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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姓名館名館

禪悟居士，正職與玄
學、術數無關，信奉藏傳
佛教，自初中開始在「玄
學發燒友」父親耳濡目染
下接觸面相、紫微斗數、

八字等知識，再經父介紹認識了教授佛法之
恩師，除學習佛學之外，恩師亦傳他文王卦
及陽宅風水，至今35個年頭。2013年通過禪
定，悟得前所未有的契悟，終明白了五行與
際遇實相之間的關聯性，像石破天驚一樣，
整合了一套獨一無二、與宇宙本體相應的禪
悟姓名學，依此因緣，祈以公開部分千古未
傳姓名學之奧秘，望有緣人得到裨益！

facebook: 禪悟—千古未傳姓名推命學

話說風水

關於風水，社會上一直存在不同觀點和見解︰
有人認為是呃神騙鬼，有人則特別迷，連穿底
褲都要講究顏色五行。有人只信不迷，雖然肯定
風水的作用，但認為要改變氣場並不易為，質疑
一般風水師有否如此道行。
上月在一個春茗聚會邂逅到十幾年不見的舊同

事招弟，久別重逢大家都感慨萬千。她篤信風
水，記得十幾年前她新居入伙時請過名師堪輿。
那師傅年逾古稀，誇下海口說入住後，諸事順
遂，日後無論遇到什麼麻煩事都會迎刃而解。入
住那幾年間，患抑鬱症的弟弟跳樓自殺，腦退化
的母親在一次交通意外身亡。
她自己雖在一個大機構當部門主管，卻因為要

應付公司複雜的人事關係而整天神經緊張。遭遇
種種不幸，好在招弟看得開，她對風水依然深信
不疑，她深明風水只起輔助作用，家人遭劫乃宿
命天數。她知我修習風水玄學，故常拿家庭成員

的命理來討教。
記得有次約我放工後上她家，基於對問題屋的

好奇心和求知慾，我即刻應承了。
她住觀塘樂華邨，大樓「申寅」坐向，即坐西

南向東北。七運樓，當其時為雙七到向，屬當運
樓。來到單位門口，我先用羅庚頂住門板度向，只
見羅庚上的魚絲壓在「寅」、「甲」中間的分界線
上——「空亡」線！我不覺驚惶失聲。空亡即無
向，怪不得她家幾年內母親、弟弟相繼死於非
命。招弟也打了個突︰難道之前大師走漏眼……
但凡一個單位主大門納空亡，屋裡的格式搞得

再完美也會扣分。既然找到源頭，眼下最重要是
找方法解救。
老師傅將全屋的陰陽位分配得井然有序，只需

請裝修師傅將門框拆出移斜三度便可。
「就這麼簡單？」
「是的，風水本來就很簡單。」
她說當時照我畫的粉筆線改了門。不久她認識

了男朋友，第二年便結婚搬走了。

剛過之情人節，在眾多洗版有關情人節之
文章或訊息裡，有幾句話頗為得意，與大家
分享一下：「找對人，日日情人節；找錯
人，日日清明節；找不到人，那就日
日……」，我就說「光棍節」，單身人士盡
情放肆地購物一番！
本來姻緣事即「因緣」事，就是命裡有時

終須有，命裡無時莫強求。
不是好或不好的問題，更不是對與錯的問

題，所以在圈內好，在圈外好還是無圈圈
好，我說：「三者都好！」
五祖云：「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

男歡女愛，若不是有與生俱來的異性相吸之
快樂，縱使短樂，也是迷人的，否則可能人
類已經滅絕了。但沒有永遠甜美的，香口珠
咀嚼久了，一定乏味。所以快樂是短暫，煩
惱是永久的。既然如此，不如在圈外，不受
束縛，何等的逍遙自在！但面對社會的氛
圍，眾多女性有「奔三」即三十歲的壓力，
父母的催促，還是很苦惱的。一句廣東話總
結：「有又煩，無又煩」，倒不如還是無圈
圈好，不預設任何答案，順其自然，有姻緣
好，無姻緣一樣好。
否則煩惱強自尋，刻意迴避，像日本「獨

男」，今年的情人節也要出來示威抗議，什
麽反愛情資本主義論，標奇立異，總之不要
讓他們見到人家在親熱，或種種慶祝等。又
或是藥石亂投，總不理好醜，只要目標為
本，一定更苦不堪言。最不濟的情況就是遇
上情場騙子，遇人不淑，所以在此簡單說說
如何用姓名學配流年看姻緣訊號，與大家略
為分享一下。
首先用一例簡短說明一下原理：藝人
黃 丁–我及祖上 2016年 丙◇丁
婉 壬–異性宮 申
佩 乙–子女宮 庚壬戊
–「我」動；
–異性宮落運合丁（即「我」）；
–上期文章提過合化的理論，今次是丁壬合
化木，合即情投意合，因有乙木作引發
點，所以能化木；

