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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入新一年，不到一個月又到新春，相信大家都
想化個靚妝出街，但究竟妝容是否能持久？原來與
你面油都有相當的關係。如果你的面油較多，但又
不理會，就算化妝了，當然便很易溶化，但如使用
一般面油紙，又可能會連妝容一併吸走。那麼究竟
有辦法嗎？
最近，筆者發現了一款來自日本京都的TAT-

CHA美妝日式面油紙，原來早已揚名美
國美容及時裝界，除了是一年一度時裝
界盛大活動New York Fashion Week的
指定化妝產品外，還有很多忠實的星級
用家。
據知，擁有千年歷史的京都，以傳統

工藝及一絲不苟的認真態度聞名，大至
金箔工藝，小至製作面油紙的技
術，都是舉世聞名。京都的金箔工
藝經過數百年代代相傳，「箔打
紙」就是製作金箔的其中一種工
具，京都的金箔工匠們利用這些纖
薄紙張把黃金打造成羽毛般纖巧的
金箔，以裝飾日本帝國的雄偉樓
閣。藝伎們發現這種強韌又輕薄的

「箔打紙」可吸走面上的多餘油分，並使之成為她
們長時間保持無瑕妝容的珍貴秘密。
於是，品牌的團隊發現了藝伎的美妝之道，並推

出以日本傳統技術製造的美妝日式面油紙，這種面
油紙有效提高妝容的持久度，不會遮蓋及刺激肌膚
毛孔而導致多餘的油脂分泌，是妝前底霜、控油乳
液及控油碎粉的另類代替品，大家不妨一試。

文︰雨文

近日，天氣寒冷，捧着熱飲取暖是
冬天常做的事，而筆者有時都會在便
利店購買熱維他奶喝，尤其是樽裝，
的確暖得很，但可惜只能在便利店附
近喝，這麼熱想慢慢喝就較麻煩。最
近，給筆者發現了新推出之冬日版紙
包裝維他奶，包裝上印上「倒入杯，
叮一分鐘」的宣傳語句及熱維他奶的
製作方法，教你隨時隨地自製熱維他
奶。你只要將維他奶紙包裝剪開倒入
杯中，放入微波爐加熱一分鐘，一杯暖
笠笠的熱維他奶即完成，感受冬日暖意。 文︰雨文

美麗密碼

東方美肌之道 持久妝容秘密
食得輕鬆

叮熱維他奶暖入心
輕鬆自製熱維他奶

2014年運程
DIY

Benny獨創了數字占卜，名為BT
「9」型格，只要出生的新曆年月
日，不需要時辰，配合獨有化的9方
格擺位，就可以知道你的人生、性格
如何，如愛情運、事業運等。今年，
他以一個最簡單的方法，只要以出生
的月日就已可初步測出自己今年的運
程，以這個占卜來說，每人的運程是
以個人生日當天計起，就以筆者的生
日（6月20日）為例，新的一年運程
應是由2014年6月20日至2015年6
月19日，那麼如何推測呢？
先寫下2014年6月20日，然後將數
目字拆開為︰
2+0+1+4+6+2+0 = 15 = 1+5 = 6
筆者得出的數字是「6」
數字占卜結果︰

