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5 3 11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5 3 12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5 3 13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5 3 14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5 3 15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5 3 16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5 3 17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5 3 18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5 3 19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5 3 20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5 3 21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5 3 22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5 3 23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5 3 24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5 3 25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5 3 26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5 3 27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5 3 28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5 3 29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5 3 30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旧暦 時刻



年 月 日 子1 丑2 寅3 卯4 辰5 巳6 午7 未8 申9 酉10 戌11 亥12

5 4 1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5 4 2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5 4 3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5 4 4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5 4 5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5 4 6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5 4 7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5 4 8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5 4 9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5 4 10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5 4 11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5 4 12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5 4 13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5 4 14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5 4 15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5 4 16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5 4 17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5 4 18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5 4 19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5 4 20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5 4 21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5 4 22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5 4 23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5 4 24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5 4 25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5 4 26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5 4 27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5 4 28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5 4 29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5 4 30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旧暦 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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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5 1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5 5 2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5 5 3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5 5 4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5 5 5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5 5 6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5 5 7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5 5 8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5 5 9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5 5 10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5 5 11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5 5 12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5 5 13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5 5 14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5 5 15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5 5 16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5 5 17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5 5 18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5 5 19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5 5 20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5 5 21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5 5 22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5 5 23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5 5 24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5 5 25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5 5 26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5 5 27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5 5 28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5 5 29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5 5 30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旧暦 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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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1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5 6 2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5 6 3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5 6 4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5 6 5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5 6 6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5 6 7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5 6 8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5 6 9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5 6 10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5 6 11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5 6 12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5 6 13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5 6 14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5 6 15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5 6 16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5 6 17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5 6 18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5 6 19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5 6 20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5 6 21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5 6 22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5 6 23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5 6 24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5 6 25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5 6 26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5 6 27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5 6 28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5 6 29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5 6 30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旧暦 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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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7 1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5 7 2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5 7 3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5 7 4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5 7 5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5 7 6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5 7 7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5 7 8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5 7 9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5 7 10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5 7 11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5 7 12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5 7 13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5 7 14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5 7 15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5 7 16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5 7 17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5 7 18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5 7 19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5 7 20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5 7 21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5 7 22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5 7 23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5 7 24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5 7 25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5 7 26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5 7 27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5 7 28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5 7 29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5 7 30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旧暦 時刻



年 月 日 子1 丑2 寅3 卯4 辰5 巳6 午7 未8 申9 酉10 戌11 亥12

5 8 1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5 8 2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5 8 3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5 8 4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5 8 5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5 8 6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5 8 7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5 8 8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5 8 9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5 8 10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5 8 11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5 8 12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5 8 13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5 8 14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5 8 15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5 8 16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5 8 17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5 8 18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5 8 19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5 8 20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5 8 21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5 8 22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5 8 23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5 8 24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5 8 25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5 8 26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5 8 27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5 8 28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5 8 29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5 8 30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旧暦 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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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9 1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5 9 2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5 9 3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5 9 4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5 9 5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5 9 6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5 9 7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5 9 8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5 9 9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5 9 10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5 9 11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5 9 12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5 9 13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5 9 14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5 9 15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5 9 16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5 9 17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5 9 18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5 9 19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5 9 20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5 9 21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5 9 22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5 9 23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5 9 24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5 9 25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5 9 26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5 9 27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5 9 28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5 9 29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5 9 30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旧暦 時刻



年 月 日 子1 丑2 寅3 卯4 辰5 巳6 午7 未8 申9 酉10 戌11 亥12

5 10 1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5 10 2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5 10 3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5 10 4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5 10 5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5 10 6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5 10 7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5 10 8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5 10 9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5 10 10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5 10 11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5 10 12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5 10 13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5 10 14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5 10 15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5 10 16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5 10 17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5 10 18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5 10 19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5 10 20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5 10 21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5 10 22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5 10 23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5 10 24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5 10 25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5 10 26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5 10 27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5 10 28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5 10 29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5 10 30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旧暦 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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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1 1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5 11 2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5 11 3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5 11 4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5 11 5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5 11 6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5 11 7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5 11 8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5 11 9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5 11 10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5 11 11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5 11 12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5 11 13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5 11 14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5 11 15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5 11 16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5 11 17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5 11 18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5 11 19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5 11 20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5 11 21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5 11 22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5 11 23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5 11 24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5 11 25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5 11 26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5 11 27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5 11 28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5 11 29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5 11 30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旧暦 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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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2 1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5 12 2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5 12 3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5 12 4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5 12 5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5 12 6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5 12 7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5 12 8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5 12 9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5 12 10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5 12 11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5 12 12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5 12 13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5 12 14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5 12 15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5 12 16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5 12 17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5 12 18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5 12 19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5 12 20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5 12 21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5 12 22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5 12 23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5 12 24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5 12 25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5 12 26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5 12 27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5 12 28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5 12 29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5 12 30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旧暦 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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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 1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6 1 2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6 1 3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6 1 4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6 1 5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6 1 6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6 1 7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6 1 8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6 1 9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6 1 10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6 1 11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6 1 12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6 1 13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6 1 14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6 1 15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6 1 16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6 1 17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6 1 18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6 1 19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6 1 20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6 1 21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6 1 22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6 1 23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6 1 24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6 1 25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6 1 26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6 1 27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6 1 28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6 1 29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6 1 30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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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 1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6 2 2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6 2 3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6 2 4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6 2 5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6 2 6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6 2 7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6 2 8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6 2 9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6 2 10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6 2 11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6 2 12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6 2 13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6 2 14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6 2 15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6 2 16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6 2 17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6 2 18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6 2 19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6 2 20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6 2 21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6 2 22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6 2 23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6 2 24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6 2 25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6 2 26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6 2 27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6 2 28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6 2 29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6 2 30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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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3 1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6 3 2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6 3 3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6 3 4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6 3 5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6 3 6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6 3 7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6 3 8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6 3 9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6 3 10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6 3 11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6 3 12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6 3 13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6 3 14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6 3 15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6 3 16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6 3 17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6 3 18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6 3 19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6 3 20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6 3 21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6 3 22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6 3 23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6 3 24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6 3 25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6 3 26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6 3 27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6 3 28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6 3 29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6 3 30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旧暦 時刻



年 月 日 子1 丑2 寅3 卯4 辰5 巳6 午7 未8 申9 酉10 戌11 亥12

6 4 1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6 4 2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6 4 3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6 4 4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6 4 5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6 4 6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6 4 7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6 4 8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6 4 9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6 4 10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6 4 11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6 4 12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6 4 13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6 4 14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6 4 15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6 4 16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6 4 17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6 4 18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6 4 19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6 4 20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6 4 21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6 4 22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6 4 23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6 4 24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6 4 25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6 4 26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6 4 27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6 4 28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6 4 29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6 4 30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旧暦 時刻



