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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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政府7月1日上場，有一說：現今的政治環境，入仕途為官
就像入熱廚房，有識之士未必有興趣在宦海浮沉，而實情只不過
是，有人辭官歸故里，有人漏夜趕科場而已。高官厚祿，能看破
是黃粱一夢之人幾乎絕跡。
當然高官厚祿並不是罪，而只是貪戀權位，只顧私慾享受才是

不好。很多人以為佛教精神，講空講無，是否定式，否定有為，
消極的概念。而事實並非如此，相反，佛教徒，明因果，廣結善
緣，從先行善業開始，累積福德，進而再打破人我他的分別心，
慈悲為懷，這不是比積極更積極嗎？只不過是所作之事情，盡力
過後，不理成敗，明白成敗轉頭空，幾度夕陽紅，得失只是一
時，不要勉強而已。
從因果福德看，看見人家仕途亨通，絕不是偶然或幸運，而是
瓜熟蒂落的果報。
從今屆上場之官員中，真正可稱官運亨通者，從特區新班子
中，有幾人是由副局長升任為局長的。如新任保安局局長：

李 丙–我 月 年
家 己 丙 丁–劫（競爭者）
超 丁 午 酉

丁己 辛–財（工作）
–我（丙火）落運，與財（辛金），財即代表財富和工作，我與
財星合，即有工作或財富加諸自己身上；

–丁化進成丙，競爭者丁化為自己；
–丙辛合，阻截了丙火生己土，即火大土焦的情況；
–剩下的劫（丁火）生己土（財源）再生辛金（財星）即工作，
所以升職加薪。
備註：與我同質者為比劫，在此例中，丙和丁皆屬火，只是陰
陽不同，在此與我相近之人為競爭者，即劫也。而食傷就是我生
者，在此是己土，由於+-互見，所以是傷，傷的正面代表理性、
邏輯、聰明、生財之能力；反面代表計較、失控。在此，傷（己
土）能生辛金，辛金代表貴外，得傷者即有進財的機會，而辛金
代表財，是由於我剋者為財，剋即駕馭、經營、用功，而財富與
工作其中一個重要的定義就是從經營和用功而來，+-互見是正
財，++或—互見就是偏才，付出少少，回報多多便是。
而晉升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之組合：
劉 戊–我 月 年
怡 乙 丙（偏印） 丁（正印）
翔 丁 午 酉

丁己→戊（我） 辛（傷）
–是印星，代表地位、文書、批文，落運，且有根抓地落月令；
–己化動，競爭者變成我，被丙火所生，丙火本是偏印星，代表
副位，因總格有官星生入丙火，官星即正位的官位，通過丙火
所生而給自己，即自己晉升為正位。
備註：生我者為正印、偏印，生即支持、幫助、認可，丁火丙
火都是生我的，地位是支持我的一種力量，由支持引申到認可，
所以表示文書、證書及地位，丁(-)生戊(+)，+-互見為正印，正印
即正位，丙(+)生戊(+)，++互見為副位也。
第三位新教育局局長組合如下：
楊 甲–我 月 年
潤 戊 丙（食） 丁（傷）
雄 丁 午 酉

丁（傷）己→戊 辛（官）
（才︰工作）

–丁火（傷）落運，本來剋辛金，即官星，會不貴；幸丙午月，
丁化進成丙火（食），丙辛合，合入官星，因而有聲望而得官
位；

–己土（財）化進變成戊土（才），不費吹灰之力就能被丙所
生，因戊是偏才，即付出少少而多回報，由己變戊，亦避免了
火大土焦的情況。
備註：我生者：--互見或++互見就是食，表示聲望是由自願付

出，無條件地付出才能獲得，而我生者，即由於自己流露出來
的。
最後用一首詩作結：知世如夢，無所求，無所求，心善空寂，
還似夢中，隨夢境，成就河沙夢功德。

話說風水

姓名學看政府新班子之升職加薪

不用灰心和氣餒，只要
有恒心，守護天使們是會
助你渡過難關的。

懂得關懷愛護別人是一
種福氣呢，施比受更有
福。

小心留意身邊事情的發
展，不然是非流言可是滿
天飛呢。

憂慮是對自己殘酷的懲
罰，不要再自我封鎖，放
開懷抱吧！

小小苦楚等於激勵，不
要因一時的起落而失信
心，成功就在前面了。

天生我才必有用處的，
不要咁快就打定輸數呢，
天使們是很喜歡作弄人
的。

清楚地知道你想要的，
並以堅定不移的信念專注
其中。

是時候你要清除堵塞之
物，並淨化在你周圍地方
的能量，必要時可運用風
水的。

開始要對你的生命作出
檢視，並決心去改變或治
療任何不平衡的部分。

要有健康的飲食，充足
的睡眠，並規律地運動，
保持最佳健康狀態。

你的點子正是由神聖所
引導的，請採取行動，讓
你的想法去開花結果。

柔軟你的心，帶虔敬
來看待這個情況，和涉及
其中的所有人，包括你自
己！

文：BENNY WONG塔羅星座塔羅星座

品嚐美食、盡情購物、旅遊嘆世
界均是香港人最愛的活動。港鐵商
場ELEMENTS（圓方）為慶祝商場
開業踏入10周年，特別推出三重優
越獎賞，讓你無論是在享受佳餚盛
宴，抑或穿梭各大殿堂級名店選購
心頭好，同樣能賺取「亞洲萬里

