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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完仍然對點樣佈局無概念？還是拿
個單位做例子最實際。早前本報邀請柏
天心師傅到美孚新邨6期一個低層單位
實地睇風水，為各位讀者指點迷津。師
傅指，該單位雖然窗口對西北，但東面
位於室內，容易擺設風水飾物，只要佈
置適宜，可有利事業財運。
安床方面，他指床應該靠牆身，但這
樣就會正對化妝台的大鏡子，因此建議
平時用窗廉遮一遮鏡子，還提醒屋主睡
時應是男在外、女在內，男方可放紫水
晶催事業運，女方可放粉晶，代表開花
結果，夫妻相處亦會融洽些。房間的衣
櫃可以放聚寶盤，催旺財氣亦同時聚
氣。

黑曜石收洗手間穢氣
該單位主人房的燈是正方且是不銹鋼

的邊，帶鋒利，建議改為圓盤的設計。
另外，洗手間正對主人房門，可以在洗
手間門後掛黑曜石葫蘆，將洗手間的穢

氣收起來，避免流出。
廚房方面，該單位灶台對正門口又靠

窗台，師傅建議在門上掛一布簾擋煞，
並且在窗台上放8粒石頭，石頭屬土，
而火能暖土，數字「八」則代表丁財。
灶台底部有去水管，會影響女主人的健
康，因此可以在灶台後放六粒玉石化
解。另外在灶台的頂部放一些紅紋石，
可旺男主人運勢。

文昌位安富貴竹催運
至於該單位的玄空飛星，六、九、七
三粒星落在大門位置，可以在這裡放一
紅色地氈及8顆石頭，旺丁旺財。在進
門右手邊的位置是單位的文昌位，可放
8枝富貴竹催運，而九紫喜慶位落在客
廳的櫃，在櫃上放黃晶山可催正偏財，
加上彩燈就可令一家人今年開開心心。
但病符位就在單位的偏廳，可在中間的
茶几上放散紙瓶及五帝錢，或者在偏廳
種植物，但注意要雙數較適宜。

巧妙佈置家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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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立春，正式步入丁酉雞年，吉凶方位斗換星移。今期《置業

安居》請來玄學家柏天心，分享新一年如何在家中「擺靚個陣」，

趨吉避凶。原來雞年的流年玄空飛星，八白正財星在正東面，一白

桃花星在中宮，六白橫財星在北面，想今年人緣好兼升官發財，這

三個方位一定要「催旺」，並在病符位等方位放相應的擺設擋煞，

全年包保你過得順風又順水。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靜儀 圖：張偉民

丁酉雞年九宮飛星圖
家居擺放示意

東南九紫
喜慶星
喜慶位

東面八白
左輔星
財位

東北四綠
文曲星
文昌位

製表：記者 顏倫樂、周曉菁

南面五黃
廉貞星
災煞位

中宮一白
貪狼星
桃花位

北面六白
武曲星
偏財位

西南七赤
破軍星
破財位

西面三碧
祿存星
是非位

西北二黑
巨門星
病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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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市八卦陣 按揭熱線

銀行低按息搶市佔率經絡按揭轉介市場總監

恭喜發財，新一年祝各位讀者，事業愛情兩得意。下
周便是情人節，現代都市人感情生活繁複精彩，有「娘
娘收兵」桃花不斷，亦有人待字閨中，等候一段感情。
有種人明明五官端正、性格外向但還是孤家寡人，明明
「娘娘」的樣子說不上是標準美人，卻長年兵源充足，
究竟真的是有命帶桃花這一說法嗎？今期我們從紫微方
面了解真、假桃花來解釋這個現象。

貪狼人格異性緣好
在本命盤中，命宮坐四大桃花星貪狼、廉貞、紅鸞、

天喜的人，一般都異性緣爆棚。第一大桃花星貪狼人
格，多數如現代人所說的花弗玩家。貪狼人具有多重性
格，為人幽默、能言善道，說話口甜舌滑。由於桃花星
的異性緣極好，多數是交際應酬能手；逢場作戲機率
高，男命主多數女伴如衣服，女命主則不易滿足於一個
男朋友。
這種正桃花人格顯而易見，通常是朋友中受歡迎的人
物，樣子可能不太引人注目，但每每一說話就招人歡
喜。但也有一種人卻是相識滿天下、知己無一人。不論

