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七 初八 初九 初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驚蟄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廿一 廿二 廿三 廿四 廿五 廿六 廿七

廿八 廿九 春分
三十

闰二月
初一

初二 初三 初四

初五 初六 初七 初八 初九 初十 十一

公曆2023年三月 農曆癸卯年 [兔年]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26
歲次：癸卯年 甲寅月 乙卯日
五行：大溪水 除執位
生肖星座：屬兔 雙魚座
衝煞：沖雞(己酉)煞西
宜：動土 上梁 進人口 入宅 移
徙 安床 開市 交易 立券 掛匾
入殮 破土 安葬 啟鑽 除服 成
服
忌：

27
歲次：癸卯年 甲寅月 丙辰日
五行：沙中土 滿執位
生肖星座：屬兔 雙魚座
衝煞：沖狗(庚戍)煞南
宜：嫁娶 冠笄 納采 出行 會親
友 上梁 安機械 安床 牧養 畋
獵 祭祀 祈福 開光 修造 安門
蓋屋 起基
忌：入宅 作灶 治病 安葬 移徙

28
歲次：癸卯年 甲寅月 丁巳日
五行：沙中土 平執位
生肖星座：屬兔 雙魚座
衝煞：沖豬(辛亥)煞東
宜：修飾垣牆 平治道涂 祭祀
餘事勿取
忌：諸事不宜

1
歲次：癸卯年 甲寅月 戊午日
五行：天上火 定執位
生肖星座：屬兔 雙魚座
衝煞：沖鼠(壬子)煞北
宜：造車器 納采 訂盟 祭祀 祈
福 求嗣 移徙 出行 開市 出火
入宅 立券 交易 入宅 安門 安
床 安葬 謝土
忌：開光 蓋屋 動土 作灶 栽種

2
歲次：癸卯年 甲寅月 己未日
五行：天上火 執執位
生肖星座：屬兔 雙魚座
衝煞：沖牛(癸丑)煞西
宜：動土 入殮 嫁娶 移柩 安葬
破土
忌：開市 作灶 安床 入宅 上梁
裁衣

3
歲次：癸卯年 甲寅月 庚申日
五行：石榴木 破執位
生肖星座：屬兔 雙魚座
衝煞：沖虎(甲寅)煞南
宜：求醫 治病 破屋 壞垣 餘事
勿取
忌：開市 嫁娶

4
歲次：癸卯年 甲寅月 辛酉日
五行：石榴木 危執位
生肖星座：屬兔 雙魚座
衝煞：沖兔(乙卯)煞東
宜：祭祀 齋醮 沐浴 開生墳 除
服 成服 移柩 入殮 破土 安葬
合壽木
忌：開市 嫁娶 安床 會親友 入
宅 作灶 上梁

5
歲次：癸卯年 甲寅月 壬戌日
五行：大海水 成執位
生肖星座：屬兔 雙魚座
衝煞：沖龍(丙辰)煞北
宜：祭祀 塞穴 結網 破土 謝土
安葬 移柩 除服 成服 餘事勿取
忌：嫁娶 入宅

6
歲次：癸卯年 乙卯月 癸亥日
五行：大海水 成執位
生肖星座：屬兔 雙魚座
衝煞：沖蛇(丁巳)煞西
宜：祭祀 開光 塑繪 訂盟 納采
合帳 冠笄 拆卸 動土 起基 上
梁 入宅 安香 開市 立券 納財
沐浴 求嗣 出火 豎柱 安門
忌：造廟 嫁娶 伐木 安葬

7
歲次：癸卯年 乙卯月 甲子日
五行：海中金 收執位
生肖星座：屬兔 雙魚座
衝煞：沖馬(戊午)煞南
宜：祭祀 沐浴 捕捉 栽種
忌：嫁娶 入宅 移徙 作灶 安葬

8
歲次：癸卯年 乙卯月 乙丑日
五行：海中金 開執位
生肖星座：屬兔 雙魚座
衝煞：沖羊(己未)煞東
宜：祭祀 開光 塑繪 酬神 齋醮
訂盟 納采 嫁娶 裁衣 動土 起
基 出火 拆卸 移徙 入宅 安香
修造 豎柱 上梁 納畜 牧養 祈
福 求嗣 解除 伐木 定磉 蓋屋
安門
忌：栽種 安葬

9
歲次：癸卯年 乙卯月 丙寅日
五行：爐中火 閉執位
生肖星座：屬兔 雙魚座
衝煞：沖猴(庚申)煞北
宜：訂盟 納采 冠笄 拆卸 修造
動土 安床 入殮 除服 成服 移
柩 安葬 破土 啟鑽 造倉
忌：作灶 開光 嫁娶 開市 入宅