年 月 日 子1 丑2 寅3 卯4 辰5 巳6 午7 未8 申9 酉10 戌11 亥12

6 5 1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6 5 2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6 5 3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6 5 4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6 5 5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6 5 6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6 5 7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6 5 8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6 5 9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6 5 10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6 5 11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6 5 12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6 5 13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6 5 14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6 5 15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6 5 16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6 5 17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6 5 18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6 5 19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6 5 20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6 5 21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6 5 22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6 5 23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6 5 24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6 5 25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6 5 26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6 5 27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6 5 28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6 5 29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6 5 30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旧暦 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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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6 1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6 6 2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6 6 3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6 6 4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6 6 5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6 6 6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6 6 7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6 6 8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6 6 9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6 6 10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6 6 11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6 6 12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6 6 13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6 6 14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6 6 15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6 6 16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6 6 17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6 6 18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6 6 19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6 6 20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6 6 21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6 6 22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6 6 23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6 6 24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6 6 25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6 6 26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6 6 27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6 6 28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6 6 29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6 6 30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旧暦 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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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 1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6 7 2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6 7 3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6 7 4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6 7 5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6 7 6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6 7 7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6 7 8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6 7 9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6 7 10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6 7 11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6 7 12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6 7 13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6 7 14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6 7 15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6 7 16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6 7 17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6 7 18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6 7 19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6 7 20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6 7 21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6 7 22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6 7 23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6 7 24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6 7 25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6 7 26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6 7 27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6 7 28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6 7 29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6 7 30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旧暦 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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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8 1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6 8 2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6 8 3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6 8 4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6 8 5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6 8 6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6 8 7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6 8 8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6 8 9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6 8 10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6 8 11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6 8 12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6 8 13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6 8 14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6 8 15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6 8 16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6 8 17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6 8 18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6 8 19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6 8 20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6 8 21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6 8 22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6 8 23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6 8 24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6 8 25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6 8 26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6 8 27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6 8 28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6 8 29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6 8 30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旧暦 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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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9 1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6 9 2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6 9 3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6 9 4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6 9 5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6 9 6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6 9 7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6 9 8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6 9 9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6 9 10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6 9 11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6 9 12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6 9 13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6 9 14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6 9 15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6 9 16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6 9 17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6 9 18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6 9 19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6 9 20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6 9 21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6 9 22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6 9 23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6 9 24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6 9 25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6 9 26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6 9 27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6 9 28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6 9 29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6 9 30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旧暦 時刻



年 月 日 子1 丑2 寅3 卯4 辰5 巳6 午7 未8 申9 酉10 戌11 亥12

6 10 1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6 10 2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6 10 3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6 10 4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6 10 5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6 10 6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6 10 7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6 10 8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6 10 9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6 10 10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6 10 11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6 10 12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6 10 13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6 10 14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6 10 15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6 10 16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6 10 17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6 10 18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6 10 19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6 10 20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6 10 21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6 10 22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6 10 23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6 10 24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6 10 25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6 10 26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6 10 27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6 10 28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6 10 29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6 10 30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旧暦 時刻



年 月 日 子1 丑2 寅3 卯4 辰5 巳6 午7 未8 申9 酉10 戌11 亥12

6 11 1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6 11 2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6 11 3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6 11 4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6 11 5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6 11 6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6 11 7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6 11 8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6 11 9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6 11 10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6 11 11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6 11 12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6 11 13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6 11 14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6 11 15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6 11 16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6 11 17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6 11 18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6 11 19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6 11 20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6 11 21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6 11 22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6 11 23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6 11 24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6 11 25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6 11 26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6 11 27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6 11 28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6 11 29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6 11 30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旧暦 時刻



年 月 日 子1 丑2 寅3 卯4 辰5 巳6 午7 未8 申9 酉10 戌11 亥12

6 12 1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6 12 2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6 12 3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6 12 4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6 12 5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6 12 6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6 12 7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6 12 8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6 12 9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6 12 10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6 12 11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6 12 12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6 12 13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6 12 14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6 12 15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6 12 16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6 12 17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6 12 18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6 12 19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6 12 20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6 12 21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6 12 22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6 12 23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6 12 24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6 12 25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6 12 26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6 12 27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6 12 28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6 12 29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6 12 30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旧暦 時刻



年 月 日 子1 丑2 寅3 卯4 辰5 巳6 午7 未8 申9 酉10 戌11 亥12

7 1 1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7 1 2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7 1 3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7 1 4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7 1 5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7 1 6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7 1 7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7 1 8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7 1 9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7 1 10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7 1 11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7 1 12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7 1 13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7 1 14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7 1 15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7 1 16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7 1 17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7 1 18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7 1 19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7 1 20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7 1 21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7 1 22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7 1 23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7 1 24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7 1 25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7 1 26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7 1 27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7 1 28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7 1 29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7 1 30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旧暦 時刻



