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請問科勉⽼師！
「為什麼有的命理⽼師說我的名字不好，
   會影響事業和感情？」

什麼樣的名字，
才是⼀個「好名字」呢？

取名、改名、解讀姓名，就看這⼀本！

請問科勉⽼師
！

「寶寶取什麼
名字才會容易

賺⼤錢啊？」

請問科勉⽼師！

「這樣取的名字會有好⼈緣呢？」

當然還有更多的提問 . . .  但歸根就底，



⽗⺟和寶寶與⽣俱來就有最親密的連結，

沒有其他⼈可以取代，包括命理⽼師也沒

辦法〜

所以科勉⽼師開設取名媽媽教室，就是要

教授準爸媽如何植⼊對寶寶的期許，這麼

做才能取出好名字，再予以適當的教養開

啟天賦！

那要如何在名字裡「植⼊期許」呢？

實際上我們可以透過「命宮星座」來完成

這件事。

好名字⾸先有個「先決條件」

那就是必須由⽗⺟親⾃植⼊

對寶寶的期許！

什麼是「命宮星座」呢？

⼀般買 3 C產品是都會附上⼀本使⽤說明書，
告訴我們如何使⽤並發揮最⼤的功能；

⽽「姓名」就是每個⼈⾝上的使⽤說明書，

告訴你如何操作出有價值的⼈⽣！

將姓名相加總得出「姓名總筆劃數」，

不同的「姓名總筆劃數」各以不同的

星座做為代表，⽽它便是「命宮星座」，

也叫「姓名星座」。



命宮星座

（驛⾺星）

周

杰

倫

8劃

8劃

10劃

26劃

範例：

它是我們⽣命地圖的導航器，蘊藏⼈⽣

的⽅向與使命，指引我們選擇適合發揮

的⽣態池。

為什麼選擇適合發揮的⽣態池很重要？

⼈⽣不單純是努⼒拼命，例如「⻱兔賽

泳」故事中的成功因素就不在於誰⽐較

努⼒；也好⽐如⽤會不會爬樹來評斷⼀

隻⿂的能⼒，那它就只能愚蠢終⽣了！

那「命宮星座」的內涵是什麼？

 所以各位，好名字的前提，
就是讀懂你⾃⼰的「命宮星座」！



點擊或掃描  QR 
輸⼊你的姓名（未改名前）

就可以⾺上測算你的

姓名總筆劃數  -  命宮星座

透過檢測「命宮星座」，你可以從這6⼤⾯向
更加瞭解⾃⼰、孩⼦和家⼈！

⼈⽣觀

性格優勢

幸運指標

解碼你的「命宮星座」！

有感覺？分享好友就抽琉璃貔貅！

⼈格特質

性格弱勢

成功建議

https://www.capturemiracle.com/tools-input.php?tid=176&mid=4324&title=%E8%87%AA%E6%88%91%E5%AE%9A%E4%BD%8D
https://www.capturemiracle.com/forum-article.php?id=761&view=0


我是 34劃 承襲星
承襲天賦的⼀代⼩⽣ - 陳亞蘭

我是 44劃 光芒星
勇闖好萊塢的武打天后 - 楊紫瓊

那「改名字」是不是就能改變運勢？

試想名字本就蘊藏⼀個⼈的使命與⽅向，

透過以上的檢測系統，我們都能了解⾃⼰

的各個⾯向。

⽽放⼤優勢特質⽐學歷更重要！

如果可以針對個⼈特質予以相對的操作策

略，發揮優勢與使命，那豈不是⽐「改名

字」這種改弦易轍的作法更能活出⽣命的

價值，奠定成功的關鍵。

名⼈星座資料庫：

我是 13劃 追擊星
華⼈之光的國際名導 - 李安

有感覺？分享好友就抽琉璃貔貅！

https://www.capturemiracle.com/forum-article.php?id=253
https://www.capturemiracle.com/forum-article.php?id=253
https://www.capturemiracle.com/forum-article.php?id=258
https://www.capturemiracle.com/forum-article.php?id=258
https://www.capturemiracle.com/forum-article.php?id=258
https://www.capturemiracle.com/forum-article.php?id=228
https://www.capturemiracle.com/forum-article.php?id=228
https://www.capturemiracle.com/forum-article.php?id=253
https://www.capturemiracle.com/forum-article.php?id=253
https://www.capturemiracle.com/forum-article.php?id=258
https://www.capturemiracle.com/forum-article.php?id=258
https://www.capturemiracle.com/forum-article.php?id=228
https://www.capturemiracle.com/forum-article.php?id=761&view=0
https://www.capturemiracle.com/forum-article.php?id=761