通」里數，更可參加大抽獎，有機
會獨得1,000,000「亞洲萬里通」里
數，遨遊世界！
其中的獎賞是，大家現凡於推廣

期內於商場使用電子貨幣（包括信
用卡、易辦事或八達通）即日消費
滿HK$3,800或以上，即可參加「十

周年誌慶大抽獎」，有機會獲得香
港麗思卡爾頓酒店水療中心體驗之
旅套票（5名），頭獎得獎者更可獨
得1,000,000「亞洲萬里通」里數（1
名），如於場內以美國運通國泰航
空信用卡消費，更可獲得雙倍中獎
機會。

侯叔的養子肥奮今年犯太歲，踏入新年後一直運滯，半年
來腳傷未癒又跌斷了手骨。他通過侯叔邀我幫其看家居。他
是侯叔領養的孤兒，怪不得唔清楚自己確實的出生日期。我
說明沒有時辰八字難以斷其運滯的原因。他伸出手掌，說掌
相或者可以看出點什麼。
這是一隻厚肉的肥掌，拇指下方的金星丘特別發達，感
情、智慧、生命三條主線深而清。水星位上有多條婚姻線，
中間最長的線紋下彎至感情線，感情線短且下垂，頭腦線尾
段開叉……他見我一直盯住掌不作聲，忙問有什麼發現。
正想回話，見牆角擺一個大花瓶，羅庚針指出那裡是北
方桃花位。
「你有多條婚姻線，明顯花心。長的那條下垂，表示中年
有離婚或夫妻分開兩地。」
肥奮說是離婚，今年初。
「感情線短而下彎，自我抑制能力差，對異性容易一見鍾
情，但愛而不專。金星丘發達主性慾強，烈火般的激情燃燒
後，如有新誘惑馬上就會見異思遷。牆角是你的桃花位，空
花瓶要盡快移位，不然會為你帶來爛桃花。智慧線尾端有大
分叉，表示有兩重性格，具備兩種專業知識或才能，更可以
兼做兩份不同工作，且必定有能力幹得出色。」
肥奮說白天做地產經紀，晚上幫人做網站幕後。自年初與

人爭客跌傷腳後，真可謂頭頭碰黑，上個月搭巴士時遭人
撞跌，斷了手骨。
說話間他帶我步入睡房。此房位於單位南邊，一眼就見床

頂天花懸掛散開的白燭吊燈。白燭有喪事之象徵，裝在睡
床上方，真是大吉利是。今年五黃病星到，吊燈壓的位置
剛好是手部及下半身，盡快拆卸。此房病星駐紮，上半年已
發生離婚、腳傷折手，再不避開，下半年誰知還會發生什麼
事，故建議他搬到大廳的沙發睡，那裡是東方，今年納當令
吉星。 ■文︰勞斯 yukkongsir@yahoo.com.hk

出廳避禍

數數GuideGuide 圓方十周年與「里」同遊 多消費多回報文︰寧寧

繼新加坡及馬來西亞
後，樂高「Cities of
Wonders」終於來到香
港，全港唯一樂高城市
大型遊樂場登陸了太古
城中心。由即日起至7
月 16 日 ， 一 座 由
LEGO砌成的都市，由小朋友全權話事，讓小朋友化身
「Happiness Builder–快樂建築師」，運用創意，拼砌
出「你」想都市。家長和小朋友可一起參與樂高城市5
大任務，用創意及幻想力一起建造「你」想城市，增進
親子關係，一起「LIVE HAPPY」。
同場還加入以香港特色地標為主題的大型模型，樂高

迷可近距離接觸由香港樂高專業認證大師精心製作的樂
高尖沙咀鐘樓及電車站。而樂高迷還可以到限定店，於
指定活動期間在店內購物滿HK$1,200，即可免費獲贈
限定版LEGO香港地標乙個。

今個夏天，一股賽車熱潮席捲
又一城。深受大人與小朋友期待
的迪士尼．彼思《反斗車王3》
將於今個星期四（7月13日）上
映，由即日起至7月31日，商場
中庭化身為1:1車王展覽區，矗
立車壇最高榮譽——洲際盃，
而多個電影角色的 1:1 原大造
型，亦率先於商場登場，如閃電
王麥坤、新手教練小薑，以及車