年 月 日 子1 丑2 寅3 卯4 辰5 巳6 午7 未8 申9 酉10 戌11 亥12

7 2 1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7 2 2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7 2 3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7 2 4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7 2 5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7 2 6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7 2 7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7 2 8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7 2 9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7 2 10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7 2 11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7 2 12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7 2 13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7 2 14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7 2 15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7 2 16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7 2 17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7 2 18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7 2 19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7 2 20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7 2 21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7 2 22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7 2 23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7 2 24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7 2 25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7 2 26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7 2 27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7 2 28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7 2 29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7 2 30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旧暦 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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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3 1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7 3 2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7 3 3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7 3 4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7 3 5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7 3 6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7 3 7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7 3 8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7 3 9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7 3 10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7 3 11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7 3 12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7 3 13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7 3 14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7 3 15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7 3 16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7 3 17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7 3 18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7 3 19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7 3 20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7 3 21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7 3 22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7 3 23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7 3 24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7 3 25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7 3 26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7 3 27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7 3 28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7 3 29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7 3 30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旧暦 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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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4 1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7 4 2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7 4 3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7 4 4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7 4 5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7 4 6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7 4 7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7 4 8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7 4 9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7 4 10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7 4 11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7 4 12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7 4 13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7 4 14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7 4 15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7 4 16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7 4 17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7 4 18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7 4 19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7 4 20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7 4 21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7 4 22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7 4 23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7 4 24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7 4 25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7 4 26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7 4 27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7 4 28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7 4 29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7 4 30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旧暦 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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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5 1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7 5 2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7 5 3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7 5 4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7 5 5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7 5 6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7 5 7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7 5 8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7 5 9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7 5 10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7 5 11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7 5 12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7 5 13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7 5 14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7 5 15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7 5 16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7 5 17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7 5 18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7 5 19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7 5 20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7 5 21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7 5 22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7 5 23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7 5 24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7 5 25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7 5 26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7 5 27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7 5 28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7 5 29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7 5 30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旧暦 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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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6 1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7 6 2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7 6 3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7 6 4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7 6 5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7 6 6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7 6 7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7 6 8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7 6 9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7 6 10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7 6 11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7 6 12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7 6 13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7 6 14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7 6 15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7 6 16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7 6 17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7 6 18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7 6 19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7 6 20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7 6 21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7 6 22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7 6 23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7 6 24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7 6 25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7 6 26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7 6 27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7 6 28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7 6 29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7 6 30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旧暦 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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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7 1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7 7 2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7 7 3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7 7 4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7 7 5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7 7 6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7 7 7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7 7 8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7 7 9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7 7 10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7 7 11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7 7 12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7 7 13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7 7 14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7 7 15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7 7 16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7 7 17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7 7 18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7 7 19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7 7 20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7 7 21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7 7 22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7 7 23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7 7 24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7 7 25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7 7 26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7 7 27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7 7 28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7 7 29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7 7 30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旧暦 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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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8 1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7 8 2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7 8 3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7 8 4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7 8 5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7 8 6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7 8 7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7 8 8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7 8 9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7 8 10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7 8 11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7 8 12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7 8 13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7 8 14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7 8 15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7 8 16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7 8 17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7 8 18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7 8 19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7 8 20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7 8 21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7 8 22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7 8 23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7 8 24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7 8 25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7 8 26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7 8 27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7 8 28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7 8 29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7 8 30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旧暦 時刻



年 月 日 子1 丑2 寅3 卯4 辰5 巳6 午7 未8 申9 酉10 戌11 亥12

7 9 1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7 9 2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7 9 3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7 9 4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7 9 5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7 9 6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7 9 7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7 9 8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7 9 9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7 9 10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7 9 11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7 9 12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7 9 13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7 9 14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7 9 15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7 9 16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7 9 17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7 9 18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7 9 19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7 9 20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7 9 21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7 9 22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7 9 23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7 9 24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7 9 25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7 9 26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7 9 27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7 9 28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7 9 29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7 9 30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旧暦 時刻



年 月 日 子1 丑2 寅3 卯4 辰5 巳6 午7 未8 申9 酉10 戌11 亥12

7 10 1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7 10 2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7 10 3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7 10 4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7 10 5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7 10 6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7 10 7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7 10 8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7 10 9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7 10 10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7 10 11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7 10 12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7 10 13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7 10 14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7 10 15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7 10 16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7 10 17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7 10 18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7 10 19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7 10 20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7 10 21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7 10 22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7 10 23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7 10 24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7 10 25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7 10 26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7 10 27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7 10 28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7 10 29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7 10 30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旧暦 時刻



年 月 日 子1 丑2 寅3 卯4 辰5 巳6 午7 未8 申9 酉10 戌11 亥12

7 11 1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7 11 2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7 11 3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7 11 4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7 11 5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7 11 6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7 11 7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7 11 8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7 11 9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7 11 10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7 11 11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7 11 12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7 11 13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7 11 14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7 11 15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7 11 16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7 11 17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7 11 18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7 11 19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7 11 20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7 11 21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7 11 22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7 11 23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7 11 24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7 11 25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7 11 26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7 11 27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7 11 28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7 11 29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7 11 30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旧暦 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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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2 1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7 12 2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7 12 3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7 12 4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7 12 5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7 12 6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7 12 7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7 12 8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7 12 9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7 12 10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7 12 11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7 12 12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7 12 13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7 12 14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7 12 15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7 12 16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7 12 17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7 12 18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7 12 19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7 12 20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7 12 21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7 12 22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7 12 23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7 12 24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7 12 25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7 12 26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7 12 27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7 12 28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7 12 29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7 12 30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旧暦 時刻



年 月 日 子1 丑2 寅3 卯4 辰5 巳6 午7 未8 申9 酉10 戌11 亥12

8 1 1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8 1 2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8 1 3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8 1 4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8 1 5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8 1 6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8 1 7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8 1 8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8 1 9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8 1 10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8 1 11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8 1 12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8 1 13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8 1 14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8 1 15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8 1 16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8 1 17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8 1 18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8 1 19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8 1 20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8 1 21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8 1 22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8 1 23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8 1 24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8 1 25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8 1 26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8 1 27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8 1 28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8 1 29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8 1 30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旧暦 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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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2 1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8 2 2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8 2 3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8 2 4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8 2 5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8 2 6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8 2 7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8 2 8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8 2 9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8 2 10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8 2 11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8 2 12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8 2 13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8 2 14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8 2 15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8 2 16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8 2 17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8 2 18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8 2 19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8 2 20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8 2 21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8 2 22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8 2 23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8 2 24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8 2 25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8 2 26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8 2 27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8 2 28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8 2 29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8 2 30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旧暦 時刻



年 月 日 子1 丑2 寅3 卯4 辰5 巳6 午7 未8 申9 酉10 戌11 亥12

8 3 1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8 3 2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8 3 3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8 3 4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8 3 5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8 3 6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8 3 7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8 3 8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8 3 9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8 3 10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8 3 11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8 3 12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8 3 13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8 3 14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8 3 15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8 3 16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8 3 17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8 3 18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8 3 19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8 3 20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8 3 21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8 3 22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8 3 23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8 3 24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8 3 25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8 3 26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8 3 27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8 3 28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8 3 29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8 3 30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旧暦 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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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4 1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8 4 2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8 4 3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8 4 4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8 4 5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8 4 6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8 4 7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8 4 8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8 4 9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8 4 10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8 4 11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8 4 12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8 4 13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8 4 14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8 4 15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8 4 16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8 4 17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8 4 18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8 4 19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8 4 20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8 4 21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8 4 22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8 4 23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8 4 24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8 4 25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8 4 26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8 4 27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8 4 28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8 4 29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8 4 30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旧暦 時刻



年 月 日 子1 丑2 寅3 卯4 辰5 巳6 午7 未8 申9 酉10 戌11 亥12

8 5 1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8 5 2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8 5 3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8 5 4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8 5 5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8 5 6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8 5 7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8 5 8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8 5 9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8 5 10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8 5 11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8 5 12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8 5 13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8 5 14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8 5 15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8 5 16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8 5 17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8 5 18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8 5 19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8 5 20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8 5 21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8 5 22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8 5 23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8 5 24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8 5 25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8 5 26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8 5 27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8 5 28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8 5 29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8 5 30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旧暦 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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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6 1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8 6 2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8 6 3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8 6 4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8 6 5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8 6 6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8 6 7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8 6 8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8 6 9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8 6 10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8 6 11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8 6 12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8 6 13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8 6 14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8 6 15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8 6 16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8 6 17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8 6 18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8 6 19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8 6 20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8 6 21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8 6 22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8 6 23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8 6 24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8 6 25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8 6 26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8 6 27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8 6 28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8 6 29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8 6 30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旧暦 時刻