–具體說明一下，就是因為乙木（子女宮）
引發，而促成此合化（即姻緣信號），結
婚的緣分就變成奉子成婚。
感情，這麼煩人的事在姓名學中，是如何
運作呢？首先，在姓名中所找到的姻緣信
號，往往是與一切的異性姻緣相處所反映
的互動故事與定位，當然亦包括了婚配。
無獨有偶，以下例子也是奉子成婚的：

劉 戊 –我及祖上
愷 甲 –妻宮，異性宮
威 庚 –子女宮

–妻宮是甲木，其特質是自尊心強，他較
易被自以為是的女性所吸引；
–甲庚互打，兩宮互打，本應感情難以孕
育或甚至有不願結婚的想法；
–所以，真正的姻緣，需要從總格出發，
找出此格局「病」在哪裡？此例則病在夫
妻宮（甲木）被（庚金）所剋。
–然後，若流年太歲能解決所有問題，那
一樣能有婚配，否則終身無婚配。
–直至2013年，癸巳年

戊 癸
甲 巳
庚 丙戊庚

–用神癸（即妻星）合自己；
–戊癸化火有丙火引發剋庚金，遇「病」
有藥可治；
–第二個「病」位，庚甲木，對於「我」
而言，也是衝擊，所以是流年中的丙火，
變成甲生丙生戊，通關生「我」了。
–「我」落運再生子女宮；
–戊癸化火有丙火引發，就能讓甲生丙
火，再生自己了。

姓名學之苦樂本同源

日 式 丼 物 專 家 丼 丼 屋
（DONDONYA）一直致力
提供正宗日式丼飯及多元化
日式餐目，每年均會獨家引
入日本名物，更於去年起透
過與富士電視台及東京巨蛋
的破天荒合作，首度從當地
矚目的美食競賽「日本丼物
選手權」引入四大人氣限定
丼物。來自北海道的「名物
海膽丼」、「九兵衛三文魚
親子丼」及大分縣的「大分

雞肉天婦羅丼」早前相繼登
場，第四回則由愛知縣的代
表壓軸，送上躋身2017年度
「日本丼物選手權」五強的
「名古屋鳥開親子丼」。
「名古屋鳥開親子丼」源
於愛知縣名古屋，是著名雞
肉料理專門店「鳥開」的代
表作，以當地名物「名古屋
交趾雞」的雞腿肉為主要材
料，「名古屋交趾雞」是日
本三大名種走地雞之一，屬
純種走地雞，除了外形帥
氣、毛色分明外，亦以肉質
扎實及肉汁豐富見稱。為了
提升味道層次，「鳥開」更
嚴選鰹魚、愛知縣產醬油、
日本清酒及高級味醂等材料
熬成自家製高湯，佐以新鮮
雞蛋，配合純熟烹調技巧炮
製出「名古屋鳥開親子
丼」。

抽取太陽牌的你，這星
期聯誼約會多不勝數，又
點會不肚滿腸肥呢！

一肚氣無處發洩，面上
籠罩一股殺氣，真替你身
邊好友心驚驚，放鬆放
鬆！

留意一下久違了的老友
記，可能他們會給你意外
的驚喜，令你欣喜若狂。

約會見面多不勝數，可
惜的並不是每個約會都能
對你工作上有太大幫助，
就當交個朋友吧！

一直努力不懈的事件，
最終也有點眉目，但千萬
不要鬆懈，現在才是真正
的開始。

情緒好似受到干擾似
的，心情如像天氣先生一
樣變化莫測，心緒不寧。

樂天好動是你的性格，
今周人人都主動約會你，
大大小小的約會真令人妒
忌非常呢。

抽到魔鬼牌的你要小心
一切金錢買賣借貸的事
宜，本星期皆不宜衝動
呢。

魔術師的你代表今周活
躍非常且想法多多喎，不
妨大膽實行，會有不錯的
表現的。

月亮牌的出現，令你出
現心煩、多疑及憂慮，其
實事情並未如你所想的不
濟，放鬆吧！

星星牌令你有大想頭的
想法出現，與其靜坐空
想，何不坐言起行，實踐
理想吧！

心情不錯，早前的財務
問題隨節制牌的出現，
終於得到改善，給多點時
間一定會解決。

文：BENNY WONG塔羅星座塔羅星座

食得滋味食得滋味

「名古屋鳥開親子丼」
限定登場

■愛知縣名古屋「鳥開」的代
表米滿先生與「名古屋鳥開親
子丼」

近年，美味的車仔麵愈來愈少，由於
車仔麵是筆者的最愛，所以筆者不時會
發掘香港到處的車仔麵店，位於登龍街
49號地下的新記車仔麵遠近馳名，筆者
身處店內，都看到不少遊客光顧。這兒
以「滷水汁」及「辣汁」最著名，經過
滷汁炮製的牛腩、豬大腸、雞翼等，非