壇新星積迅黑旋風，讓你可以一
睹三大車王的皇者風采。
而且，場內還特設期間限定

店，發售逾四百款《反斗車王
3》商品潮物，包括逾百款獨家
限定商品、玩具、LEGO產品、
電玩、文具用品、飾品、家居用
品及服裝等，並同時發售三百多
款其他迪士尼．彼思產品，一眾
彼思粉絲萬勿錯過。為滿足一眾

反斗車王迷，L2層更特
設 DIY 互 動 專
區，讓大人及小
朋友可動手自製
個人專屬的《反
斗車王 3》姓名
貼紙、貼紙相及

銅幣等。

踏入七月踏入七月，，你們計劃到哪兒遊玩你們計劃到哪兒遊玩？？

現在天氣炎熱現在天氣炎熱，，如在外邊遊玩如在外邊遊玩，，大小大小

朋友確實會不斷流汗朋友確實會不斷流汗。。最近最近，，筆者發筆者發

現香港的商場多了與親子有關的活動現香港的商場多了與親子有關的活動

及佈置及佈置，，並設有相關的限定店並設有相關的限定店，，務求務求

令父母與子女於這個即將到來的暑令父母與子女於這個即將到來的暑

假假，，可以一起快樂共聚可以一起快樂共聚，，小朋友在玩小朋友在玩

樂的同時樂的同時，，又可以拍照留念又可以拍照留念，，更可以更可以

盡情購物盡情購物，，一舉三得一舉三得，，舒適地締造溫舒適地締造溫

馨天倫樂馨天倫樂，，過一個寫意的暑假過一個寫意的暑假。。

■■文文、、攝︰吳綺雯攝︰吳綺雯 小模特兒︰梓諾小模特兒︰梓諾

夏日親子同樂夏日親子同樂
暑假共敘天倫暑假共敘天倫

反斗車王迷狂熱

今個暑假，雅蘭中心、荷李活商業中
心及家樂坊攜手舉辦「『熊』の夏日
祭」主題活動，紅遍全球的日本九州熊
本縣吉祥物熊本熊（Kumamon）駕臨
旺角，以傳統山鹿燈籠祭浴衣造型安坐
在家樂坊Kumamon期間限定店，限定
店為大家送上即製的主題食品，如以熊
本熊午餐盒盛載的雞腿扒熊掌包和豚肉
熊掌包、「熊」型夏日水果茶等，同時
亦會出售限定精品，包括日版手工木
椅、熊本帆布棉零錢包、日版「熊」式
口罩、至「熊」潮服及木柄手挽袋等。

本地潮牌Happiplayground的小動物成員，向來都是
正能量滿滿、蹦蹦跳跳地向大眾宣揚環保重要性。仲夏
來到，森林的小動物們包括熊貓Panda、兔子Bunni和
Pucci、家貓Tiger、小熊Pinky等 ，大夥兒相約於即日
起至 8月 31 日期間來到屯門V city 參與「V city×
Happiplayground海底尋寶之旅」，各有不同拍攝點，
如Panda潛入深海欣賞七彩繽紛珊瑚時發現一副大
Puzzle，大家可以動動腦筋幫忙完成。
同時，大家還可玩「Go! VR海底巡邏隊」的VR尋
寶遊戲，虛擬世界中不用濕身的「潛遊」過程中，見盡
漂亮的海底風景，醉人景色背後其實暗藏「驚
險」…… 大白鯊的出現，如避得過牠，你就會贏得遊
戲。而在商場的另一邊，設有Happiplayground全港首
個期間限定店，讓粉絲們
把牠們的全新限量精品及
服飾帶回家。

熊本熊迷朝聖

樂高迷挑戰任務

■■限定精品限定精品

■■限定精品店限定精品店

■■Go! VRGo! VR海底巡邏隊海底巡邏隊

■■又一城的佈置又一城的佈置，，令人令人
猶如置身車王展覽猶如置身車王展覽。。

■■車壇新星積迅黑旋風車壇新星積迅黑旋風

■小朋友對
反斗車王精
品特別感興
趣

■■貼紙相機貼紙相機

■DIY 專區
自製姓名貼
紙

■■V city×HappiplaygroundV city×Happiplayground
海底尋寶之旅海底尋寶之旅

■■小朋友品小朋友品
嚐豚肉熊掌嚐豚肉熊掌
包包

■■家樂坊家樂坊KumamonKumamon期間限定店期間限定店

■■香港特色地標模型景點香港特色地標模型景點

■個人化T恤
訂製服務

VR迷尋寶體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