若參照我農⺠曆筆劃吉凶數或姓名學書中的⼤凶之數，

不難發現歷史名⼈與成功者幾乎皆為凶數。實例說明  ：

總筆劃數  1 9  數  -  李斯、唐⾶、李傑
總筆劃數  3 4  數  -  李登輝、宋楚瑜、郭台銘、李遠哲  
總筆劃數  4 4  數  -  曾國藩、顏慶章、戴勝通  

為什麼說⼋⼗⼀數吉凶是謬⽤呢？
那是因為⽇本⼈雄崎先⽣在創⽴雄崎姓名學⼋⼗⼀數吉

凶學說時，取法中國的皇極⼋⼗⼀數去訂定  1 - 8 1  數的
吉凶標準。

台灣曾受⽇本的統治，於是將此錯誤的學問延⽤下來⾄

今，並在社會上廣為流傳，實為⼀⼤毒害。  

數字只有型態特⾊並無吉凶，就像⼀個個

不同的星座，各有特質優勢！

因此命名的過程千萬不要以姓⽒和名字相加總的數字，

對照農⺠曆上的吉凶數來當命名的準則，⼀時誤⽤恐帶

來⼀輩⼦的後遺症，尤其為⼈⽗⺟者不可不察  。

取名媽媽教室

為⼈⽗⺟者不可不察的

⼋⼗⼀數吉凶謬論！

科勉⽼師20年的取名⼼得筆記：
姓名星座只有型態特⾊並無吉凶。

https://www.capturemiracle.com/forum-article.php?id=208
https://www.capturemiracle.com/forum-article.php?id=208


免驚！科勉⽼師⼿把⼿教你「命名5部曲」！

取名第⼀步：選擇符合期許的「姓名星座」

了解各個星座的型態特⾊。

*請參考PG5的名⼈星座資料庫

近40多種的命宮星座每個都有其優勢，
爸媽選擇符合⾃⼰期許的星座，

就能提供量⾝訂製的的教養⽅式，

放⼤孩⼦的優勢！

好的，現在我知道⾃⼰取名很重要，

但我不懂學理，不懂五⾏⼋字，

真的可以⾃⼰取名嗎？



我們來舉個例⼦好了！

假設媽媽是會計師，爸爸是電腦程式⼯程師，

對於細節精緻和規律條理都是盡善盡美，

但如果⼩朋友的「姓名星座」是

2 9劃的『亂世星』，
機靈應變⼒好、愛好隨性⾃由的話，

那是爸媽和⼩朋友的⽣活上

是不是就⽐較不契合呢？

可想⽽知，⽗⺟所給的「教養⽅式」

就不是最有效啟發孩⼦潛能的教養。

所以這時候，爸媽們要問⾃⼰：

哪⼀顆「命宮星座」的特⾊特質，

是最符合你對寶寶的期許呢？



O K ! !  那選定「姓名星座」
後的下⼀步是？

「命名 5部曲」第⼆步，
總筆劃（姓名星座） –  姓⽒筆劃  =  
[  名 1  +  名 2  ]  筆劃數

舉例，

王先⽣跟太太對⼩孩的期許是 2 4劃的「福德星」  
→  總筆劃數 2 4劃  -  姓⽒ 4劃  =  2 0劃  
→「名 1」 +「名 2」 = 2 0劃  