年 月 日 子1 丑2 寅3 卯4 辰5 巳6 午7 未8 申9 酉10 戌11 亥12

8 7 1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8 7 2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8 7 3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8 7 4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8 7 5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8 7 6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8 7 7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8 7 8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8 7 9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8 7 10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8 7 11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8 7 12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8 7 13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8 7 14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8 7 15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8 7 16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8 7 17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8 7 18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8 7 19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8 7 20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8 7 21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8 7 22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8 7 23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8 7 24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8 7 25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8 7 26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8 7 27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8 7 28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8 7 29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8 7 30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旧暦 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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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8 1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8 8 2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8 8 3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8 8 4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8 8 5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8 8 6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8 8 7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8 8 8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8 8 9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8 8 10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8 8 11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8 8 12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8 8 13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8 8 14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8 8 15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8 8 16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8 8 17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8 8 18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8 8 19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8 8 20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8 8 21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8 8 22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8 8 23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8 8 24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8 8 25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8 8 26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8 8 27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8 8 28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8 8 29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8 8 30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旧暦 時刻



年 月 日 子1 丑2 寅3 卯4 辰5 巳6 午7 未8 申9 酉10 戌11 亥12

8 9 1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8 9 2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8 9 3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8 9 4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8 9 5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8 9 6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8 9 7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8 9 8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8 9 9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8 9 10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8 9 11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8 9 12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8 9 13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8 9 14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8 9 15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8 9 16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8 9 17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8 9 18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8 9 19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8 9 20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8 9 21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8 9 22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8 9 23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8 9 24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8 9 25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8 9 26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8 9 27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8 9 28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8 9 29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8 9 30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旧暦 時刻



年 月 日 子1 丑2 寅3 卯4 辰5 巳6 午7 未8 申9 酉10 戌11 亥12

8 10 1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8 10 2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8 10 3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8 10 4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8 10 5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8 10 6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8 10 7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8 10 8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8 10 9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8 10 10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8 10 11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8 10 12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8 10 13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8 10 14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8 10 15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8 10 16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8 10 17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8 10 18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8 10 19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8 10 20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8 10 21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8 10 22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8 10 23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8 10 24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8 10 25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8 10 26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8 10 27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8 10 28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8 10 29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8 10 30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旧暦 時刻



年 月 日 子1 丑2 寅3 卯4 辰5 巳6 午7 未8 申9 酉10 戌11 亥12

8 11 1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8 11 2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8 11 3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8 11 4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8 11 5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8 11 6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8 11 7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8 11 8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8 11 9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8 11 10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8 11 11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8 11 12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8 11 13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8 11 14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8 11 15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8 11 16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8 11 17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8 11 18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8 11 19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8 11 20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8 11 21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8 11 22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8 11 23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8 11 24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8 11 25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8 11 26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8 11 27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8 11 28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8 11 29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8 11 30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旧暦 時刻



年 月 日 子1 丑2 寅3 卯4 辰5 巳6 午7 未8 申9 酉10 戌11 亥12

8 12 1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8 12 2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8 12 3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8 12 4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8 12 5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8 12 6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8 12 7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8 12 8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8 12 9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8 12 10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8 12 11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8 12 12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8 12 13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8 12 14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8 12 15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8 12 16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8 12 17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8 12 18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8 12 19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8 12 20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8 12 21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8 12 22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8 12 23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8 12 24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8 12 25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8 12 26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8 12 27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8 12 28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8 12 29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8 12 30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旧暦 時刻



年 月 日 子1 丑2 寅3 卯4 辰5 巳6 午7 未8 申9 酉10 戌11 亥12

9 1 1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9 1 2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9 1 3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9 1 4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9 1 5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9 1 6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9 1 7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9 1 8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9 1 9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9 1 10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9 1 11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9 1 12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9 1 13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9 1 14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9 1 15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9 1 16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9 1 17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9 1 18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9 1 19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9 1 20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9 1 21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9 1 22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9 1 23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9 1 24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9 1 25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9 1 26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9 1 27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9 1 28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9 1 29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9 1 30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旧暦 時刻



年 月 日 子1 丑2 寅3 卯4 辰5 巳6 午7 未8 申9 酉10 戌11 亥12

9 2 1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9 2 2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9 2 3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9 2 4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9 2 5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9 2 6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9 2 7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9 2 8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9 2 9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9 2 10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9 2 11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9 2 12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9 2 13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9 2 14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9 2 15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9 2 16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9 2 17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9 2 18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9 2 19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9 2 20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9 2 21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9 2 22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9 2 23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9 2 24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9 2 25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9 2 26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9 2 27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9 2 28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9 2 29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9 2 30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旧暦 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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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3 1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9 3 2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9 3 3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9 3 4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9 3 5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9 3 6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9 3 7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9 3 8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9 3 9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9 3 10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9 3 11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9 3 12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9 3 13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9 3 14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9 3 15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9 3 16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9 3 17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9 3 18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9 3 19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9 3 20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9 3 21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9 3 22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9 3 23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9 3 24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9 3 25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9 3 26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9 3 27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9 3 28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9 3 29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9 3 30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旧暦 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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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4 1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9 4 2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9 4 3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9 4 4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9 4 5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9 4 6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9 4 7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9 4 8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9 4 9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9 4 10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9 4 11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9 4 12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9 4 13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9 4 14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9 4 15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9 4 16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9 4 17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9 4 18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9 4 19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9 4 20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9 4 21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9 4 22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9 4 23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9 4 24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9 4 25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9 4 26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9 4 27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9 4 28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9 4 29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9 4 30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旧暦 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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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5 1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9 5 2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9 5 3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9 5 4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9 5 5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9 5 6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9 5 7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9 5 8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9 5 9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9 5 10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9 5 11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9 5 12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9 5 13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9 5 14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9 5 15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9 5 16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9 5 17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9 5 18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9 5 19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9 5 20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9 5 21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9 5 22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9 5 23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9 5 24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9 5 25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9 5 26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9 5 27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9 5 28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9 5 29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9 5 30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旧暦 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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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6 1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9 6 2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9 6 3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9 6 4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9 6 5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9 6 6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9 6 7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9 6 8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9 6 9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9 6 10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9 6 11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9 6 12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9 6 13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9 6 14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9 6 15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9 6 16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9 6 17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9 6 18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9 6 19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9 6 20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9 6 21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9 6 22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9 6 23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9 6 24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9 6 25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9 6 26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9 6 27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9 6 28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9 6 29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9 6 30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旧暦 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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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7 1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9 7 2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9 7 3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9 7 4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9 7 5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9 7 6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9 7 7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9 7 8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9 7 9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9 7 10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9 7 11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9 7 12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9 7 13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9 7 14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9 7 15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9 7 16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9 7 17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9 7 18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9 7 19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9 7 20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9 7 21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9 7 22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9 7 23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9 7 24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9 7 25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9 7 26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9 7 27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9 7 28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9 7 29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9 7 30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旧暦 時刻



