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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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事皆有兩面，相傳賜福的光音天女與降禍的黑音天
女是形影不離的，所以我們的際遇也是福禍相依的，禍
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所以時間可以生出一切，
也可以毀滅一切！試想想當城市需要有大建設，不就是
先要作翻天覆地的破壞？有破才有立。
因此，苦樂也是本同源，看過一套內地劇集，劇中的

天人，本來只要通過想念的法力，想什麽就得什麽，想
要吃好吃的東西，想一下就能得到，衣食住行，什麽都
不缺，唯一的苦就是沒有苦來襯托樂的可貴，當太心想
事成的時候，偏偏覺得生活無聊，苦悶不堪，反而他們
選擇要找點東西，想像凡人一樣做買賣及講價，正是俗
語稱「拿苦來辛」，無怪乎「極樂非樂」不是腐敗便是
了無意義，而苦也並不可怕。適當的苦才會有非凡的成
就，這種此消彼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概念，正正
就是宇宙陰陽繁衍的原理。而五行的金木水火土，再分
陰陽後，就變成甲丙戊庚壬五陽與乙丁己辛癸五陰，通
過生剋沖合便產生順逆、吉凶的效果。
當然，有「我」的概念，吉凶禍福才有感受的意義，

因為有我才有一切的感受，但我的狀態不同的話，所產
生的效果感受也就完全不同。而往往「十神」就是用來
反映種種順逆吉凶的細節。
論五行十神中主要反映感受時，兩大陣型就是「剋

我」和「我生」。
首先介紹「剋我」，負負互見即丁火剋辛金，辛金剋

乙木，乙木剋己土，己土剋癸水，癸水剋丁火，就是殺
攻身即（霸星）的出現，當霸星一出現，就有兩面。
當霸星有被剋制或身強，好的層面，就會有威權、專

技及有專營性質之機遇。而當霸星受到加強或無制就會
出現壞的影響和效果：
（一）衝擊，煩惱
（二）小人，是非
（三）官非，橫禍
（四）厲疾，怪病
（五）不宜投資，易遇人不淑
跟，便介紹「我生」亦是--互見，或++互見，如乙
木生丁火，丁火生己土，己土生辛金，辛金生癸水，癸
水生乙木，被生的星宿就是食星，又名形上星，主感受
的好壞，當形上星受生或出現無損。
感情：有魅力，異性緣強
投資：眼光獨到，投資得利
素質：聰慧大方，福分好
學業：理解力強，每學皆能通達
疾病：不易病，小病也能遇良醫良藥
旅遊：寫意度假
工作：從事行醫、藝術、演藝、創作之工作
聲望：揚名立萬
但當形上星受損或身弱時：
感情：容易錯用情，遇人不淑，感情受騙
投資：大花筒，不宜投資，不宜用合夥經營模式合作
素質：任性，貪玩，操勞，不易被賞識
學業：難成大器，恒心毅力弱
疾病：久病難遇良醫
旅遊：行程受阻，人閒心不閒
聲望：損譽
由此可見，凡事皆有兩面，五行星宿在不同的狀態

下，與我的互動也是一樣，同一個「星宿」，也會有不
同的結果，所以世事多變，人生無常也。

話說風水

古籍有云︰「居陽則動，居陰則靜。」室內陽光
過強容易使人脾氣暴躁，過於陰暗則會使人情緒低
落。所以說，最佳的樓宇格局一定是陰陽適中。一
年前我正是這樣對打算買樓結婚的彬仔進言，當時
他有點不以為然，說樓價愈炒愈高，大家都爭先恐
後搶購，我是買來自住的，志在得手，不然樓價升
了可就上不了車。

聽說那次彬仔排隊至通宵達旦，總算購買到個六百多呎
的單位，年初已收樓入住了。
彬仔是強哥的侄子，上星期突然和其細叔一同前來找

我。為了使他有樓築巢成婚，父母幫他付了首期，婚後公
一份婆一份，供樓方面絕對沒有壓力。他的新居位於將軍
澳市中心，大廈寅申坐向，即坐東北向西南，單位開東
門。主人房是置於西及西北方位兩個房打通的，強光從窗
外射進來，整個房間充滿陽光。
「這間屋好嗎？」彬仔問。
「你已經住了半年，好不好自己心知肚明。依我的看
法，最好換樓。」
彬仔打了個突，忙追問原因。
這樓的座向於八運屬破財損丁。大門納蚩尤輔弼星，雖

