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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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母三遷，何解？顯然孟母深明，「人以群分，物以類
聚」對一個人的影響至為重要。因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之故。
其實，眾生是心隨境轉的生命，非常善變，或許我們太

鍾愛自己，會敏感，貪圖短樂，也是適者生存之作用。然
而，所有際遇，也是獨一無二，不能重演，故稱「無
常」，所以禪師講：「就算將腳放在同一條溪水內，同一
位置，這一秒和下一秒，流過你的腳之溪水也是不同的，
用現今的潮語說：完全一樣的際遇是沒有『take two』
的。」
既然如是這般，明白「諸法因緣起，諸法因緣滅」便是

我們所謂的「趨吉避凶」，微調際遇的方法。
在此，舉一姓名作例子以茲說明如何改變最終際遇之具

體顯現結果的方法如下：有一門生陳國強，當他在課堂上
了解姓名屬於尾門法，在五行推算的層面上，所有的五行
力量如八字、風水皆有話語權的：八字（資糧度），風水
（地利之優勢），均需要通過最後的步驟，就是姓名的門
檻，才可「出街」。無怪乎，幾乎每件細碎之事皆可用姓
名作推算。
以下之事情發生在2017年12月16日

陳 己 日 月 年
國 壬 丁 壬 丁
強 壬 丑 子 酉

己癸辛 癸 辛
陳姓屬於己土，他的形上星，吐秀位就是辛金(-)(細土己

生細金辛)。在前文已說過，但凡一般人我生者(++互見
或- -互見)就是。但一旦形上星被剋，即我自願生出來的
感情受剋，所顯示的寫意、福分、旅遊、宗教、投資獲
利，皆屬此範疇，會導致一定有不快事情發生。
所以一被剋，我另一位同是姓陳之門生，在上月投資股

票的結果，便非常惡劣，股價大跌9成，損手離場。因為
吐秀形上星被打，一定會發生一些不快的事情，在上述所
描述的任何一個範疇皆有機會讓你煩惱及不開心。
一聽此例子，陳國強門生也即時回想，在之前不久也

有因投資股票而損手，於是明知丁酉年，酉中藏辛，辛是
他的形上吐秀星，被剋，決定今年內不再進取投資及買賣
股票。
故此，遇上丁丑日，丑中藏己癸辛，又有丁火剋辛金，

這回又沒有投資，基於「諸法因緣起」，沒有投資因緣，
所以只能用最接近性質之緣分相應此不開心的性質了。
實情是這樣的，那天，我請他幫忙做嘉年華會的準備工

作，但在剛開始時，他就遺失了錢包，不難想像，即時的
不喜悅，煩惱油然而生，但一看日子，雖然
日 丁剋辛，但地支內的人元癸水與丁火互相牽制。
丁
丑

己癸辛
當時我心想莫非可以失而復得？過了不久， 踏入下一
個時辰，便收到失而復得之喜訊了。
由此可見，不開心的方向是不能改變的，但顯現的最終

結果是可以改變，那就是我認為趨吉避凶之法，也就是盡
人事以應天命之重要性。
試想就算是形上星被剋，但如果沒有拍拖，哪會因拍拖

而傷心？沒有旅行，哪會有行程受阻？沒有宗教信仰，哪
會有失去信念之時？沒有合夥，哪會遇人不忠騙財的機
會？
就此例而言，以上都沒有，那麼只能應失錢包了。明白

諸法因緣起嗎？不就是重陽登高避災的原理嗎？

話說風水

很多人以為一世人為生計四處奔波、營營役役捱
到了退休年齡，終於可以平平靜靜享受後半生。有
人退休後如釋重負，盡情享受悠閒日子，但更多的
人在享受短暫的清閒後，迫不及待地巴望找份工作
來打發日子。無論從心理或生理上，退休才是人生
的一個坎。
翁老是我舊公司的老闆，那天突然來電約我，說

是從舊同事處找到我的電話，想帶個人來見我。
星期日翁老與一位朋友前來相見。原來是他太太的妹夫
唐先生，半年前退休。這位同門退休後得了抑鬱症，一直
在看心理醫生，今天到訪目的是試看相學能否幫助到他克
服心理障礙。
唐先生退休前是政府一個部門的主管，長期作為領導者
對各項工作都很有要求，下屬也積極配合。然而在自己管
轄的部門見慣了眾星拱月、一呼百應的他，突然歸於平淡
令其無所適從，悠閒的日子使他深感寂寞難耐。他曾去過
寫字樓附近走走，嘗試與舊屬下或者同袍聊天，只見平時
對他畢恭畢敬的下屬不是冷淡打個招呼敷衍走人，就是扮
看不見避開。唐先生一時間很傷感……
唐先生額頭飽滿，眉毛往上揚但略帶枯黃色，代表有肝
膽問題。眼球外凸，以自我為中心，情緒波動大，脾氣
差，處事武斷，但卻往往虎頭蛇尾。眼尾奸門低陷肉薄，
表示對老婆用情不專，魚尾皺紋更易致婚姻生活不美滿。
顴凸鼻聳，鼻翼旁兩條法令深長，代表在職場能發號施
令，唯我獨尊。但為人古板，不開心時會亂發脾氣，喜歡
拿下屬來作發洩。怪不得一眾舊下屬見到他便拔腿繞路走
避。平時在職場對他唯命是從，阿諛逢迎，不過是尊重他
肩膊上的幾粒花。
既然人走茶涼，我勸他無謂再緬懷過去的日子，事過境

