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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繼去年初辦的PMQ元創方
「果藝市集」，今年元創方繼續
以水果為主題為大家帶來「春夏
限定：PMQ果藝市集 2017」，
引入超過20個以水果為元素的
精選攤位， 包括美食餐飲、多
國新鮮水果、水果宅配服務、有
機健康產品、護膚品、手作精品
及調味品等。同時，市集亦推出
多個親子共樂水果工作坊，如水
果波板糖、蘋果薯條、士多啤梨
紅玫瑰、水果心靈繪畫工作坊及其他水果創意藝術等。如有興
趣者，今天是最後一天了，大家不妨為繁囂的都市注入一股小
清新，共度和煦春日。

魔魔法館法館

香港著名西洋玄學家，天生一對
藍瞳目，能靈視你的未來，擅於各
類型西洋占卜術，超過二十年的占
卜經驗，更獨創數字占卜命盤—

「BT9型格」，親授之學生遍佈世界各地，亦得「導師中的導
師」美譽。

Benny Wong

雙魚座是十一月下旬黃昏的時刻
在南方中天可看到的星座，其中以
緞帶連結兩條魚，而緞帶的繫結位
置即是三等星的α星。太陽通過雙
魚座的2/19到3/20日期間，正是
風和日麗的春滿人間之季節，雙魚
座人是如同春光十分純真而充滿希望的人。
這星座是愛的女神亞富羅第和其子耶羅斯（另一說法是女神

維納斯和其子愛神丘比特），突然間被怪物襲擊時立即變成兩
條魚而躍入水中逃逸。又為了避免二人離散，乃以緞帶將身體
連結在一起。

雙魚座的守護星——海王星
雙魚座的守護星是一般人所說的海王星，具有大海般的擁抱
力的雙魚座人，心地善良待人親切，尤具博愛心，有高超的藝
術才能，也是夢想力中具有敏銳直感的人。

送給雙魚座的禮物
包裝、裝飾都力求華麗、歡樂，如茶具、手套、手帕、音樂
鐘等，還有喜歡繪畫、音樂者也不少。
雙魚座的幸運花是堇花。

雙魚座的徽誌
雙魚座的徽誌是代表兩極端的兩物連結狀。雙魚座人有時表現

得十分神秘，有時十分平凡，有時沉溺於幻想的世界，有時則於
歡樂中參與郊遊。因素性相信別人而待人親切，並以服務人群而
感到無限歡欣。雖然言行有些浪漫，但卻有倍人的直感力和威嚴。

雙魚座的由來
有一天眾神因為天氣佳之故，乃在河畔設宴。愛好音樂的眾

神們快樂地唱歌和彈奏樂器，氣氛相當熱鬧，突然傳來悽厲的
叫聲，這就是肩膀下長出一百尾蛇，擁有大羽翼的怪物傑凡。
眾神一看不妙，乃四處逃走，宙斯化為鳥，阿波羅化為烏鴉，
赫拉化為牡牛，裘林梭斯化為山羊，眾神皆以動物之姿逃離。
愛和美之女神亞富羅第與其子戀愛之神耶羅斯乃化身為魚，遁
入尤法拉特斯河中。那時彼此決定用緞帶將兩人尾巴綁在一
起，永不分開，就這樣順利從怪物手中逃脫。母子倆就這樣以
尾巴相連、永不分離的姿勢升天，這就是雙魚座的由來。

12星座「星座密語」
——雙魚座

話說風水

深圳朋友介紹葛生來找我看家居風水，他家遠在上海，
我婉拒了，但就幫他看過平面圖，教他修改間隔和需要留
意的事項，可他仍舊堅持要請我親赴現場。內地卧虎藏
龍，出色風水師大有人在，為何老遠跑來香港找我這個名
不經傳的。
葛生說是他太太的意思。葛太？素未謀面……
「她幾年前在深圳媚姐公司見過你，當時你還贈了她幾
句，說她額頭的『美人尖』代表無父緣。『眉頭帶劍』三
十歲那年必有情海風波，實在太準了！從那以後她將你當
偶像。這次置業，說無論如何都要請你到現場。」
話說到這層面，不應允似乎不近人情，於是某個周末便