所以這就是寶寶的「姓名架構」了，

爸媽可以⾃⾏搭配不同的姓名架構。

範例：

2 4劃  福德星

王

名 1

名 2

4劃

20劃



「命名5部曲」第三步：避開先天命數凶數，
因為姓名架構裡的疾厄宮（⼈格）代表寶寶

的｢⾝體狀況｣､｢⼈格特質｣､｢內在世界｣，

所以這個部分⼀定要避開凶數，才不會對⼩

孩未來的⾝⼼發展會有影響，例如常⽣病或

是容易想太多憂鬱等等。

2 4劃  福德星

王

名 1

名 2

4劃

?劃

疾厄宮  （⼈格）
⾟丑年寶寶⼈格

個位數字最忌⽤

到 :  9、0

+

⽽⾟丑年的寶寶疾厄宮個位數⼀定

要避開9、0喔！

這⾮常重要！科勉⽼師在取名媽媽教室

都再三叮嚀，如果⾝邊有朋友也在孕期

或想⾃⼰取名，那就別藏私趕快分享這

個溫馨貼⼠吧。

科勉⽼師貼⼼叮囑取名禁忌！

別藏私，分享好友就抽琉璃貔貅！

https://www.capturemiracle.com/forum-article.php?id=761


搞定後這個部分後，我們就來到第四步，

也就是依照「名1」與「名2」的筆劃數，
選定「⽣肖喜⽤字」 !

姓名學從倉頡造字到現在算來已有五千多年了，

所以每個⽂字都有它的字形、字義、字靈，為寶

寶名字注⼊⼀股⼒量。

例 :  王=4劃、名1=8劃、名2=12劃，則爸媽可從
⽣肖「⽜」喜忌⽤字字庫中，選取 「8劃」以及
「12劃」的字做組合。

⽜寶寶取名忌⽤的字根、字形與字意

> 點擊或掃描右⽅的QR code瀏覽⽂章

https://www.capturemiracle.com/forum-article.php?id=755
https://www.capturemiracle.com/forum-article.php?id=755


1.選擇「姓名星座」

2.排列「姓名架構」

3.避開「先天命數凶數」

4.挑選「⽣肖喜忌⽤字」

那最後⼀步呢，

科勉⽼師的⼋⽩姓名學⼀直提倡⽗⺟親取寶寶名字，其

⼒量就在於知道『給什麼』和『怎麼給』⽐『很想給』

更重要。

依循⾃⼰為孩⼦選擇的名字，這樣在未來的⽇⼦裡，在

學習、⼈際、潛能開發上爸媽就能作出真正幫助孩⼦的

抉擇，那你就是孩⼦⼈⽣路上的『神隊友』啦！

好的！來到這裡就已經完成4個步驟了！

5. 選定組合後上線找⼤師開啟成功教養之路



等等科勉⽼師！

萬⼀我們算錯或誤解你的意思，

不⼩⼼⽤到凶數怎麼辦？

萬⼀我們找不到想要的⽂字，那怎麼辦？

取名是寶寶⼀⽣的⼤事！

爸媽的⽤⼼，科勉⽼師都明⽩〜

如果爸媽有⼀樣的疑慮，那取名時你可以借助「取名

AI智能」的貼⼼輔助。科勉⽼師已經將專業學理融⼊
智能⼯具，幫助爸媽取名。

如果想要更完整的字庫來選字，裡頭已經有整理好的

「⽣肖喜⽤字」字庫可以輕鬆選字；

如果擔⼼⽤到凶數，智能系統也會直接幫你避開寶寶

會碰上「先天命數凶數」的姓名架構，那取名時可以

更放⼼！

帶我看「取名AI智能」操作說明

https://www.capturemiracle.com/set-collection.php?pid=9727
https://www.capturemiracle.com/set-collection.php?pid=9727
https://www.capturemiracle.com/set-collection.php?pid=9727


將來有⼀天，當孩⼦問道：

爸爸、媽媽，為什麼幫我取這個名字呢？

那我們相信你，⼀定有獨⼀無⼆的故事與期許，

可以和孩⼦分享喔！

查詢全省取名媽媽教室場次

憑媽媽⼿冊可免費預約上課名額

到這裡為⽌，恭喜你完成「命名5部曲」！
有爸媽植⼊的期許、有取名A I的貼⼼輔助、

還有⼤師開啟成功教養之路！

你也可以親⾃來到媽媽教室現場與科勉⽼師互動。現場還

有助教的熱情協助以及其他⾃⼰取名的爸媽⼀起交流喔！

⾃⼰取名的爸媽都在跟！你確定不來嗎？

爸媽⾃⼰親取的名字，才是有⼒量的好名字。

https://www.capturemiracle.com/forum-article.php?id=208
https://www.capturemiracle.com/forum-article.php?id=208
https://www.facebook.com/300663860074830/videos/2798461163743454
https://www.facebook.com/300663860074830/videos/830735514169281
https://www.capturemiracle.com/forum-article.php?id=228
https://www.capturemiracle.com/forum-article.php?id=228