年 月 日 子1 丑2 寅3 卯4 辰5 巳6 午7 未8 申9 酉10 戌11 亥12

9 8 1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9 8 2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9 8 3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9 8 4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9 8 5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9 8 6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9 8 7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9 8 8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9 8 9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9 8 10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9 8 11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9 8 12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9 8 13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9 8 14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9 8 15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9 8 16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9 8 17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9 8 18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9 8 19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9 8 20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9 8 21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9 8 22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9 8 23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9 8 24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9 8 25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9 8 26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9 8 27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9 8 28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9 8 29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9 8 30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旧暦 時刻



年 月 日 子1 丑2 寅3 卯4 辰5 巳6 午7 未8 申9 酉10 戌11 亥12

9 9 1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9 9 2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9 9 3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9 9 4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9 9 5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9 9 6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9 9 7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9 9 8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9 9 9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9 9 10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9 9 11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9 9 12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9 9 13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9 9 14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9 9 15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9 9 16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9 9 17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9 9 18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9 9 19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9 9 20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9 9 21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9 9 22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9 9 23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9 9 24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9 9 25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9 9 26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9 9 27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9 9 28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9 9 29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9 9 30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旧暦 時刻



年 月 日 子1 丑2 寅3 卯4 辰5 巳6 午7 未8 申9 酉10 戌11 亥12

9 10 1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9 10 2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9 10 3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9 10 4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9 10 5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9 10 6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9 10 7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9 10 8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9 10 9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9 10 10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9 10 11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9 10 12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9 10 13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9 10 14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9 10 15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9 10 16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9 10 17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9 10 18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9 10 19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9 10 20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9 10 21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9 10 22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9 10 23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9 10 24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9 10 25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9 10 26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9 10 27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9 10 28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9 10 29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9 10 30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旧暦 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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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1 1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9 11 2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9 11 3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9 11 4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9 11 5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9 11 6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9 11 7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9 11 8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9 11 9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9 11 10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9 11 11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9 11 12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9 11 13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9 11 14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9 11 15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9 11 16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9 11 17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9 11 18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9 11 19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9 11 20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9 11 21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9 11 22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9 11 23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9 11 24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9 11 25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9 11 26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9 11 27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9 11 28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9 11 29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9 11 30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旧暦 時刻



年 月 日 子1 丑2 寅3 卯4 辰5 巳6 午7 未8 申9 酉10 戌11 亥12

9 12 1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9 12 2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9 12 3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9 12 4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9 12 5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9 12 6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9 12 7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9 12 8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9 12 9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9 12 10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9 12 11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9 12 12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9 12 13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9 12 14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9 12 15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9 12 16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9 12 17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9 12 18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9 12 19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9 12 20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9 12 21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9 12 22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9 12 23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9 12 24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9 12 25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9 12 26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9 12 27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9 12 28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9 12 29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9 12 30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旧暦 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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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 1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10 1 2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10 1 3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10 1 4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10 1 5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10 1 6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10 1 7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10 1 8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10 1 9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10 1 10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10 1 11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10 1 12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10 1 13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10 1 14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10 1 15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10 1 16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10 1 17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10 1 18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10 1 19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10 1 20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10 1 21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10 1 22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10 1 23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10 1 24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10 1 25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10 1 26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10 1 27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10 1 28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10 1 29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10 1 30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旧暦 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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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2 1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10 2 2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10 2 3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10 2 4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10 2 5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10 2 6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10 2 7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10 2 8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10 2 9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10 2 10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10 2 11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10 2 12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10 2 13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10 2 14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10 2 15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10 2 16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10 2 17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10 2 18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10 2 19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10 2 20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10 2 21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10 2 22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10 2 23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10 2 24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10 2 25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10 2 26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10 2 27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10 2 28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10 2 29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10 2 30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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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3 1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10 3 2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10 3 3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10 3 4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10 3 5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10 3 6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10 3 7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10 3 8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10 3 9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10 3 10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10 3 11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10 3 12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10 3 13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10 3 14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10 3 15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10 3 16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10 3 17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10 3 18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10 3 19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10 3 20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10 3 21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10 3 22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10 3 23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10 3 24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10 3 25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10 3 26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10 3 27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10 3 28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10 3 29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10 3 30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旧暦 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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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4 1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10 4 2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10 4 3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10 4 4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10 4 5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10 4 6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10 4 7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10 4 8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10 4 9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10 4 10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10 4 11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10 4 12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10 4 13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10 4 14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10 4 15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10 4 16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10 4 17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10 4 18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10 4 19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10 4 20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10 4 21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10 4 22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10 4 23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10 4 24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10 4 25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10 4 26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10 4 27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10 4 28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10 4 29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10 4 30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旧暦 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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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5 1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10 5 2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10 5 3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10 5 4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10 5 5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10 5 6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10 5 7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10 5 8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10 5 9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10 5 10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10 5 11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10 5 12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10 5 13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10 5 14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10 5 15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10 5 16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10 5 17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10 5 18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10 5 19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10 5 20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10 5 21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10 5 22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10 5 23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10 5 24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10 5 25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10 5 26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10 5 27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10 5 28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10 5 29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10 5 30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旧暦 時刻



年 月 日 子1 丑2 寅3 卯4 辰5 巳6 午7 未8 申9 酉10 戌11 亥12

10 6 1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10 6 2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10 6 3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10 6 4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10 6 5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10 6 6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10 6 7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10 6 8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10 6 9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10 6 10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10 6 11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10 6 12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10 6 13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10 6 14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10 6 15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10 6 16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10 6 17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10 6 18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10 6 19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10 6 20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10 6 21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10 6 22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10 6 23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10 6 24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10 6 25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10 6 26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10 6 27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10 6 28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10 6 29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10 6 30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旧暦 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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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7 1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10 7 2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10 7 3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10 7 4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10 7 5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10 7 6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10 7 7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10 7 8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10 7 9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10 7 10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10 7 11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10 7 12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10 7 13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10 7 14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10 7 15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10 7 16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10 7 17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10 7 18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10 7 19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10 7 20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10 7 21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10 7 22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10 7 23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10 7 24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10 7 25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10 7 26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10 7 27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10 7 28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10 7 29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10 7 30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旧暦 時刻



