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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P新都城中心1期、2期及3期
正式分別取名為MCP ONE（一
期）、MCP CENTRAL（二期）
及MCP DISCOVERY（三期），
匯聚超過400間商舖，特此商場舉
行「潮食遊蹤」活動，打造多個以
「家政男」為主題的遊戲裝置與場
景，更推出食得滋味市集及廚具市
集，售賣多款人手製造的食品/食材
及各國特色廚具，讓大眾吃喝玩樂

之餘，又能盡情購買心頭好，活動
今天最後一天了，大家不妨一遊。

世上有三難：上天難、做人難、搵錢更難！人有兩隻腳，錢
有四個轆，所以人追錢是追不到的，但錢追人不要也不能。過
往我透露了福德之印記（可看前文），有言道：做人有方，成
功有道。但何謂「方」呢？「方」即方法也。有一故事是這樣
的：從前有一個乞丐，給人整蠱，要他在5仙和10仙之間選擇
其中一個，怎料乞丐選擇了5仙，跟問他要1毫還是5毫，
他竟選了1毫。後來此事經過不同人的宣傳，就有很多人像見
證奇聞一樣，排隊試這個乞丐，看看天下間是否真有如此蠢的
人存在，有大面值的錢不要，專要小面值。
當然世人只是湊熱鬧，幸災樂禍，以為人家是傻瓜，誰知此
傻瓜，智慧超凡，知道排隊給錢給他的人的需要，甘於做個大
智若愚之人，他心知，只要他選擇一次較大面值的錢，他就會
完全失去現時的好運。以上例子是真實存在於往昔美國的真人
真事。
此故事說明揾錢也非常依賴聰明與智慧。但各位尊貴的讀

者，可曾發現，看似此聰明的乞丐若無一個特別的機遇，縱然
有聰明與智慧，也變得英雄無用武之地。這個人生的轉捩點根
本就不由他話事，這種緣分是什麽？當然就是命運的際遇了！
在五行之中，聰明才智是什麽？「我生者」便是也。因為聰
明、才智是由我自然流露出來的，例如我是甲木(+)的話，木生
火，就是丙火(+)或者丁火(-)，丁火與甲木就是+-互見，所以是
「傷官」星，而丙火和甲木是++互見，就是「食神」星。傷
官星不怕正路的管束，用理性、邏輯找空位挑戰法則以自利，
五行術語以「傷官生財，福自天來」來形容。而食神星代表吐
秀，正正就像前段所描述之大智若愚的睿智。智慧生財，故此
無論傷官生財，還是食神生才，傷與食皆是生財的智慧和睿
智，代表經營有道。因此，在經商而言，食神和傷官如果被破
壞，就代表破財，或經營不善或投資錯誤等。
傷官雖然是自己自然流露，但+-互見即代表時常用利益計算

作出發點，有斤斤計較的本色，與食神之行事往往憑感性，願
意捨棄，利益他人從而自己得益，是截然不同的兩個不同層
次，所以食神不喜計算他人，活得自在，而自在的人，往往是
灑脫的，凡事展示秀氣，令人拜服。不像傷官般，總有點唯利
是圖的效果，因此，食神也代表福分與福氣。
由於官府怕商人，商人怕惡霸，惡霸怕聖人。傷官見官，就
是官府怕商人的律師，用規矩治規矩，但商人怕惡煞，即殺攻
身(剋我者：++ 或- -互見者)，而惡煞只能通過無私的聖人感
化，所以食神能制殺。殺為己用，也能造福他人，而只從投資
能否得到回報的角度而言，無論食或傷皆不能受損。以下的例
子便是因為食傷受剋，累及生意投資受損：