取名爸媽討論區
取名、教養、親⼦溝通、社福攻略、夫妻感情升溫

請問科勉⽼師，雙胞胎取相同架構的名字好不好? 例如: 林
⻘柔、林⻘宥。

雙胞胎與兄弟姊妹建議都不要取同⼀個格局與架構，例如:
林8 ⻘8 柔9 和林8 ⻘8 宥9，皆為8 劃8劃9 劃總劃數25
劃，因為同⼀個格局與架構所需的滋養與資源會雷同，但

同⼀對⽗⺟給⼀樣的資源會產⽣吸收太好和吸收差的問

題，不好分配，容易有發展程度差異太⼤的問題!

請問科勉⽼師，Baby 的名字是不是不能與⻑輩的名字有
相同的疊字?
確實有此避諱，建議以直系⻑輩為主即可，⾄於同⾳不同

字並沒有此避諱，例如:”惠”與”慧”同⾳不同字!

請問科勉⽼師，傳統的命理⽼師取名都要使⽤⽣⾠⼋字當

依據，⽽我們不懂⼋字、紫微⽃數學理，可以幫⼩朋友命

名嗎?
傳統命理師需要參考新⽣兒的出⽣時⾠，主要是要依據其

五⾏所缺給予後天補強，或是從⽣⾠⼋字中觀察出⼩朋友

的先天特質與天賦，再加以後天環境資源的加乘放⼤他(
她) 的先天天賦。⽽準爸爸、準媽媽與⽣俱來與⾃⼰的
Baby 有很強的連結⼒，爸爸或媽媽只要能靜⼼與Baby 連
結感應，就能反射出⼩朋友後天所需的資源，⼤家可以放

⼼取Baby 的名字，你們是無可替代的。

關於取名甚⾄改名，如果你還有其他的疑問，歡迎你加

⼊科勉⽼師特為爸媽們設置的專屬社團，幫助爸媽解決

您對寶寶取名的任何問題。

請點擊  https :// bit . ly/3fhix7o 或掃碼加⼊社團。

https://bit.ly/3fhix7o


「放對位置的⼈才就是天才」

運⽤「命宮星座」的特⾊與優勢，

你也可以建構屬於您的⽣命星系圖！

前⾯說過「姓名」就是每個⼈⾝上的使⽤說明書，告訴

你如何操作出有價值的⼈⽣。解讀「命宮星座」除了瞭

解⾃⼰的優勢與弱勢，更重要的就是建構屬於⾃⼰的

「⽣命星系圖」，制訂經營⼈⽣、放⼤價值的策略！

持續在對的⽅向上努⼒，「演化進步」就是順勢⽽為，

努⼒拼命也不再是成功的代名詞。

當你懂得順應⾃⼰的軌道前進時，您會不斷地提⾼⾃⼰

⼈⽣的質量與密度，加⼤⾃⼰的重⼒，猶如九⼤⾏星圍

繞著太陽(您)轉⼀般。如此⼀來，您的運程將進⼊曲速
運轉，奇跡將時時刻刻眷顧你的⼈⽣！

建構屬於您的

⽣命星系圖

https://www.capturemiracle.com/index-classroom-detail.php?pid=740
https://www.capturemiracle.com/index-classroom.php


最後祝各位爸爸媽媽為孩⼦找到教養合⼀的好

名字，植⼊您的優質傳承，幫助孩⼦開啟先天

天賦和後天教養。

更重要的是在⼈⽣這個重要的契機點，祝爸爸

媽媽的事業⿓騰雲起、家庭美滿興旺!

取名媽媽教室

  分享「名符其實」即可參加

「招財琉璃貔貅」抽獎活動哦！

https://www.capturemiracle.com/forum-article.php?id=208
https://www.capturemiracle.com/forum-article.php?id=208
https://www.capturemiracle.com/forum-article.php?id=761&view=0
https://www.capturemiracle.com/forum-article.php?id=7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