隨他飛上海。
葛生的物業地處上海周邊嘉興，是一幢三層樓別墅，正

進行內部裝修。大門開在左側對正一條直路，看平面圖時
已經叫他將門移至中央。來到現場始發覺中央對面是高
樓，若以此作向，一出門就有泰山壓頂之感。這種現象會
導致事業阻滯，欲振乏力，故不能用。
沿別墅外圍走了一圈，只見左右都是獨立別墅。後面是
個大花園。用羅庚在大門前量度，得「申寅」坐向。風水
中有一顆星宿叫「亡神」，犯者較易引發是非爭鬥。一般
風水師選樓時見這種情形定必放棄。葛生屬牛，太太屬
雞，這別墅坐「申」，正好是牛「丑」雞「酉」的「亡
神」。夫婦倆急了，齊問該怎麼辦？
「調門換向」我說，堵塞正門，再於後花園圍牆開大
門，以「坤」作向，使整幢建築物顛倒坐向。花園成了明
堂，之前對面的高樓立時變成了背後靠山。格局頓變，亡
神沒了。坐實朝空，藏風聚氣，旺財旺丁。
葛太禁不住內心喜悅，感激我幫她化解了風水危機，因
為別墅第一手業主入住不到兩年就遷出，她非常擔心會步
其後塵，這就是堅持要請我親臨現場的原因。

文︰勞斯
yukkongsir@yahoo.com.hk

調門換向

這星期出現了塔的牌
子，代表了一些消息及突
如其來的生活改變呢！

女皇牌的出現，我相信
你這星期的財運都不錯
了，開心些吧！

魔鬼牌的出現，正好給
自己在這星期內作出自我
檢討，想想是否過度縱慾
了。

千萬不要因一時之氣而
鬧事，因為愚者牌的出現
正好代表了事情的不順及
性格的反叛。

今個星期裡我見到有位
魔術師的出現，令到你的
生活多姿多彩呢！

本身性格已很孤僻，現
在還多隻忍士牌出現，很
難想像你會有幾我行我素
了。

抽到節制牌，預料你們
會因飲食失控而導致體重
回升，愛美人士小心！

命運之輪的出現往往會
為事情帶來新的轉變，無
論如何都應該好好準備。

本周吊人牌出現，預料
你要特別注意腳部的健康
問題，不然苦了自己及身
邊人。

星星牌帶着希望與光芒
的信念，一如牌說如你有
理想，不妨大膽行事，為
理想打拚。

太陽牌出現，一切與小
朋友及朋友聚會的都是你
們運氣旺的原因。

留意你們的情緒，這周
出現了影響你們情緒的月
亮牌，它會為你們帶來不
安及過敏。

文：BENNY WONG塔羅星座塔羅星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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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藝市集」共度和煦春日

自從去年花蛋大受歡迎後，今年再接再厲，近百隻迪士尼花蛋已進駐各個
園區，以可愛的造型跟大家玩轉春日嘉年華。
今年更有多隻首次亮相的花蛋加入，如多位以漫威超級英雄為主題的花蛋就

在明日世界出現；而近年大熱的《美女與野獸》的野獸、茶煲太太、阿齊、盧
米亞和葛士華則藏身於幻想世界裡，等大家逐一發掘他們的蹤影，每一步一行，
隨時有花蛋在身邊，讓大家與家人好友盡情投入尋蛋樂趣。

春日春日遊樂園遊樂園
玩轉玩轉嘉年華嘉年華

上星期春分到，春分之後，香港晝漸長夜漸短，

意味春天正式來臨，加上兩星期後就是復活節假

期，大家有計劃到哪兒玩樂嗎？小朋友一連十多天

不用上學，大家不妨帶他們到樂園遊樂一番，玩轉

春日嘉年華，近距離與貝兒公主及野獸見面，加入

明星嘉年華列車行列，齊齊參與尋找全新「花

蛋」，過一個快樂的復活節假期。

文︰吳綺雯 攝︰雨文、小馬 小模特兒︰梓諾

早前，海洋公園首屆夜間美酒佳
餚盛薈——Chill Out @ The South
揭開序幕 ，由即日起至4月17日期
間的19個特選日子，公園為遊人提
供現場音樂表演、各地美食佳釀、
主題工作坊及娛樂表演等各種體
驗，是慶祝海洋公園開業40周年的
重頭節目之一。
全新的夜場盛薈為遊人帶來多重

