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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近期最精彩的新聞報道，莫過於林子健聲稱被講普通話者禁
錮和毆打之事件，事件引人入勝，峰迴路轉，簡直是現代版的苦肉
計，本想火燒連環船，可惜不是燒敵船，而是燒自己及同盟之船，
真是比傳奇更傳奇！
若從林子健的姓名總局再配入時間作推算，亦非常精彩。稍後篇
幅會作詳細解構其精彩之處，但現在先從五行推算學上的「官」星
說起。何謂「官」？剋我者且陰陽互見也。例如若我是庚金(+)，剋
我者即火剋金，火也，且要陰陽互見，所以就是丁火(-)，丁火就是
庚金(我)的官星了。陰陽互見便是有情，本來無情的剋我者就變成
有情的管束了。
五祖云：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除道出因果繁衍的道理外，
就是帶出了就算所作事基於「有情」，最終果報還是會出現的，於
是官星所反映的正是同一道理，有情的管束會得貴，不過度，即自
身強大，有管束反而得貴，做事井然，管束得宜，不但成才、健
康，正如有錢人或有權有勢之人，也會聽從保鑣的安排。管束也包
括我們身體的防禦系統，將我們身軀的生態理順的非常好，所以健
康。但管束一過度，過猶不及，縱使有建樹，也會有反效果。
正如中國人的傳統觀念，養不教，父之過；教不嚴，師之惰。適

當有情的管束，當然成才，但當「棒下出孝兒」，縱使子女聽教聽
話，也可能變成無自信，甚至有陰影，適得其反。在五行學理上，
就是身強身弱的道理。身強即自身強大，相對上「剋」就變成適中
及可承受的管束。身強即陽支：甲、丙、戊、庚、壬；而身弱，即
相對上，管束的力度太大，縱使有情，亦會有反效果，如壓力，因
凡事過度而產生的衝擊。身弱即陰支：乙、丁、己、辛、癸是也。
見下表：
身強：
我 官星 效果
甲 辛 自尊變自信、自重
戊 乙 固執，得到理順
庚 丁 見貴
壬 己 收放自如
丙 癸 窮或不禮(例外) - 因五行也有物理現象，當

火盛極，如果只用少量水去撲火，反令火勢更大，所謂禮到最盡就
不禮了。
身弱：
我 官星 效果
乙 庚 大名所累
丁 壬 禮不周
己 甲 自尊致分裂或失信
辛 丙 火燒功德林致失義
癸 戊 固執致失自由
林子健，林是我，即乙木，而官星就是庚，縱使他有大名，但也會
變成壞名聲的結果。以下便是林子健的案例：
林 乙(我) →甲 日 月 年
子 甲(劫)→乙 庚(官) 戊→己 丁
健 己→戊 午 申 酉

丁己 庚壬戊→己 辛
–乙木(我)，甲木(劫)沒有落運，所以他聲稱的整件事並無實質參與
或發生。

–乙甲相連，即出現化進化退的效果，那為什麽乙(我)化進變成
甲？莫非甲木(劫)即同黨，或是自己虛構出來，即「偽我」的出
現。

–而在時間上，戊化退成己，即過程上誠信化小，而在總格上，己
化進成戊，便給甲木打絕，所以誠信有問題。
–所以真的本體我是乙木，被庚金，即官星有情剋合，所以他所聲
稱之事，是無意圖傷害到自己的。

–因為身弱，所以乙庚雖化大名，還是為名所累。
–不難發現，官星庚由頭到尾只打「偽我」，而真正的我只是身弱
被剋合，只屬皮外傷，所以整件事由頭到尾都是偽裝。

以上林子健事件無疑是近期最火爆之港聞也，但也只是借刀殺人
不成之案例也。

近年，不少品牌Crossover，今次
是由西班牙首飾品牌ARTE Madrid
與問月酒店合作，推出「懾人魅
力 」 下 午 茶 ， 這 個 以 ARTE
「Ocean Miracle」系列為靈感的下
午茶，讓筆者如置身海底世界。
據悉，酒店 Supergiant Tapas &

Cocktail Bar 陳 家 俊 總 廚 深 受
「Ocean Miracle」系列及蔚藍而變
化多端的大海啟發，匠心創作多款
賞心悅目、以藍色為主色調的甜
點，包括海洋杯子蛋糕，香濃鬆軟
朱古力蛋糕上滿佈柔滑細緻的忌廉
芝士，以細碎的開心果粒、藍白珍
珠及各種海洋動物朱古力裝飾加添
深海魅力，而造型小巧精緻的甘筍
棒棒糖蛋糕同樣誘人，粉藍色朱古