莊 己 我 月 年
思 庚 傷(財源) 丙 甲(官)
敏 壬 寅 午

甲丙戊 丁己

–己土(-)生庚金(+)，-+互見，即庚是我的傷官也，代表投資
經營得利的能力。

–己土自己落運，被甲木(官星)剋合，官星代表夥伴或男性朋
友(壓力煩惱由此人而起)。

–甲木(官星)，即男性合作夥伴，生丙火(+)，大火也，又遇丙
火上下通根，力度很大，丙火剋庚金(財源)，恐怕破大財。

–幸好壬丙沖，減少剋庚金的效果，故只是破財10萬元。
–破財的原因是被友人虧空公款。

由此可見，無論食神或傷官皆不能傷，否則，不利投資及財
運也。

話說風水

星期天堅兄相約出來飲茶，帶同來自馬來西亞
的叔父李伯。老人家屬龍，今年78歲，看樣貌
以為只有六十開外。他友善健談，中氣十足。說

是在外飄泊幾十年，每到一處地方都喜歡結識當地的風水
命相師傅，也樂於與有識之士談天說地。來到香港聽侄兒
說有朋友研究相學，即刻興致勃勃相邀會面。
李伯撥開頭髮，亮出一個M字額來給我看︰髮腳參差
不齊，額頭幾道皺紋恍如火車軌。此特徵是與父緣薄，兒
時無心向學，性格反叛，喜歡我行我素。額角雖凸卻狹
窄，少年胸懷大志，可惜時不我與。兩邊的驛馬宮開闊，
應該很早就有機會出遠門。
李伯豎起大拇指︰「準確！18歲時跟人躲到輪船底艙，

飄洋過海。」
但之後起碼要捱10年苦，至印堂位，即28歲才有出頭

機會。
「28歲那年被老闆任命做工頭，看管百幾個橡膠工

人。」
李伯眉骨凸，眉毛密而貼，眼帶桃花，鼻樑挺，準頭

圓，兩顴高有肉包裹。人中略嫌淺平，嘴唇厚，地閣方
滿……以相論相，中年發跡。
李伯笑了，索性伸過雙掌來。
「好掌啊！」我有點情不自禁。喜見眼前一對圓嫩得像
乳豬的肥掌。古人有云︰「好相不如好掌。」
他攤開手掌讓我看，在生命線內側一條起自月丘向掌心

延伸的斜線很深顯，此為貴人線，於李伯而言，此線對其
人生影響極為深遠。月丘有很多細紋，是為桃花紋，代表
異性緣極佳。
「盡說好的，講點壞的來聽吧！」
既然要求揭短，我於是放膽直言︰「 穿過月丘與生命

線的這條紋叫縱慾線。你一世英明神武，奈何英雄難過美
人關。你眼帶強桃花，喜歡招蜂引蝶，沉醉溫柔鄉。雖說
人不風流枉少年，但到現在這般年紀仍聞色起痰，不識節
慾保精，等同玩火……」
臉刷地紅了。李伯始料不到手紋居然露了他的底。

文︰勞斯 yukkongsir@yahoo.com.hk

露
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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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學看投資