享受，除盡情品嚐各式來自世界各
地的精緻地方料理及佳釀，遊人更
可體驗各種熱門娛樂表演節目，於
晚上來到公園的露天湖畔體驗「清
酒嚐味祭」、「Chill 爽啤酒音樂
夜」及「星級美酒佳餚薈」三大活
動主題，盡情吃喝玩樂，全面
感受港島南區的獨有魅力。
饕客只需HK$168，即可

於特選日子下午五時後進入
海洋公園，一邊品嚐各種美
酒佳餚，一邊在醉人的湖畔噴

泉旁觀賞各種表演，享受怡人的春日氣
息。當中最吸引筆者的是於3月31日至
4月4日及4月7至9日舉行的「Chill爽
啤酒音樂夜」，熱愛啤酒的人士可嚐盡
世界各地的手工啤酒、多款本地大熱手
工啤酒，以及林林總總的街頭小吃，還
有釀酒體驗、啤酒品酒及享用啤酒的知
識等多個工作坊，同時每晚更設兩場
Chill 級迷
你 演 唱
會，由人
氣歌手及
樂隊輪流
演出。

今個春日，香港迪士尼樂園以迪士尼明星為主題，首次呈獻繽紛熱鬧的
「迪士尼明星春日嘉年華」，由即日起至5月28日，過百位迪士尼朋

友以不同形式和姿態登場，每天的下午，超過30位迪士尼明星為大家呈獻
全新巡遊「迪士尼明星嘉年華列車」，如米奇老鼠、米妮老鼠、唐老鴨、黛
絲、高飛、布魯托、鋼牙奇奇及大鼻帝帝等穿起春日新裝，登上以鮮艷顏色
設計的火車出巡。期間，表演者更邀請小朋友參與盛大的嘉年華，投入繽紛
精彩的春日慶祝活動。

充滿創意的園藝花圃，遍佈
整個樂園，為嘉年華加添一個
拍照旅程。例如，在城堡前的
花圃，小熊維尼與多位好友，
趁着這個春日，正在陽光中享
受野餐，小熊維尼還帶了他心
愛的蜜糖罌；另一邊廂，小鹿
斑比、小灰兔大腳和花花在繁

花滿溢的花
園裡捉迷
藏，晴空下
的約會吸引
到彩蝶紛紛
飛至，讓大
家盡情拍
照。

創意園藝盡情拍照

為配合今個月
上映的《美女與
野獸》電影，一
系列《美女與野
獸》主題體驗乘
勢登場，樂園更
推出「迪士尼明
星 ︰ 本 月 之
星」，於是貝兒
公主和野獸會與
大家近距離會面及合照。如
果你是《美女與野獸》迷，
更不要錯過多款的主題商
品，而Pandora亦獨家推出
全新《美女與野獸》串飾系
列，讓大家在春日嘉年華上
享盡時尚購物體驗。

美女野獸本月之星

■於皇室宴會
廳，可品嚐春日
套餐，圖為「翩
翩起舞」。

■美女與野獸商品 ■Pandora 美
女與野獸系列

猜猜誰尋花蛋樂趣

同 期 加 映

Chill Out @The SouthChill Out @The South
多重餐飲娛樂體驗多重餐飲娛樂體驗

■■水果藝術工作坊水果藝術工作坊

■和匠日式燒肉店，由美
少女主理，食物好味。

■飲食界名人盧覓雪示
範機器自動裝啤酒

■■限定雪條限定雪條
Ocean BlueOcean Blue

■旅遊達人
項明生介紹
「清酒嚐味
祭」內容，
並分享選配
佐酒小食之
心得。

■■迪士尼明星嘉年華迪士尼明星嘉年華

■■春日花蛋春日花蛋

■■迪士尼明星嘉年華列車迪士尼明星嘉年華列車

■小朋友於
創意園藝前
合照

■■創意園藝創意園藝

■■美女野獸與小朋友合照美女野獸與小朋友合照 ■■太空機械人太空機械人BB-BB-88
首次登陸明日世界首次登陸明日世界，，
與大家互動與大家互動。。

■■鐵甲奇鐵甲奇
俠花蛋俠花蛋

■■野獸花蛋野獸花蛋

文︰雨文

文︰雨文圖︰焯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