常入味；而由秘製的辣汁伴的魚蛋、
豬皮、豬紅等雖辣但易入口，就算不太
吃辣的筆者也覺得與粉絲很匹配。就車
仔麵單來看，在麵食上，有雲南米線、
粉絲等較為冷門的車仔麵選擇，於是筆
者選了粉絲。

銅鑼灣銅鑼灣美食一條街美食一條街

在銅鑼灣區，有條街名為登龍街（Tang Lung Street），位於軒尼詩

道與羅素街之間的一條後街，近年有近7成商店為食肆，漸漸成為區內

著名美食街之一。早年設有茶餐廳、新翠華炭爐煲仔飯、火鍋店、潮州

打冷、泰國菜、小食店和樓上酒吧的集中地，名副其實是不夜天。不

過，2008年起，其中位於28號的永光中心大部分樓上舖變為日韓食

肆，至2011年起日本豚王拉麵店登陸後，更有多間日本拉麵店及西餐

廳陸續進駐，加上2014年「食廈」金朝陽中心二期Midtown落成，更多不同

種類的餐廳進駐。今期，筆者特別在這一條街，選擇幾間不同特色的食肆，

以合理價格品嚐到多款特色美食。 文︰吳綺雯 攝︰焯羚、雨文

位於登龍街28
號的永光中心，
是一幢有不少餐
廳的商業大廈，
如鐵板串燒、越
式、日式拉麵、
日式燒肉、日式
料理、意大利菜、美國菜、
法國菜等隨你選擇。其中，
身在22樓的藤之宮誠太郎是
一間日本餐廳，在午餐時段
（中午12時至下午3時）的
定食套餐算是OL午飯之選，
餐廳內環境寬敞，可選的午

餐如海鮮丼定食、炸蠔定
食、吞拿魚腩蓉飯定食及三
種燒魚定食，均為HK$100，
另外特選5品刺身定食則為
HK$158，免服務費及免費添
飯，以日本料理來說，價格
算是合理。

一條登龍街，從街頭至街尾一共至
少有五間不同風格的拉麵店，吃哪一
間，不同人有不同選擇。位於18號
VPOINT地下的豚王，每年不同的
時候都會推出限定王，即將由4月1
日起推出「柚子王」限定拉麵，售價
為HK$98。由於初春是日本柚子的
收成期，品質也是四季之中最佳。日
籍職人嚴選香氣濃郁的日本著名德島
縣產木頭柚子，創作出全新的限定
王。柚子的甘甜和酸度平衡，加入清
新澄澈的自家製雞清湯中，巧妙地引
發出柚子獨有的柑橘香氣，令心靈舒
泰，清爽而細膩，有如春天來訪的一
品。
豚王
地址︰VPOINT地下4號舖

如想輕鬆休閒一下，同樣位於V Point地下的Cafe
de Paris，驟眼以為是法式甜點，整間舖都放置了巴黎
鐵塔，但原來是來自韓國的人氣甜品專門店，主打新鮮水
果杯，當中最受歡迎的是士多啤梨杯，是由韓國士多啤
梨、沙冰及奶油組成，賣相吸引。門外放置大大杯的生果
杯紙牌，就是 Bon Bon 系列中的士多啤梨杯（HK
$128），系列中還有芒果（HK$98）、車厘子（HK
$98）及葡萄（HK$88）杯，水果之多，足以二人享用。
Cafe de Paris Est. in Korea
地址：V Point地下5號舖

OLOL午飯之選午飯之選

藤之宮誠太郎
地址︰永光中心22樓

日本拉麵之選

港式麵食之選

■筆者選了三款一麵
（HK$40），揀選了最愛的辣
豬皮、秘製豬腩肉及腸仔，配
粉絲，味道既濃又不口乾。

韓式甜品之選

■■充滿巴黎感覺的門口佈置充滿巴黎感覺的門口佈置

■■免費免費WiFiWiFi

■■日本餐廳藤之日本餐廳藤之
宮誠太郎店老闆宮誠太郎店老闆

■■永光中心食肆林立
永光中心食肆林立

■■登龍街登龍街

■■餐廳環境舒適餐廳環境舒適

■■特選特選55品刺身定食品刺身定食

■■MidtownMidtown裡裡，，食肆林立食肆林立。。

■■以這柚子為材料以這柚子為材料

■■四月限定王—柚子王四月限定王—柚子王

■用作選擇
車 仔 麵 的
單，一目了
然。

■■新記車仔麵新記車仔麵

■士多啤梨杯

——

一條門線

文︰雨文 圖︰焯羚

yukkongsir@yahoo.com.hk
勞斯

■■三種燒魚定食三種燒魚定食
新記車仔麵
地址︰登龍街49號地下B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