是木火通明人醒目，始終是間沒有財的是非屋。
強哥問︰「可否借助風水之術？你以前幫人改過門向，

這門可否也扭斜改變朝向。」
「不值得啊！改門的確可以令理氣變好，問題是主人房
於西及西北的大玻璃窗吸納的陽光過於猛烈，大廳卻一片
陰沉，這種格局乃先天性陰陽失調。住者會因此失衡，變
得脾氣暴躁。所謂『雷風金伐，定被金傷』。」
彬仔突然傷感起來。他與新婚妻子戀愛七年，彼此心心
相印，但自搬入新屋這半年來，一向溫文儒雅的妻子好像
變成另一個人似的，常為一些雞毛蒜皮小事嘈吵，脾氣愈
來愈火。原來一切拜風水所賜。如今樓價確是升了，可惜
得不償失。他悔不當初只顧搶樓不聽規勸。

勞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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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

五行十神變面的深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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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個聖誕，新鴻基地產（簡稱
新地）旗下商場WTC別具匠心
地企劃「WTC世貿中心聖誕鹿
藝術王國」，由即日起至明年1
月7日，商場打造炫麗多彩的藝
術聖誕鹿王國，並以「自然、
美」為創作概念，展開一場璀璨
繽紛的國際藝術之旅。
商場邀請了著名澳洲插畫藝術
家尚蒂．斯帕羅（Shanti Spar-
row）及美國藝術家Lizzie Mara
Treat聯乘，分別塑造逾5米高的
聖誕鹿藝術雕塑及自然生動的動
物森林彩繪，以色彩鮮明的獨特

設計風格，增添藝術文化氛圍，
營造出充滿藝術色彩的聖誕。
商場中庭豎立逾5米高的聖誕

鹿藝術雕塑，聖誕鹿的鹿角化成
炫麗多彩的聖誕樹，樹上掛滿大
大小小的聖誕裝飾；四頭聖誕馴

鹿於森林中漫步，每一座雕塑都
栩栩如生，大家亦可近距離透過
屏幕觀看超逼真影像雪地場景。
還有搭配美妙的聖誕音樂表演和
尊享購物獎賞活動，滿載聖誕佳
節的甜蜜與喜悅。

WTC世貿中心
聖誕送禮

WTC世貿中心特別為本報讀者送出聖誕禮
品，禮品為WTC世貿中心×插畫藝術家尚蒂．
斯帕羅別注版記事簿及b. DELICES黑巧克力星
星棒，名額共10位。如有興趣的讀者，請剪下
此文匯報印花，貼於信封背面，連同HK$10郵
資的A4回郵信封郵寄至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

興偉中心3樓副刊時尚
版收，封面請註明
「WTC世貿中心聖誕
送禮」，截止日期︰12
月31日，先到先得，
送完即止。

文︰雨文

WTC世貿中心「聖誕鹿藝術王國」

首先，對於一向極愛「熊」的
筆者來說，當然優先選擇了到有
「熊」出沒的地方。例如，在希
爾頓中心， Forever Friends 家
族 成 員 以 全 新 「30 Years
Friendship」甜蜜造型亮相，共30隻
不同造型的小熊組成5米高巨型30
「最『熊』聖誕樹」。
日本人氣萌系卡通「Rilakkuma輕
鬆小熊」今個聖誕節相約「小白
熊」、「小雞」及新朋友「茶小
熊」展開史上最「熊」聖誕之旅，
於The One及皇室堡打造「甜蜜小
鎮」和「夢幻雪國」，讓筆者置身
「熊」話世界中。
來自日本的賤萌熊，於荷里活廣

場打造3,000呎的「舞動爆笑聖誕」
主題佈置，粉絲可在大型佈置內跟
賤萌熊真身見面和跳舞。
而朗豪坊則化身Christmas Plan-

et，全體Line Friends整裝待發，與
大家一起探索夢幻的太空場景，當
中筆者尤愛熊大Brown。在這兒，你
可以在雲霄上跟Choco、Sally和Ed-
ward 蕩鞦韆，亦可在星光橋下與
Brown、Cony、Choco 和 Pangyo 兩
對小情人共度浪漫時光。

在黃埔新天地，來自夢幻星雲關
懷星的兩顆閃亮非凡的人氣明星Lit-
tle Twin Stars，相約送禮使者Pre-
cious Moments的小天使以全新「星
星．天使」夢幻組合聯乘合作，全
球首次降臨黃埔新天地「聖誕天使
奇緣」。
當然，最懷舊的莫過於時代廣場

精心製作一幕幕史諾比的快樂時

光，作為送給史諾比和大家的聖誕
禮物， 希望大家過一個充滿夢想、
勇氣和幸福的聖誕，迎接2018年。

重拾懷舊回憶重拾懷舊回憶

■■黃埔新天地黃埔新天地

聖誕逛商場
擁抱心愛卡通影靚相
今天是平安夜，明天便是聖誕節了，五彩繽紛的燈飾照亮全城，

今年，不少商場都以可愛公仔及動畫角色為主題，有些更是首次來

港，令你在這個聖誕節可以跟它們拍照一番，同時，亦有商場特設

限定店，讓你在與主題佈置拍照的情況下，也可以購買心頭好，重

拾兒時的回憶，子女又可以跟父母一起來個親子遊樂。

文、攝（部分）︰吳綺雯

今年，筆者發現了不少兒時的漫畫角色及公仔出現於各大商場中，如Forever
Friends、Little Twin Stars、Snoopy、Rilakkuma輕鬆小熊等，同時亦有近年