10
歲次：癸卯年 乙卯月 丁卯日
五行：爐中火 建執位
生肖星座：屬兔 雙魚座
衝煞：沖雞(辛酉)煞西
宜：祈福 開光 塑繪 酬神 訂盟
納采 裁衣 安床 開市 立券 入
殮 除服 成服 移柩 啟鑽 安葬
立碑 赴任 會親友 出行 交易
豎柱
忌：作灶 掘井 動土 栽種

11
歲次：癸卯年 乙卯月 戊辰日
五行：大林木 除執位
生肖星座：屬兔 雙魚座
衝煞：沖狗(壬戍)煞南
宜：祭祀 掃捨 塞穴
忌：栽種 作灶 安葬 嫁娶

12
歲次：癸卯年 乙卯月 己巳日
五行：大林木 滿執位
生肖星座：屬兔 雙魚座
衝煞：沖豬(癸亥)煞東
宜：開光 塑繪 裁衣 冠笄 伐木
拆卸 豎柱 上梁 開倉 會親友
安機械 造倉 蓋屋 交易 解除
開市 立券 納財
忌：出行 嫁娶 入宅 安葬

13
歲次：癸卯年 乙卯月 庚午日
五行：路旁土 平執位
生肖星座：屬兔 雙魚座
衝煞：沖鼠(甲子)煞北
宜：冠笄 入殮 除服 成服 移柩
平治道涂 修飾垣牆
忌：蓋屋 作灶 治病 探病

14
歲次：癸卯年 乙卯月 辛未日
五行：路旁土 定執位
生肖星座：屬兔 雙魚座
衝煞：沖牛(乙丑)煞西
宜：祭祀 嫁娶 祈福 納采 裁衣
合帳 安床 入宅 安香 入殮 移
柩 安葬 謝土 修造 安碓　 求
嗣 會親友 掛匾 交易 立券 納
財 造倉 放水
忌：栽種 伐木

15
歲次：癸卯年 乙卯月 壬申日
五行：劍鋒金 執執位
生肖星座：屬兔 雙魚座
衝煞：沖虎(丙寅)煞南
宜：祭祀 祈福 齋醮 訂盟 納采
裁衣 合帳 拆卸 修造 動土 上
梁 起基 移柩 安葬 謝土 沐浴
掃捨 開柱眼 伐木 出火
忌：安床 開市 立券 作灶

16
歲次：癸卯年 乙卯月 癸酉日
五行：劍鋒金 破執位
生肖星座：屬兔 雙魚座
衝煞：沖兔(丁卯)煞東
宜：破屋 壞垣 求醫 治病
忌：諸事不宜

17
歲次：癸卯年 乙卯月 甲戌日
五行：山頭火 危執位
生肖星座：屬兔 雙魚座
衝煞：沖龍(戊辰)煞北
宜：祭祀 動土 上梁 訂盟 納采
嫁娶 安機械 拆卸 安床 入宅
安香 入殮 移柩 破土 安葬 立
碑 謝土 赴任 出行 移徙 祈福
求嗣 解除 造倉 進人口
忌：開光 出貨財

18
歲次：癸卯年 乙卯月 乙亥日
五行：山頭火 成執位
生肖星座：屬兔 雙魚座
衝煞：沖蛇(己巳)煞西
宜：祭祀 開光 塑繪 納采 裁衣
拆卸 安床 起基 動土 豎柱 上
梁 移徙 入宅 安香 開市 立券
掛匾 沐浴 出行 求嗣 安門
忌：嫁娶 栽種 伐木 安葬

19
歲次：癸卯年 乙卯月 丙子日
五行：澗下水 收執位
生肖星座：屬兔 雙魚座
衝煞：沖馬(庚午)煞南
宜：裁衣 合帳 冠笄 嫁娶 納婿
安床 入殮 納財
忌：作灶 開市 安葬 作梁

20
歲次：癸卯年 乙卯月 丁丑日
五行：澗下水 開執位
生肖星座：屬兔 雙魚座
衝煞：沖羊(辛未)煞東
宜：祭祀 訂盟 納采 修造 動土
祈福 塑繪 齋醮 沐浴 拆卸 起
基 入宅 安香 造廟 移柩 謝土
除服 成服 入學 習藝 出行 豎
柱 上梁 掘井 求嗣 解除 伐木
忌：作灶 安葬 開市 蓋屋