1. 新一年投資營商的朋友們可有不錯
的斬獲，因為眼光銳利、懂把握時
機，令你事半功倍！多了不同的發
展機會，亦得男上司長輩的提攜！

2. 要小心留意家中長輩身體腸胃健康
問題, 及閒時多與家人長輩相處及
溝通，從中學習到不少人生哲理！

3. 愛神邱比特已對你發放了愛的弓
箭，令你在苦悶的道路上覓得意中
人，打開了一直封閉的枷鎖，享受
愛情的來臨吧！

4. 多了不少發展機會，充沛的魄力令
你在職場上戰無不勝，但亦競爭頗
大讓你心情顯得煩躁，心情難免有
點兒不滿，但仍要謙誠以待方能更
得人心！

5. 整體運程平坦，工作未有新的動
向，計劃未來能令事情更順利！同
時要多加注意溝通不足而引致的爭
拗問題！

6. 努力學習的一年，能從學習中從而
得到更多的新啟發，既得反思裨
益，對工作發展更有莫大的幫助亦
多了不少發展機會！

7. 注意天氣轉換而引致的腸胃、皮膚
問題，7月份宜多走動或外出旅行
對心情及運氣皆有不錯的療效，宜
多舒展筋骨强身健體！

8. 能從學習中認識到更多的新朋友
仔，同時要多加注意溝通不足而引
致的爭拗問題！多了不同的發展機
會，亦有學習等進升機會為多，若
能好好抓緊機會，成功不難！

9. 新一年多加留意禍從口出，特別是
6月份女性是非小人多，亦要小心
因貪吃而壞肚子，最後還是苦了自
己添加增磅危機！

名家檔案
香港著名西洋玄學家–藍魔眼鑌治

（Benny Wong）
專訪及撰寫星座、塔羅、生肖等專

欄見於香港各大傳媒、雜誌、報章、
電視、電台等，更被傳媒朋友稱譽為
「西九龍神算」、「摩登靈媒」、
「愛情魔法師」等美譽，更是香港富
豪們的御用靈媒，更是全港首間的
Merlin西洋魔法學院院長，這個魔法
學院的創立是Benny的理想，因為香
港有很多有能力的占卜家、治療師不
能容許他們做這個行業，故希望開設
一個中央平台，令這些人士發揮所長
及推廣文化。這地方有不同主題的房
間︰西式占卜房、中式算命房、治療
室及教室，設計來自西洋風水的設
計，招攬不同占卜師、師傅等，如同
Harry Potter似的，可算是中西匯萃
的魔法學院。

地點︰太子長沙灣道50號太子軒2/F
查詢 : 3597 0100 / 9660 9146
http://www.merlin-date.com
www.facebook.com/merlindate

Benny以抽的形式來預測今年十二星座的總體運程，
看看每個星座在工作、愛情、健康或整體上的發展如
何，並為每個星座給予運程星。

白羊︰這符號代表適合有準備的人會很順
暢，發展不錯，有再生情況，如已在
2013 年鋪排了，2014 年便是收成
期，適宜婚姻，亦代表了未婚懷孕的
機會很大。 （★★★★☆）

金牛︰新的一年，新發展，新目標，運氣不
錯，來得順其自然，不會有任何阻力，
但要學識不要緊張，多人關注，人緣、
愛情及人際關係不錯，適合做Sale、公
關及市場部等對客的工作。 （★★★★☆）

雙子︰今年運氣依然迷惘，做事總是事倍功
半，有灰心及失望的感覺，但也應屢敗
屢戰，雖然難關重重，但建議「以靜制
動」，總有成功的一天。

（★☆☆☆☆）

巨蟹︰這符號比喻勤力的「牛」，偏向文
靜，反而顯示最勤力的一個星座，秋
冬季運氣較強，即是9月至12月是
收成期，而上半年多是默默耕耘。

（★★★☆☆）

獅子︰這符號代表五穀豐登，橫財運極好，在
2014年是皇者，得到榮耀，但要積穀
防飢，因為多時間放在炫耀，故要留意
儲蓄，是相對「肥仔」、「肥女」的一年。

（★★★★★）

處女︰屬於思想交戰的起伏年，在2014年是
學習的年份，或許在工作上會與上司
及同事多爭拗，但要學懂沉默忍耐，
虛心學習，減少爭拗發生，在健康上或許會有失眠
情況，要留意。 （★☆☆☆☆）

天秤︰這符號代表幼苗茁壯成長，帶出一個
新的東西，在2014年適合播種，開啟
新路，如讀書、轉工、創業上會有不
錯發展，愛情方面，認識新對象可發
展，在皮膚問題上亦有所改善。

（★★★☆☆）

天蠍︰很有鬥心，接近第一位，有新發展方
向，可想多些發展的目標，有穩定對
象，就不要見異思遷，健康上因有衝
勁，容易招致損傷，同時亦容易遺失
東西。 （★★★★☆）

人馬︰代表突破及轉變，不一定是好與壞，
如去年未做到的今年繼續，要看事前
有準備與否，捉緊機會及發展空間，
健康上要留意視力問題，尤其是散光
及近視。

（★★★★☆）

山羊︰跟天蠍座拍得上，心頭高，人有目
標，想改變現有生活質素，修養及學
識高了，有脫胎換骨狀態，立定決心
投放資源。定下目標，及早發展，財
務不過不失，可集中長線投資，不宜短炒。不過，
由於脾氣急躁，留意伴侶或會受氣，多聽伴侶心底
話。 （★★★☆☆）

水瓶︰屬於自己的符號，不在於運氣及別
人的問題，2014年是好好反思的
一年，是自己思維、思想學習的一
年，在感情上如要作出決定，要選
擇 清 楚 ， 不 宜 拖 字 訣 。

（★★☆☆☆）

雙魚︰這符號代表網狀荊棘，即如阻滯多
了，在短時間內會有少少阻力，嘗
試校慢自己的節奏，要注意Tim-
ing，以免快過潮流。在感情上如有
糾纏關係，依然繼續有還會比以往更曖昧，而財
運不過不失，最多都是疊住了。 （★★★☆☆）