力下有清新怡人的甘筍及薑味蛋
糕，配上朱古力、蕎麥及糖粒一同
細味，玩味口感同樣滿分。
陳家俊總廚為了突顯出首飾品牌

的發源地西班牙，亦同時設計了多
款以西班牙食材為主的甜點，如西
班牙吉拿棒，伴上辣椒朱古力醬一
起食用，與別不同的微辣滋味於舌
尖縈迴繚繞。廚師更重新演繹傳統
西班牙焦糖奶凍，加入香氣撲鼻的
陳皮中和焦糖的甜味。
而且，鹹點同樣富西班牙傳統美

饌的特色，如松露蜜糖煙燻三文魚
多士，與乳酪一同享用立刻悸動你
的細緻味蕾；每顆金黃香酥的脆炸
火腿丸內充滿軟綿的伊比利亞黑毛
豬風乾火腿餡料；最後，總廚挑選

西班牙北部的Piquillo 紅椒，炮製西
班牙紅椒伴吞拿魚沙律，釀入鮮味
滿載的吞拿魚沙律，傳統滋味叫人
齒頰留香。
同時，呷一口由調酒師特製的

「蔚藍微風特飲」，感受新鮮薄荷
葉、桃及菠蘿果汁的怡人氣味，讓
味蕾遨遊浩瀚大海。由即日起至9月
30日，「懾人魅力」下午茶（HK
$348兩位）於星期五至星期日下午3

時至6時供應，每兩位賓客可獲贈
ARTE Madrid尊貴系列Deseo帆布
袋乙個及HK$300購物現金禮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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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學之「官星」傳奇

話說風水

誤事「軍師」
很多父輩喜歡充「軍師」，傳授經驗教子女處事。「識少少
扮代表」於某些無關痛癢之瑣碎事上並無大礙，但在某些特殊
事項聽任就容易誤事釀錯。
舊同事斌仔是個孝順兒，雖然人到中年，依然像小孩般唯

父命是寶典。父親在家中擁有至高權威，對仔女的興趣嗜好
樣樣都很上心，對懂不懂的東西都慣以長輩口吻加以教導出
主意。 那次斌仔買私家車，本來打算買部棗紅色，但父親有
異議，說深藍色沉實貴氣。斌仔唯有放棄心頭好循父意出了
輛深藍色車。可惜新車落地不到一個月，在停車場兩次輕碰
柱欄刮花車身，斌仔心痛非常。擁有廿多年駕駛經驗的他從
未試過泊位擦傷車。他感覺好似有股邪氣作祟。於是查生肖
書，始知道自己命格喜火忌水，紅、橙、紫色才是喜神，黑
及藍色屬水均忌。於是他決定將車身改色，終於壯起膽打破
盲從父意習性。
去年一次舊同事聚會上遇到斌仔，他過來傾訴買車的慘況，

還請麻煩我幫其分析汽車的五行特色。我叫他找紙筆過來記
下︰
1. 金︰白色、銀色或金色。圓形車體。
2. 水︰白色、藍或黑灰色。圓形或波浪線條車體。
3. 木︰綠色，青色。瘦長車體。
4. 火︰紅色、橙或紫色。帶尖角形車體。
5. 土︰黃色、咖啡色。方形車體。
只要弄清楚自己命中的五行屬性和喜忌，選擇車型和顏色其
實也頗簡單。
斌仔抄畢，問車牌選什麼號碼較好。他父親說每個號碼都有

吉凶含義，中國人喜歡講究意頭和吉利諧音。
選擇吉利號碼當然很重要，但這要視乎其五行適合與否，最
好是選出能生旺車主命卦的數字。其實車牌號碼真正能起作用
和見效果只看後面兩個數。
「爸爸出於愛子之心，就算一知半解還是喜歡充在行出主

意。看，信他可能又撞板。」斌仔一臉無奈。
■文︰勞斯yukkongsir@yahoo.com.hk

食得滋味食得滋味

「懾人魅力」下午茶
■文、圖︰雨文

提 起 太 陽
餅，當然不得不
提曾於 2013、
2014 太陽餅比
賽獲冠軍的如邑
堂餅家，為了讓
大家可品嚐到比
賽指定第一的太
陽餅，特將手工太陽餅於台中逢甲商圈
漢翔路235號的「如邑堂餅家」原汁原
味呈現，產品因以精湛手工製作，採限
量、限購制。
從事烘培業20年的阿東師堅持將麵糰

以手工揉製，手工揉製的麵糰不易斷
筋；用富有彈性的麵糰包覆麥芽餡，就
可讓麥芽餡在烘烤時不易衝出外層酥
皮，也就不需將外層酥皮加重比例來保
護麥芽餡，搭配黃金比例做出來的太陽
餅，自然會是入口酥鬆、餡不硬的第一
美味太陽餅。
其純天然酥皮材料，搭配純麥芽內餡

65:35完美組合，入口酥香、甜味自然。
餅圓直徑達8.8公分、高度2.3公分，餅
皮螺旋狀之功法，恰如日正當中太陽形
狀。烘培溫度與時間的精準掌控、呈現
溫暖陽光的黃金色澤。
而且，由即日起，在台北多了一個可
以品嚐下午茶與現煮咖啡的好去處。這