各方面也得到很好的平
衡，若果再在平穩中加多
些努力，那就更加完美
了。

女皇牌顯示了財富的豐
收，早前進行中的難題，
一一給你的毅力所征服。

若果真的遇上難事，千
萬不要收藏心裡，要坦白
說出來，是有人願意助你
渡過難關的。

開始思考近來的方向，
問題是在於自己心中所
好，千萬不要錯悔當初，
時光是不留人的。

大膽、任性、頑皮是今
個星期的性格，不要看小
自己的破壞力量，星星之
火可燎原。

抽到力量牌，是提示你
今個星期要量力而為、以
靜制動，不宜主動出擊，
宜留守待發。

今個星期魔鬼牌纏身，
小心合約條文，勿亂簽文
件，以免壓債大增，及誤
交損友呢！

病向淺中醫，縱使係鐵
人也需要休息的，要保持
良好的身心才能繼續發光
發熱的。

鬥氣、鬥氣、鬥氣是今
星期經常發生的，雖然無
傷大雅，但也令其身心勞
累的。

有強烈的旅遊運，不妨
多出外旅行走走，吸收大
自然的空氣，對運程還有
幫助！

工作壓力頗大，工作量
還不斷增加，令你有點吃
不消，上司也同時對你施
壓，令你進退兩難。

你說什麼話，愛侶也一
一認同，甚至盲目追隨。
愛情是盲目，沒有理由
的。

文：BENNY WONG塔羅星座塔羅星座

消閒消閒GuideGuide 潮食遊蹤 文︰雨文

經歷幾小時
刺激又搞鬼的
體驗，正好是
品嚐樂園萬聖
節美食滋味的
好時機。樂園
及三間主題酒
店的餐廳提供
超過70款萬聖節精選
餐飲及各款萬聖節搞
鬼小食及特色甜點，
如「阿積牛油曲奇
餅」、「米奇南瓜鬆
餅」、「鬼怪朋友」
曲奇棒等，款款玩味
十足。
今年，「大冒險家
餐廳」全新推出的
Halloween 餐 飲 體

驗——「米奇Halloween
大解謎」晚宴，更讓大家
可以同時享用精心設計的
三道創意佳餚及投入特備
魔幻節目，探險家米奇、
米妮、唐老鴨與高飛帶領
魔術師、神秘學者、預言
家及樂師，跟大家展開怪
誕懸疑的探秘遊戲，一起
解開寶藏離奇消失之謎，
令節慶更添詭「味」。

鬼馬趣致派對鬼馬趣致派對

得意詭怪玩味得意詭怪玩味

每年萬聖節，銅鑼灣Fashion Walk
都為城中潮人送上神秘好玩的萬聖
節盛會——Halloween Styloween。
今年，希臘神話蛇女美杜莎（Medu-
sa）化身為80呎長的巨型蛇魔，駕
臨室內商場，營造以「The Dance
of Medusa」為主題的神秘國度。由
即日起，Medusa不時於商場出現，
準備向各路型男美女挑戰「Snake
or Treat」。
今個月，Medusa旗
下一眾鬼魅兵團不定期
「蛇」出鬼沒於商場街
頭，招募潮流達人加入
於 10 月 27 日（星期
五）舉行的復仇計劃之

重頭戲——Medu-
sa大型舞蹈巡遊及
萬聖節派對。各
路型人可齊齊打扮，參加Medusa於
食街舉行的慶祝派對，當晚包括多
款精緻小食及飲品供應、DJ表演、
美艷面部彩繪等，人氣女子組合Su-
per Girls更會出席與參加者一同盡情
狂歡。而且，食街多間食肆亦為鬼