年 月 日 子1 丑2 寅3 卯4 辰5 巳6 午7 未8 申9 酉10 戌11 亥12

10 8 1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10 8 2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10 8 3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10 8 4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10 8 5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10 8 6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10 8 7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10 8 8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10 8 9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10 8 10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10 8 11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10 8 12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10 8 13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10 8 14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10 8 15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10 8 16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10 8 17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10 8 18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10 8 19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10 8 20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10 8 21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10 8 22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10 8 23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10 8 24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10 8 25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10 8 26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10 8 27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10 8 28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10 8 29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10 8 30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旧暦 時刻



年 月 日 子1 丑2 寅3 卯4 辰5 巳6 午7 未8 申9 酉10 戌11 亥12

10 9 1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10 9 2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10 9 3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10 9 4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10 9 5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10 9 6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10 9 7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10 9 8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10 9 9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10 9 10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10 9 11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10 9 12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10 9 13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10 9 14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10 9 15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10 9 16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10 9 17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10 9 18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10 9 19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10 9 20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10 9 21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10 9 22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10 9 23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10 9 24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10 9 25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10 9 26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10 9 27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10 9 28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10 9 29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10 9 30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旧暦 時刻



年 月 日 子1 丑2 寅3 卯4 辰5 巳6 午7 未8 申9 酉10 戌11 亥12

10 10 1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10 10 2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10 10 3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10 10 4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10 10 5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10 10 6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10 10 7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10 10 8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10 10 9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10 10 10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10 10 11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10 10 12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10 10 13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10 10 14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10 10 15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10 10 16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10 10 17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10 10 18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10 10 19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10 10 20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10 10 21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10 10 22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10 10 23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10 10 24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10 10 25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10 10 26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10 10 27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10 10 28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10 10 29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10 10 30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旧暦 時刻



年 月 日 子1 丑2 寅3 卯4 辰5 巳6 午7 未8 申9 酉10 戌11 亥12

10 11 1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10 11 2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10 11 3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10 11 4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10 11 5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10 11 6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10 11 7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10 11 8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10 11 9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10 11 10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10 11 11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10 11 12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10 11 13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10 11 14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10 11 15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10 11 16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10 11 17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10 11 18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10 11 19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10 11 20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10 11 21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10 11 22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10 11 23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10 11 24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10 11 25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10 11 26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10 11 27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10 11 28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10 11 29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10 11 30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旧暦 時刻



年 月 日 子1 丑2 寅3 卯4 辰5 巳6 午7 未8 申9 酉10 戌11 亥12

10 12 1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10 12 2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10 12 3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10 12 4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10 12 5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10 12 6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10 12 7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10 12 8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10 12 9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10 12 10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10 12 11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10 12 12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10 12 13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10 12 14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10 12 15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10 12 16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10 12 17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10 12 18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10 12 19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10 12 20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10 12 21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10 12 22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10 12 23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10 12 24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10 12 25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10 12 26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10 12 27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10 12 28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10 12 29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10 12 30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旧暦 時刻



年 月 日 子1 丑2 寅3 卯4 辰5 巳6 午7 未8 申9 酉10 戌11 亥12

11 1 1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11 1 2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11 1 3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11 1 4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11 1 5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11 1 6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11 1 7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11 1 8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11 1 9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11 1 10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11 1 11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11 1 12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11 1 13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11 1 14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11 1 15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11 1 16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11 1 17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11 1 18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11 1 19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11 1 20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11 1 21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11 1 22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11 1 23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11 1 24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11 1 25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11 1 26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11 1 27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11 1 28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11 1 29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11 1 30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旧暦 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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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2 1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11 2 2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11 2 3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11 2 4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11 2 5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11 2 6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11 2 7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11 2 8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11 2 9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11 2 10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11 2 11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11 2 12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11 2 13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11 2 14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11 2 15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11 2 16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11 2 17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11 2 18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11 2 19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11 2 20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11 2 21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11 2 22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11 2 23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11 2 24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11 2 25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11 2 26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11 2 27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11 2 28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11 2 29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11 2 30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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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3 1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11 3 2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11 3 3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11 3 4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11 3 5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11 3 6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11 3 7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11 3 8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11 3 9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11 3 10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11 3 11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11 3 12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11 3 13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11 3 14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11 3 15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11 3 16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11 3 17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11 3 18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11 3 19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11 3 20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11 3 21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11 3 22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11 3 23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11 3 24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11 3 25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11 3 26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11 3 27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11 3 28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11 3 29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11 3 30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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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4 1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11 4 2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11 4 3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11 4 4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11 4 5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11 4 6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11 4 7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11 4 8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11 4 9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11 4 10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11 4 11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11 4 12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11 4 13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11 4 14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11 4 15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11 4 16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11 4 17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11 4 18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11 4 19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11 4 20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11 4 21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11 4 22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11 4 23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11 4 24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11 4 25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11 4 26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11 4 27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11 4 28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11 4 29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11 4 30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旧暦 時刻



年 月 日 子1 丑2 寅3 卯4 辰5 巳6 午7 未8 申9 酉10 戌11 亥12

11 5 1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11 5 2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11 5 3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11 5 4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11 5 5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11 5 6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11 5 7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11 5 8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11 5 9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11 5 10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11 5 11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11 5 12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11 5 13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11 5 14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11 5 15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11 5 16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11 5 17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11 5 18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11 5 19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11 5 20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11 5 21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11 5 22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11 5 23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11 5 24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11 5 25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11 5 26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11 5 27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11 5 28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11 5 29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11 5 30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旧暦 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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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6 1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11 6 2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11 6 3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11 6 4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11 6 5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11 6 6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11 6 7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11 6 8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11 6 9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11 6 10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11 6 11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11 6 12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11 6 13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11 6 14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11 6 15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11 6 16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11 6 17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11 6 18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11 6 19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11 6 20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11 6 21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11 6 22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11 6 23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11 6 24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11 6 25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11 6 26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11 6 27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11 6 28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11 6 29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11 6 30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旧暦 時刻