工作生活都認識很多朋友，大家都有相逢恨晚的感覺，
話題不斷。認識久了更會在逆境時出手相助。但說到愛
情雙方就卻步了，多數被列入「Friendzone」，狂收好
人卡。
這類人很有可能不是坐命正桃花，而是「天魁、天

鉞，左輔、右弼」等表面桃花，又稱人緣桃花。「天
魁、天鉞」是年長的男、女貴人；而「左輔、右弼」偏
重精神上的桃花，或許可能發展成為「柏拉圖」式精神
交流的紅顏、藍顏知己。不過，人緣桃花招來朋友，對
工作有很大助力，雖然做不成情侶，轉化為貴人也是樂
事。
但凡事也有例外，人有千面不能簡單由幾粒星一概而

論。正如也有貪狼坐命的宅男宅女，最有機會是夫妻
宮、遷移宮或福德宮見孤臣、寡宿這兩粒星。該類人興
趣廣泛，很享受獨處時光，樂於沉醉在自己的世界。再
者，現代都市也有不少鑽石王老五、黃金盛女。就算是
桃花坐命的人，也樂於單身貴族的生活，繼續瀟灑人
生。

■記者 陳楚倩 整理

從紫微了解真假桃花
柏天心 劉圓圓

講完飛星佈局，就需注意家中佈置的
風水禁忌。風水上，圓主動，方主靜，家
中多一點圓形的傢俬，例如圓角的餐桌、
茶几，圓弧的燈、鐘，窗簾的邊角、入門
地氈等細節都可圓潤些，令家庭圓滿和
諧，闔家歡樂。不講大家可能不知，圓弧
的燈更可利貴人。另外，數字三代表「口

舌是非」，不利家庭和睦，而「五」代表
「病」，家中的燈膽數量以一、二、四、六、
八皆較適宜。

米缸不鄰水龍頭
至於安床問題，柏師傅說，切不可將床頭安
在屋樑下，因為「橫樑壓頂」，會徒增煞氣，
而床頭宜背靠牆身，寓意「有靠山」，並且牆
身後應避免是洗手間淋浴及馬桶的位置。廚房
的灶台亦是一樣，不適宜靠窗台，不然賺錢就
會較辛苦，而且煮食的地方五行屬火，灶的底
部忌被水喉經過，因為這會影響健康。

說到廚房，柏師傅提到，廚房米缸不但有儲
存米的功能，還有納五福、招好運的功效，米
缸五行屬土，故不可放在水龍頭去水位之下，
否則好運會隨廢水流走。另建議可在米缸的膠
蓋上放八個元寶吸財。
洗手間的風水是一個大難題，洗手間是

藏污納垢的地方，如果洗手間風水不好，
會影響事業財運和健康情感。首先，馬
桶、鏡子都不要正對衛浴間的門，不然穢
氣、濕氣就會直接流入屋內，若然家中情
況是這樣，可以常開抽氣扇來通風，並將
門常半掩半開。

阻擋「進門見廁」
其次，馬桶不要正對大門，因為財從大門進，

對正馬桶的話，就馬上被沖走，意即財來財去。
遇到大門對着洗手間的情況，化解的方法其實
有很多，例如門口做個玄關，阻擋「進門見廁」
的問題，或者在廁所門口掛珠簾，最好是粉色

的，密度要大些，長到垂地。

家中鏡子不宜大
此外，自古傳言鏡子有戾氣，會影響財運，
所以家中不宜有太多面鏡。卧室最好就不要放
穿衣鏡等這些大鏡子了，尤其是正對床頭，而
且鏡不能對鏡，不然影子則無窮無盡，於風水
佈局上就不適宜。