21
歲次：癸卯年 乙卯月 戊寅日
五行：城頭土 閉執位
生肖星座：屬兔 白羊座
衝煞：沖猴(壬申)煞北
宜：訂盟 納采 裁衣 合帳 冠笄
安機械 拆卸 安床 入殮 除服
成服 移柩 破土 啟鑽 安葬 修
墳 立碑 經絡 交易 立券 納財
築堤 造倉 補垣 塞穴 納畜 伐
木 架馬
忌：祭祀 開光 嫁娶 入宅

22
歲次：癸卯年 乙卯月 己卯日
五行：城頭土 建執位
生肖星座：屬兔 白羊座
衝煞：沖雞(癸酉)煞西
宜：祭祀 出行 嫁娶 冠笄 安床
入殮 移柩 安葬
忌：掘井 動土 作灶 栽種

23
歲次：癸卯年 乙卯月 庚辰日
五行：白臘金 除執位
生肖星座：屬兔 白羊座
衝煞：沖狗(甲戍)煞南
宜：塞穴 諸事不宜
忌：安門 作灶 安葬 嫁娶

24
歲次：癸卯年 乙卯月 辛巳日
五行：白臘金 滿執位
生肖星座：屬兔 白羊座
衝煞：沖豬(乙亥)煞東
宜：開光 塑繪 求嗣 納采 裁衣
合帳 冠笄 安機械 作梁 開柱眼
安門 安床 造倉 祭祀 會親友
祈福 經絡 納財 開市 立券 交
易 入學 求嗣 理發 架馬
忌：出行 齋醮 安葬 嫁娶

25
歲次：癸卯年 乙卯月 壬午日
五行：楊柳木 平執位
生肖星座：屬兔 白羊座
衝煞：沖鼠(丙子)煞北
宜：祭祀 嫁娶 納婿 安葬
忌：栽種 蓋屋 作灶 入宅

26
歲次：癸卯年 乙卯月 癸未日
五行：楊柳木 定執位
生肖星座：屬兔 白羊座
衝煞：沖牛(丁丑)煞西
宜：祭祀 會親友 訂盟 裁衣 合
帳 安機械 拆卸 上梁 安門 入
殮 除服 成服 移柩 啟鑽 安葬
立碑 開光 塑繪 入學 出行 起
基 定磉 放水 移徙 入宅 豎柱
立券 經絡
忌：伐木 作梁

27
歲次：癸卯年 乙卯月 甲申日
五行：井泉水 執執位
生肖星座：屬兔 白羊座
衝煞：沖虎(戊寅)煞南
宜：祭祀 開光 塑繪 祈福 齋醮
裁衣 合帳 冠笄 嫁娶 拆卸 動
土 移徙 入宅 入殮 移柩 安葬
謝土 求嗣 入學 理發 伐木 架
馬 作梁 出火 修造 起基 定磉
放水 赴任
忌：入宅 安門

28
歲次：癸卯年 乙卯月 乙酉日
五行：井泉水 破執位
生肖星座：屬兔 白羊座
衝煞：沖兔(己卯)煞東
宜：祭祀 治病 破屋 壞垣 餘事
勿取
忌：諸事不宜

29
歲次：癸卯年 乙卯月 丙戌日
五行：屋上土 危執位
生肖星座：屬兔 白羊座
衝煞：沖龍(庚辰)煞北
宜：納采 訂盟 嫁娶 祭祀 祈福
求嗣 置產 求醫 治病 開市 交
易 立券 會親友 移徙 豎柱 上
梁 蓋屋 合脊 安門 放水 捕捉
納畜
忌：造廟 造船 動土 破土 安葬

30
歲次：癸卯年 乙卯月 丁亥日
五行：屋上土 成執位
生肖星座：屬兔 白羊座
衝煞：沖蛇(辛巳)煞西
宜：開市 立券 交易 掛匾 祭祀
祈福 開光 入宅 移徙 安床 拆
卸 動土 上梁 進人口
忌：嫁娶 行喪 架馬 作梁 理發
牧養 安葬 納畜 伐木

31
歲次：癸卯年 乙卯月 戊子日
五行：霹靂火 收執位
生肖星座：屬兔 白羊座
衝煞：沖馬(壬午)煞南
宜：理發 冠笄 嫁娶 進人口
忌：置產 伐木 納畜 造畜稠 安
葬 破土 作梁 作灶 開生墳

1
歲次：癸卯年 乙卯月 己丑日
五行：霹靂火 開執位
生肖星座：屬兔 白羊座
衝煞：沖羊(癸未)煞東
宜：嫁娶 祭祀 開光 祈福 求嗣
出火 入宅 移徙 安床 拆卸 動
土 破土 謝土
忌：合帳 開市 安葬 入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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