年 月 日 子1 丑2 寅3 卯4 辰5 巳6 午7 未8 申9 酉10 戌11 亥12

11 7 1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11 7 2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11 7 3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11 7 4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11 7 5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11 7 6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11 7 7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11 7 8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11 7 9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11 7 10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11 7 11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11 7 12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11 7 13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11 7 14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11 7 15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11 7 16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11 7 17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11 7 18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11 7 19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11 7 20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11 7 21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11 7 22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11 7 23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11 7 24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11 7 25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11 7 26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11 7 27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11 7 28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11 7 29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11 7 30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旧暦 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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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8 1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11 8 2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11 8 3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11 8 4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11 8 5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11 8 6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11 8 7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11 8 8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11 8 9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11 8 10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11 8 11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11 8 12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11 8 13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11 8 14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11 8 15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11 8 16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11 8 17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11 8 18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11 8 19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11 8 20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11 8 21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11 8 22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11 8 23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11 8 24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11 8 25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11 8 26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11 8 27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11 8 28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11 8 29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11 8 30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旧暦 時刻



年 月 日 子1 丑2 寅3 卯4 辰5 巳6 午7 未8 申9 酉10 戌11 亥12

11 9 1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11 9 2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11 9 3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11 9 4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11 9 5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11 9 6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11 9 7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11 9 8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11 9 9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11 9 10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11 9 11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11 9 12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11 9 13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11 9 14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11 9 15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11 9 16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11 9 17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11 9 18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11 9 19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11 9 20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11 9 21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11 9 22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11 9 23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11 9 24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11 9 25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11 9 26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11 9 27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11 9 28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11 9 29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11 9 30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旧暦 時刻



年 月 日 子1 丑2 寅3 卯4 辰5 巳6 午7 未8 申9 酉10 戌11 亥12

11 10 1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11 10 2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11 10 3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11 10 4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11 10 5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11 10 6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11 10 7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11 10 8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11 10 9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11 10 10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11 10 11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11 10 12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11 10 13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11 10 14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11 10 15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11 10 16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11 10 17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11 10 18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11 10 19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11 10 20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11 10 21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11 10 22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11 10 23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11 10 24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11 10 25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11 10 26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11 10 27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11 10 28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11 10 29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11 10 30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旧暦 時刻



年 月 日 子1 丑2 寅3 卯4 辰5 巳6 午7 未8 申9 酉10 戌11 亥12

11 11 1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11 11 2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11 11 3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11 11 4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11 11 5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11 11 6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11 11 7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11 11 8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11 11 9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11 11 10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11 11 11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11 11 12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11 11 13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11 11 14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11 11 15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11 11 16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11 11 17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11 11 18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11 11 19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11 11 20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11 11 21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11 11 22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11 11 23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11 11 24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11 11 25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11 11 26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11 11 27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11 11 28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11 11 29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11 11 30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旧暦 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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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2 1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11 12 2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11 12 3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11 12 4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11 12 5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11 12 6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11 12 7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11 12 8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11 12 9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11 12 10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11 12 11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11 12 12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11 12 13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11 12 14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11 12 15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11 12 16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11 12 17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11 12 18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11 12 19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11 12 20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11 12 21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11 12 22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11 12 23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11 12 24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11 12 25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11 12 26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11 12 27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11 12 28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11 12 29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11 12 30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旧暦 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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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 1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12 1 2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12 1 3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12 1 4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12 1 5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12 1 6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12 1 7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12 1 8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12 1 9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12 1 10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12 1 11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12 1 12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12 1 13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12 1 14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12 1 15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12 1 16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12 1 17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12 1 18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12 1 19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12 1 20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12 1 21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12 1 22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12 1 23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12 1 24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12 1 25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12 1 26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12 1 27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12 1 28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12 1 29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12 1 30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旧暦 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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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2 1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12 2 2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12 2 3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12 2 4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12 2 5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12 2 6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12 2 7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12 2 8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12 2 9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12 2 10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12 2 11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12 2 12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12 2 13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12 2 14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12 2 15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12 2 16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12 2 17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12 2 18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12 2 19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12 2 20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12 2 21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12 2 22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12 2 23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12 2 24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12 2 25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12 2 26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12 2 27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12 2 28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12 2 29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12 2 30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旧暦 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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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3 1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12 3 2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12 3 3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12 3 4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12 3 5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12 3 6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12 3 7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12 3 8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12 3 9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12 3 10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12 3 11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12 3 12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12 3 13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12 3 14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12 3 15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12 3 16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12 3 17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12 3 18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12 3 19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12 3 20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12 3 21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12 3 22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12 3 23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12 3 24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12 3 25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12 3 26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12 3 27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12 3 28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12 3 29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12 3 30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旧暦 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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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4 1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12 4 2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12 4 3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12 4 4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12 4 5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12 4 6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12 4 7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12 4 8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12 4 9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12 4 10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12 4 11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12 4 12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12 4 13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12 4 14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12 4 15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12 4 16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12 4 17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12 4 18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12 4 19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12 4 20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12 4 21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12 4 22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12 4 23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12 4 24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12 4 25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12 4 26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12 4 27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12 4 28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12 4 29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12 4 30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旧暦 時刻



年 月 日 子1 丑2 寅3 卯4 辰5 巳6 午7 未8 申9 酉10 戌11 亥12

12 5 1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12 5 2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12 5 3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12 5 4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12 5 5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12 5 6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12 5 7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12 5 8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12 5 9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12 5 10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12 5 11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12 5 12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12 5 13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12 5 14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12 5 15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12 5 16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12 5 17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12 5 18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12 5 19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12 5 20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12 5 21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12 5 22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12 5 23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12 5 24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12 5 25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12 5 26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12 5 27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12 5 28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12 5 29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12 5 30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旧暦 時刻



年 月 日 子1 丑2 寅3 卯4 辰5 巳6 午7 未8 申9 酉10 戌11 亥12

12 6 1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12 6 2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12 6 3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12 6 4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12 6 5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12 6 6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12 6 7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12 6 8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12 6 9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12 6 10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12 6 11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12 6 12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12 6 13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12 6 14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12 6 15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12 6 16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12 6 17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12 6 18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12 6 19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12 6 20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12 6 21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12 6 22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12 6 23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12 6 24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12 6 25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12 6 26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12 6 27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12 6 28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12 6 29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12 6 30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旧暦 時刻



年 月 日 子1 丑2 寅3 卯4 辰5 巳6 午7 未8 申9 酉10 戌11 亥12

12 7 1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12 7 2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12 7 3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12 7 4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12 7 5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12 7 6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12 7 7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12 7 8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12 7 9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12 7 10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12 7 11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12 7 12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12 7 13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12 7 14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12 7 15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12 7 16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12 7 17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12 7 18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12 7 19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12 7 20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12 7 21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12 7 22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12 7 23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12 7 24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12 7 25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12 7 26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12 7 27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12 7 28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12 7 29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12 7 30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旧暦 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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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8 1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12 8 2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12 8 3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12 8 4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12 8 5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12 8 6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12 8 7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12 8 8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12 8 9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12 8 10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12 8 11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12 8 12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12 8 13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12 8 14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12 8 15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12 8 16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12 8 17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12 8 18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12 8 19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12 8 20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12 8 21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12 8 22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12 8 23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12 8 24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12 8 25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12 8 26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12 8 27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12 8 28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12 8 29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12 8 30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旧暦 時刻