傢俬圓勝方 樑下不安床

樓市在去年政府加辣後一度冷卻，發展商暫停推
出新盤，年尾再有美國聯儲局加息1/4厘，更預告
今年可能會加息三次，但無阻買家入市信心。

新盤小陽春 二手交投靜
踏入2017年，樓市一反農曆新年前後一、二手牛

皮的傳統現象，發展商瞄準買家的剛性需求，積極
推出新盤應市，市場反應熱烈，帶來一陣小陽春，
多個新盤錄得超額認購，而發展商亦提價加推。另
一邊廂，二手市場交投淡靜，過去周末十大屋苑僅
錄得一宗成交。在發展商續推新盤吸納市場積累一
段時間的購買力，銀行亦調低H按息，搶市場佔有
率，料其他會相繼跟隨。
一手旺二手靜的情況在今年非常明顯，經絡按

揭轉介研究部數據顯示，今年1月的一手物業佔市
場比例，由去年 12 月的 36.3%，大幅攀升至
50.13%，與二手物業比例的49.8%相若。土地註
冊處截止今年1月27日的數字，一手私人住宅的
註冊達 674 宗，比去年 12 月的 456 宗，上升
47.8%，這個數字與去年同期比較，亦增幅近五

成，相反二手私人住宅註冊宗數，今年1月錄得
2,804宗，較去年年尾的3,259宗，減少近14%。
政府為樓市加辣後，業主的持貨能力高，令二手
市場淡靜，但部分成交仍創歷史新高，反映買家
渴市。

H按調低有利業主轉按
H按的「H+部分」，由去年年頭的H+1.7，拾級

而下，至年尾的H+1.35%，吸引條件合適的業主轉
按，享慳息及現金回贈之餘，更可在加息周期抵消
息率的上升。2017年伊始，已有銀行將H按調低至
H+1.32%，隨後再有銀行揭開戰幕，稍稍調低至
H+1.3%及增加現金回贈，欲吸納新盤客戶，按揭
市場越趨激烈，銀行調低按息，預料會產生連鎖效
應，陸續有銀行會跟隨，同時不排除H按息再有下
調空間。
另外，在加息的大環境下，亦有銀行推定息計劃

吸引客戶，在指定的年期享不變的供款息率，但一
般只是首幾年的固定息率，其吸引力不及H按及P
按，非市場買家選用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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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門位置可放一紅色地氈及8粒石
頭，旺丁旺財。

■■玄學家柏天心玄學家柏天心。。

■柏天心師傅早前到美孚新邨一個單位
實地睇風水，講解雞年如何在家中「擺
靚個陣」。

柏師傅指，一間屋的風水以窗來做立向，在
家中按方位放置適宜風水飾物，就可以趨

吉避凶。今年財位、文昌位及喜慶位分別在東
面、東北面及東南面，因此單位向東面就最為
理想。

黃晶山財位催財運
對不少打工仔來說，工作就是人生，誰不想
職場上平步青雲，正橫財兼得？那就要集齊「一
六八」三粒星了。一般黃色的擺設均帶有財氣，
放黃晶山在東面八白財位可以催財運，在中宮一
白桃花位放流水擺設就可利事業，而在北面六白
偏財位則可放金礦山及流水擺設，以收其「一路
發」之意，人緣好兼受到老闆賞識。
在東北四綠文昌位，可以放六枝富貴竹或彩

斑螺催旺，小朋友有利升學考試，而已工作的
人士則有利事業，以求功成名就。事業順後，
就輪到感情了，今年想同情人感情加溫，熱戀
期永存？師傅教路，男的可以在東南九紫位擺
放紫晶，而女的則可在一白桃花位放粉晶。

南面煞位放五帝錢
至於今年三碧入飛到西面，屬口舌是非星，

要化口舌是非；數字三屬木，而西屬金，為金
木刑戰格，「金生水，水生木」，因此於該方
位放一杯水就可作化解。西南方屬於七赤，帶
破軍星，代表血光，其少許破壞性，不利家中
女主人，但只要放8顆石頭即可化解，而西北
面二黑則是病符位，可用黑曜石葫蘆化煞，南
面五黃災煞位就用五帝錢擋煞。

九紫喜慶位的櫃上放
黃晶山可催正偏財。

灶台對正門口又靠窗台，可
在窗台上放8粒石頭暖土。■風水上，圓弧的燈更利貴人。

灶台底部有去水管，可在
灶台後放六粒玉石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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