兒現做的糕餅新鮮直送，讓你可以品嚐
到美味的冠軍糕餅，現煮咖啡散發出濃
濃的咖啡香，阿里山高山茶，茶香讓你
心情愉悅，舒適的座椅，讓你在忙碌的
生活中得以放鬆，交通方便，捷運西門
站6號出口步行5分鐘即可到達。

冠軍鳳梨酥與太陽餅
集工場DIY購物於一舖

一向以來，到台灣旅遊，不少朋友都

會買鳳梨酥及太陽餅回港做手信，皆因

這兩款餅食都是台灣最為著名的，而且

還有些品牌更設有集工場、DIY及購物

於一身的店舖內，讓遊客既可參觀工

場，亦可自行DIY餅食，更從中可再購

買多款其他餅食，一舉三得。

■文︰吳綺雯 攝︰寧寧

鳳梨灣創辦人劉瑞祺在台灣東海
岸創辦鳳梨酥專賣店，他憶述說，
小時候如何和兄妹們分食得來不易
的鳳梨餅，滿口的滿足和鳳梨餅的
酸甜香味，是他魂牽夢縈最難忘的
童年滋味，於是他一直在尋找記憶
中那種土鳳梨的酸、甜味道，這幾
年他與師傅們不斷研發、遍尋健
康、無污染的食材，選用在地農民
的土鳳梨、番薯，堅持不加防腐
劑、化學添加物來製作鳳梨酥，加
上老師們還創意巧思地將台灣四季
豐饒的水果一一入餡，讓鳳梨酥充
滿各式酸、甜、辣等口味，以「台
灣精品農業、手工、原味、不含防
腐劑」作為經營理念。
現時，「鳳梨灣」是台灣知名特
店「洄瀾薯道」的關係企業，也是
花蓮唯一的鳳梨酥專賣店。鳳梨灣
結合台灣在地農產品，同時推出十
二種口味︰剝皮辣椒鳳梨酥、紅酒
荔枝鳳梨酥、玫瑰石鳳梨酥、小米
酒桂圓鳳梨酥、芒果鳳梨酥、香蕉
鳳梨酥、金桔鳳梨酥、麻糬鳳梨
酥、黃金薯鳳梨酥、核桃鳳梨酥、
原味土鳳梨酥、台灣傳統鳳梨酥
等，可算是口味豐富的鳳梨酥專賣
店。

鳳梨灣鳳梨灣
十二口味鳳梨酥十二口味鳳梨酥 如邑堂如邑堂 限量手工太陽餅限量手工太陽餅

■■剝皮辣椒鳳梨酥剝皮辣椒鳳梨酥

■■台中目前最有人氣的太陽餅如邑堂工場台中目前最有人氣的太陽餅如邑堂工場

■■「「鳳梨灣鳳梨灣」」創辦人劉瑞祺創辦人劉瑞祺

■■如邑堂工場如邑堂工場、、門市於一舖門市於一舖。。

■■如邑堂工場清晰可見如邑堂工場清晰可見 ■■如邑堂太陽餅及其他餅食如邑堂太陽餅及其他餅食

■■如邑堂餅家雜錦如邑堂餅家雜錦

■■花蓮薯花蓮薯

■■有機番薯有機番薯

抽到魔術師牌，今個星
期長袖善舞，對需要人事
工作的朋友，絕對是事半
功倍。

皇后牌令你這星期財運
大上大落，既揾錢又大
使，豪氣非常。

月亮牌代表情緒上的不
安，這星期將有要事令你
心情十五十六。

留意節制牌所帶給你的
反思，有時間回想前事，
也可以令你進步起來。

留意一下高塔所為你帶
來的機會，有危亦有機，
一切考考你眼光了。

當皇帝牌的出現，工作
上會發現新轉機，如能好
好把握，成功自然在望
的。

抽到隱士牌的你，今個
星期學習能力特別強勁，
亦不滿現狀，因此進修連
連。

隨命運之輪的出現，
令你生活上出現不可抵抗
的改變，準備心情迎接新
的一天吧！

萬樣事情都要從根基開
始，若想一步成功，恐怕
力有所不能了，實幹要
緊。

多加留意身邊的朋友，
可能會有人正在暗戀你
呢！單身人士要留意喇。

身體健康上出現了死神
牌，不用太擔心，死神的
出現可能正代表舊患真正
得到治癒了。

難得有新的機會在眼
前，請不要再憂心忡忡，
機會是不等人的，因為太
陽牌在前方照耀你。

文：BENNY WONG塔羅星座塔羅星座

如置身海底世界 ■■西班牙傳統鹹點西班牙傳統鹹點

■■西班牙食材甜點西班牙食材甜點

■■藍色主題甜點藍色主題甜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