乔乔乔乔乔乔乔乔乔乔乔乔乔乔
乔乔乔乔乔乔乔乔乔乔乔乔乔乔

旅遊業興旺旅遊業興旺
藝術文化發展颷升藝術文化發展颷升

盧恩符文預測盧恩符文預測20142014年香港運勢年香港運勢

2013年過去，2014年剛到，代表新一年的開始。經過前幾天的倒數歡呼，大家最熱切

想知道的，相信是今年的運勢如何？香港的社會、經濟、民生、健康、風氣等又如何？

我們應該如何處理、面對？今期，我們請來著名西洋玄學家、Merlin西洋魔法學院魔法

院長Benny為大家解開疑團，他在筆者前使用現時在北歐流行的魔法符號——盧恩符文

（Runes）作占卜，就香港整體運勢作預測，尤其是針對香港經濟及樓市，同時亦為大

家預測了今年十二星座的整體運程，或可作為日後做事的參考。 文、攝︰吳綺雯

究竟什麼是盧恩符文？其實，盧恩符文是北歐文
字，但在北歐地區會以它來作為一種魔法占

卜。其由來源於一個古代傳說。根據傳說，盧恩是奧
丁大神傳遞下來的魔法符文。有一年，北歐冰天雪
地，農作物失收，當時奧丁大神是當時的領袖，祂犧
牲自我，將自己倒吊在世界之樹Yggdrasil上，用劍
割傷自己，飽受飢渴之苦，倒吊了九天九夜，尋找神
聖智慧與知識。懸吊之時，樹隨風搖曳，祂從樹枝間
瞥見了25個符號，這便是盧恩符文，可算是北歐的

魔法符號，祂從此獲得了盧恩符文以及預言和占卜的
天賦，並將之授與世人。
Benny說，盧恩符文可算是北歐的魔法符號，在歐

洲的建築物經常可看到，有保護和祝福之意，如有些
符號是兵器、武器，代表了戰事成功等。 它跟塔羅
牌一樣，什麼東西都可以占卜得到，但比塔羅更加抽
象，擁有多種占卜方法，有些還等待後世的人解讀。
今次，Benny就使用這25個符文，來為大家預測，並
使用拋及抽的方法來占卜。

旅遊藝術文化大旺
首先，從整體上，Benny選擇使用拋的
方法來預測香港今年的社會、經濟、民生
與運氣，拋完後，就抽走面朝下的符號。
從這25個當中的15個盧恩符文裡，Benny
發現︰「新的一年，香港經濟發展比往年
有明顯進步，尤其是在旅遊業、外交、名
聲及藝術文化發展方面，明顯多了外來遊
客以這些原因來港，形成了藝術文化之
都，而不再是金融、房地產等方面，反而娛樂演
藝事業強勁了。在藝術、旅遊層面，娛樂成分如
演藝、音樂、畫劇、舞台劇等，像是剛崛起的感
覺，很多旅客來港作交流、探訪及旅遊。

社會經濟氣氛和緩
至於在經濟方面，不會有太太動盪，雖然樓市
有調整，但不會有大幅升或跌，表現得較為和

緩，不會有炒賣得熱，可揀到心頭好。從符文上
來看，在上半年，大約1至5月樓市相對較和緩
不會有急升或跌，至6月後，或許會有微升，這
可能是有外來投資湧入香港，所以Benny建議大
家不妨可選擇上半年入市。

幼兒教育尤其重視
同時，Benny也看到，今年小朋友的教育會加

強，尤其是幼兒工作相當興旺，如Playgroup、

幼 兒 補 習
班、先修班等，父母肯投資在這方面，或許今年
會出現幼兒補習天王或天后，而不再是文憑試天
王天后了。總之，在2014年，每樣東西都會有
微調。

Benny還特地從中提示，有四粒符號特別值得
留意，就是這四符文的代表性意義，而得出今次
的占卜結果。

■■以此作為占卜結果以此作為占卜結果

■這個是吉的，代表奧
丁，是百搭的，如占卜中
能有這個出現，代表了得
到神的眷顧。

■這符文代表旅遊的
意思，意旨今年旅遊
業會比往年更強。

■代表未被人發掘的才
能，就如藝術文化等發
展，以香港來說，購物之
都就人人皆知，今年或許
會成為藝術文化之都。

■右邊符號有形容山洞之
意，本來是吉凶未知，但
與左邊符（P）及奧丁緊緊
相連，代表在藝術層面有
突破性發展，如二、三線
藝人或許會突然大爆，入
屋親民。而且，海運事業
亦都會有好發展。

■■以抽的方式來預以抽的方式來預
測今年各星座運程測今年各星座運程

2014年十二星座總運程 ■■十二星座占卜圖十二星座占卜圖

■以拋的方法預測 ■一開始拋下的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