年 月 日 子1 丑2 寅3 卯4 辰5 巳6 午7 未8 申9 酉10 戌11 亥12

12 9 1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12 9 2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12 9 3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12 9 4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12 9 5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12 9 6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12 9 7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12 9 8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12 9 9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12 9 10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12 9 11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12 9 12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12 9 13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12 9 14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12 9 15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12 9 16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12 9 17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12 9 18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12 9 19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12 9 20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12 9 21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12 9 22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12 9 23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12 9 24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12 9 25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12 9 26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12 9 27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12 9 28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12 9 29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12 9 30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旧暦 時刻



年 月 日 子1 丑2 寅3 卯4 辰5 巳6 午7 未8 申9 酉10 戌11 亥12

12 10 1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12 10 2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12 10 3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12 10 4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12 10 5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12 10 6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12 10 7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12 10 8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12 10 9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12 10 10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12 10 11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12 10 12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12 10 13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12 10 14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12 10 15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12 10 16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12 10 17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12 10 18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12 10 19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12 10 20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12 10 21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12 10 22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12 10 23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12 10 24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12 10 25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12 10 26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12 10 27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12 10 28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12 10 29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12 10 30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旧暦 時刻



年 月 日 子1 丑2 寅3 卯4 辰5 巳6 午7 未8 申9 酉10 戌11 亥12

12 11 1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12 11 2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12 11 3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12 11 4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12 11 5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12 11 6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12 11 7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12 11 8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12 11 9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12 11 10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12 11 11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12 11 12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12 11 13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12 11 14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12 11 15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12 11 16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12 11 17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12 11 18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12 11 19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12 11 20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12 11 21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12 11 22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12 11 23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12 11 24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12 11 25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12 11 26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12 11 27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12 11 28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12 11 29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12 11 30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旧暦 時刻



年 月 日 子1 丑2 寅3 卯4 辰5 巳6 午7 未8 申9 酉10 戌11 亥12

12 12 1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12 12 2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12 12 3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12 12 4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12 12 5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12 12 6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12 12 7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山雷頤[上] 山風蠱[初] 山水蒙[二] 艮為山[三]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12 12 8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地風升[初] 地水師[二] 地山謙[三] 坤為地[四]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12 12 9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天水訟[二] 天山遯[三] 天地否[四] 乾為天[五]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12 12 10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沢山咸[三] 沢地萃[四] 沢天夬[五] 兌為沢[上]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12 12 11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火地晋[四] 火天大有[五] 火沢睽[上] 離為火[初]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12 12 12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雷天大壮[五] 雷沢帰妹[上] 雷火豊[初] 震為雷[二]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12 12 13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風沢中孚[上] 風火家人[初] 風雷益[二] 巽為風[三]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12 12 14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水火既済[初] 水雷屯[二] 水風井[三] 坎為水[四]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12 12 15 山地剥[四] 山天大畜[五] 山沢損[上] 山火賁[初] 山雷頤[二] 山風蠱[三] 山水蒙[四] 艮為山[五]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12 12 16 地天泰[五] 地沢臨[上] 地火明夷[初] 地雷復[二] 地風升[三] 地水師[四] 地山謙[五] 坤為地[上]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12 12 17 天沢履[上] 天火同人[初] 天雷无妄[二] 天風姤[三] 天水訟[四] 天山遯[五] 天地否[上] 乾為天[初]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12 12 18 沢火革[初] 沢雷随[二] 沢風大過[三] 沢水困[四] 沢山咸[五] 沢地萃[上] 沢天夬[初] 兌為沢[二]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12 12 19 火雷噬嗑[二] 火風鼎[三] 火水未済[四] 火山旅[五] 火地晋[上] 火天大有[初] 火沢睽[二] 離為火[三]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12 12 20 雷風恒[三] 雷水解[四] 雷山小過[五] 雷地豫[上] 雷天大壮[初] 雷沢帰妹[二] 雷火豊[三] 震為雷[四]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12 12 21 風水渙[四] 風山漸[五] 風地観[上] 風天小畜[初] 風沢中孚[二] 風火家人[三] 風雷益[四] 巽為風[五]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12 12 22 水山蹇[五] 水地比[上] 水天需[初] 水沢節[二] 水火既済[三] 水雷屯[四] 水風井[五] 坎為水[上]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12 12 23 山地剥[上] 山天大畜[初] 山沢損[二] 山火賁[三] 山雷頤[四] 山風蠱[五] 山水蒙[上] 艮為山[初] 山地剥[二] 山天大畜[三] 山沢損[四] 山火賁[五]

12 12 24 地天泰[初] 地沢臨[二] 地火明夷[三] 地雷復[四] 地風升[五] 地水師[上] 地山謙[初] 坤為地[二] 地天泰[三] 地沢臨[四] 地火明夷[五] 地雷復[上]

12 12 25 天沢履[二] 天火同人[三] 天雷无妄[四] 天風姤[五] 天水訟[上] 天山遯[初] 天地否[二] 乾為天[三] 天沢履[四] 天火同人[五] 天雷无妄[上] 天風姤[初]

12 12 26 沢火革[三] 沢雷随[四] 沢風大過[五] 沢水困[上] 沢山咸[初] 沢地萃[二] 沢天夬[三] 兌為沢[四] 沢火革[五] 沢雷随[上] 沢風大過[初] 沢水困[二]

12 12 27 火雷噬嗑[四] 火風鼎[五] 火水未済[上] 火山旅[初] 火地晋[二] 火天大有[三] 火沢睽[四] 離為火[五] 火雷噬嗑[上] 火風鼎[初] 火水未済[二] 火山旅[三]

12 12 28 雷風恒[五] 雷水解[上] 雷山小過[初] 雷地豫[二] 雷天大壮[三] 雷沢帰妹[四] 雷火豊[五] 震為雷[上] 雷風恒[初] 雷水解[二] 雷山小過[三] 雷地豫[四]

12 12 29 風水渙[上] 風山漸[初] 風地観[二] 風天小畜[三] 風沢中孚[四] 風火家人[五] 風雷益[上] 巽為風[初] 風水渙[二] 風山漸[三] 風地観[四] 風天小畜[五]

12 12 30 水山蹇[初] 水地比[二] 水天需[三] 水沢節[四] 水火既済[五] 水雷屯[上] 水風井[初] 坎為水[二] 水山蹇[三] 水地比[四] 水天需[五] 水沢節[上]

旧暦 時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