大熱的、現時小朋友極喜歡的Peppa Pig、海綿寶寶SpongeBob、爆炸狗Afro Ken
等，讓各自的粉絲物色好去處，走到商場跟它們拍照，順道在限定店購物。

一向支持本地原創的PopWalk天晉匯，與本地
人氣得獎插畫師Koanne Ko創作的為食鼓腮兔
兔「Grumpy Bun Bun」打造全港首個Grumpy
Bun Bun聖誕主題裝置「聖誕星光樂園」。
而迎海薈則聯同由註冊社工黃頌行（Thomas

Wong）創辦的社會企業PEOPLE ON BOARD
樂在棋中於場內打造「聖誕家族大放送」立體棋
盤，透過棋盤遊戲學習全方位正面理念，共度別
具教育意義的聖誕節。

今個聖誕，有多套動畫電
影上映，多個商場都佈置成
與電影場景似的，如屯門市
廣場聯同華納消費品部及
DC娛樂合辦全港首個與華
納兄弟影片2017年度鉅製
《正義聯盟》大型聯乘活
動，在商場內劃分多個大熱
主題拍照區，如一眾超級英

雄迷熱切期待最新
型號原大蝙蝠車首
次現身商場內。

而apm則策動企劃《星球
大戰：最後絕地武士》電影
主題展覽及樂高星球大戰聖
誕裝飾，打造 6,000 呎場
景，帶領大家一起遊歷5大
星戰聖誕主題區，如長10米
「星球大戰戰艦場景」、
《星球大戰：最後絕地武
士》角色1:1人偶等。

靈感來自Afro Ken舞池百變燈
影下化作星光，在大埔超級城的星
際主題公園裡，大家可跟 Afro
Ken一樣造型百變，設計有個人風
格的亮眼「聖誕Look」，開心self-
ie一番。
Megabox與Peppa Pig跟大家一

起投入全港首個公主Peppa Pig及
皇室造型成員聖誕主題裝置，其專屬旗幟
及掛上金碧輝煌Peppa Pig華麗掛飾的18
呎高聖誕樹已在兩旁夾道歡迎大家。
在新港城中心裡，全新「Q版」海綿寶
寶SpongeBob及一眾朋友如派大星、蟹
老闆、章魚哥、珊迪及小蝸等首次以「Q
版」聖誕造型現身商場，與大家探索奇妙

海底世界。
至於在家樂坊外，商場聯同Baby Milo

Store by a Bathing Ape 呈獻 Let's Tune
in to X'mas主題活動，3米高全新唱片騎
師造型的Baby Milo與其身旁的八米高的
巨型電子聖誕樹聳立街頭，而內裡便是它
的期間限定店。

「「熊熊」」出沒注意出沒注意 可愛公仔合照可愛公仔合照

香港原創裝置香港原創裝置

動畫角色展現動畫角色展現

得到金星眷顧，財運亨
通，投資生意皆無往而不
利，吉星貴人照耀。

煩惱多事之秋之象，奔
波勞碌，吃力不討好及心
情煩躁，切記以靜制動，
勿衝動！

新人事新作風，萬事皆
在變動當中，勿意氣用
事，凡事應以合作行先！

樣樣事胸有成竹，大旺
事業財富，如有計劃者，
不妨大膽出擊！

人緣愛情強勁，單身的
朋友不妨留意身邊的機會
來臨，大有機會找個好對
象呢！

運勢轉慢不宜急進，應
以長遠目標為主，勿因一
時之氣，而後悔莫及！

多計劃多思考，從事創
作策劃人士大旺，其他事
項則平穩。

大吃大喝沒煩事，各運
程也不錯。唯一留意伴侶
的訴求，勿忽略另一半
呢！

宜小投資及買賣，皆可
望有不俗的斬獲，可以好
好把握良機。

注意健康問題，要多休
息、多調理身子，皆因你
並不是鐵人，多加注意手
腳問題。

日捱夜捱捱出個病來，
這星期還是多作休息吧，
要學習固本培元呢！

不妨考慮與女性朋友合
作等事宜，或多親近女
性，可能會有不錯的效果
呢！

文：BENNY WONG塔羅星座塔羅星座

■■荷里活廣場荷里活廣場

■■家樂坊家樂坊

■■屯門市廣場內屯門市廣場內，，展展
示示《《正義聯盟正義聯盟》》主角主角
真人原大雕像真人原大雕像。。

■■The OneThe One

■■朗豪坊朗豪坊

■■新港城中心新港城中心■■希爾頓中心希爾頓中心

■■皇室堡皇室堡

■■PopWalkPopWalk

■■迎海薈迎海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