魅兵團提供食糧，特
別推出多款迷惑潮人
的萬聖節主題美食，
如以「蛇眼」點綴的
紅桑子醬荔枝藍莓蛋
糕及「喴瓜鬼叫」南
瓜薄餅，賣相趣怪。

一向以來一向以來，，踏入踏入1010月月，，香港兩個主香港兩個主

題公園及一些商場都會有迎接萬聖節

題公園及一些商場都會有迎接萬聖節

的宣傳及廣告
的宣傳及廣告，，本來是外國的節日

本來是外國的節日

「「入侵入侵」」香港各處香港各處，，卻成為港人很少
卻成為港人很少

錯過的節日之一
錯過的節日之一。。不過不過，，有主題公園有主題公園

早前卻發生意外
早前卻發生意外，，讓人感覺這節日的

讓人感覺這節日的

氣氛淡了氣氛淡了。。今年今年，，筆者不帶大家玩什
筆者不帶大家玩什

麼驚嚇的東西
麼驚嚇的東西，，從西方傳統出發

從西方傳統出發，，在在

西洋傳統上認為萬聖夜是鬼怪世界最

西洋傳統上認為萬聖夜是鬼怪世界最

接近人間的時間
接近人間的時間，，這傳說與東亞的中

這傳說與東亞的中

元節與盂蘭節以及日本的百鬼夜行類

元節與盂蘭節以及日本的百鬼夜行類

似似，，不少家庭在南瓜上鑿刻嚇人的面

不少家庭在南瓜上鑿刻嚇人的面

容容，，並放在大門口的階梯上
並放在大門口的階梯上，，意在驅意在驅

走惡魔與妖怪
走惡魔與妖怪，，從而引伸多項玩意及

從而引伸多項玩意及

巡遊巡遊。。

文文、、攝︰吳綺雯攝︰吳綺雯 小模特兒︰梓諾
小模特兒︰梓諾

由即日起至10月
31日，香港迪士尼
樂園以嶄新的手法，
重新演繹了經典迪士
尼故事，歡迎各路朋
友來「詭」趣惡玩。
加上，由即日起至
12月22日，香港居
民只需以港幣$639，
即可於迪士尼樂園官
方網站購買「雙重節
日優惠」門票，在
12月23日或之前暢
遊樂園兩次，玩盡萬
聖節及聖誕節精彩活動，更可享有9
折購物優惠及一系列餐飲優惠。
精緻的萬聖節佈置遍佈樂園各處，
日夜截然不同，營造詭異氛圍。而於
幻想世界的「Halloween詭趣花園」
更是佈滿得意南瓜裝飾及鬼魅燈影，
讓大家體驗開心另類的萬聖節傳統。
今年，小熊維尼及其好友更首次換上
萬聖節新裝，跟大家一起鬼馬搗蛋，
投入節日氣氛。而Trick-or-Treat是萬
聖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大家可以參
與Trick-or-Treat袋子手作坊親手製作
米奇南瓜造型的袋子，
然後拿製成品挑戰
「Trick-or-Treat 趣 玩
站」，收集糖果，滿載
而歸。
而且，米奇與一眾迪
士尼朋友於下午換上萬
聖節裝束，在美國小鎮
大街邀賓客投入萬聖節
最鬼馬盛大的街頭派
對——「米奇Hallow-
een玩轉大街派對」。

米奇、米妮與高飛會在三個巨型南瓜
造型花車上鬼馬出巡，大家可扮演喜
歡的迪士尼角色或穿上萬聖節主題服
飾，跟隨布魯托、鋼牙奇奇及大鼻帝
帝練習簡單的詭趣舞步，融入一眾迪
士尼朋友及表演者，一齊勁歌熱舞。
同時，《怪誕城之夜》阿積、縫布

公仔莎莉等會現身「南瓜王阿積與好
友怪誕聚會」，讓大家一睹萬聖節之
王的懾人風采，與他們合照。小朋友
還可以在動畫藝術教室中跟隨專業的
迪士尼動畫師繪畫阿積的秘訣，讓大

家也能感受到萬聖節的
氣氛。
當然，樂園還推出了

超過80款萬聖節主題
商品供大家盡情選購，
包羅了家品、紀念品、
日用品、公仔、文具套
裝及特色徽章等，當中
如全新萬聖節限定版
Tsum Tsum迷你雙面
毛公仔、南瓜布籃等，
令小朋友愛不釋手！

「詭」趣惡玩 糖果分享 搞鬼大餐 滋「魅」無窮

同 期 加 映

鬼魅兵團 鬧市巡遊
文︰雨文 圖︰小馬

■■小朋友小朋友
在萬聖節在萬聖節
中喜歡分中喜歡分
享糖果享糖果，，
對這個可對這個可
放糖果的放糖果的
南瓜布籃南瓜布籃
特 別 喜特 別 喜
歡歡。。

■小朋友最愛的萬
聖節美食

■■學畫阿積學畫阿積

■■米奇米奇HalloweenHalloween玩轉大街派對玩轉大街派對

■在 Trick-or-Treat
袋子手作坊親手製作
米奇南瓜造型的袋子

■■南瓜王阿積與好友怪誕南瓜王阿積與好友怪誕
聚會聚會

■園內有不少以南瓜設計的造型佈置■迪士尼惡人大出巡2.0

■「米奇 Halloween
大解謎」晚宴創意佳餚

■■食得滋味市集食得滋味市集

■■巨型蛇魔佈置巨型蛇魔佈置

■■ 「「 喴 瓜 鬼喴 瓜 鬼
叫叫」」南瓜薄餅南瓜薄餅

■■詭趣花園內詭趣花園內，，

南瓜處處南瓜處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