遷，不如收拾心情出去旅遊散心，說不定找到靈感，人生
另有新目標。 文︰勞斯

yukkongsir@yahoo.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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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自力與五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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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即 日
起至 3月 4
日，香港迪
士尼樂園首
次於傍晚舉
辦全新「迪
士尼新春市
集」，一個個戶外小食亭，呈獻
充滿迪士尼特色的香港地道小
食，例如麥芽糖米奇多士、米奇
砵仔糕和雞蛋仔等。市集亦發售
多款獨家賀年精品，如賀年風
車、新年吊飾、限量發售的新春
福袋等，琳琅滿目。
同時，樂園及三間迪士尼主題

酒店亦呈獻近70款賀年美饌，由
傳統賀年大餐到特色小食，應有
盡有，讓大家肚滿幸福。樂園內
美食如美國小鎮大街的大街餐廳
「大街新春套餐」，以及迪士尼
好萊塢酒店的影廠酒廊亦推出特
色菜餚「撈起」，寓意風生水
起，福氣滿載。

而且，樂園還準備了超過40款
滿載新年特色的紀念品，全新
《101斑點狗》毛公仔及配上新
春服飾的布魯托毛公仔是應節之
選，而Stella Lou的毛公仔更初
次以新春服飾亮相。拜年團聚，
穿上新登場的迪士尼新春系列服
飾，再帶上各種富迪士尼特色的
賀年禮盒、利是封、揮春等餽贈
親友，讓大家更顯得與眾不同。

今年的農曆新年較往年遲，下個月中才到新春，大家可以有較多時間想想到哪兒玩樂。大家想到去

哪兒玩樂嗎？如在新春期間留港的話，大家不妨到每年一度的友邦歐陸嘉年華，一家大小走進嘉年華

裡，齊齊挑戰各式攤位遊戲抱走公仔，或者盡情玩刺激的機動遊戲。同時，迪士尼樂園及海洋公園今

年特別新增新春市集，讓大家在玩樂之餘，更能感受更地道的新春節慶，讓福氣滿滿賀新歲。

■文︰吳綺雯 攝︰雨文、焯羚 小模特兒︰梓諾

踏入第四個年頭的友邦歐陸嘉年華，今
年加入了不少新體驗，當中如於早前

專為小朋友而設的期間限定「柏靈頓倫敦漫
遊」，帶來香港首個室外天幕投影「倫敦
360°」，大家不僅可以欣賞如幻似真的倫
敦街景，還可以為這景象添上一筆。「倫敦
360°」設置在直徑10米的半球體天幕內，
採用360度環場無縫投影技術，只要你置身
其中，抬頭便能看盡倫敦繽紛景象。這裡不
僅為你帶來全新的視覺體驗，你更可以親自
設計倫敦的巴士和熱氣球等，並把作品融入
在奇幻的倫敦景象中，讓你搖身一變，成為
倫敦的城市設計師。
而且，今年嘉年華設有34個機動遊戲及
遊樂設施，當中超過10個更是首次引入香
港，定能為小朋友、親子族及追求刺激的一
群帶來嶄新感受。而攤位遊戲方面，除保留
深受大眾歡迎的項目之外，亦加入了大量新
元素，讓大家一新耳目。
還有，嘉年華亦首次推出虛擬實境遊戲
設備Virtuix Omni，讓玩家享受超逼真遊戲
體驗，360 度全方位自由步行、跑跳及坐
下，沉浸在遊戲之中。 而AIA Real Life

Zone今年亦載譽重來，更注入人工智能元
素，帶來全新體驗，將真實世界及虛擬世界
結合，讓大家穿梭於非洲野生動物園和嚴寒
極地，體驗更有趣的互動遊戲。
另外，嘉年華駕駛學校亦在今年首次登

場，讓小朋友可以變身小司機學習及享受駕
駛的樂趣，受訓後的小司機更可獲得駕駛執
照。嘉年華由即日起至2月25日於中環海濱
舉行，成人門票HK$130（包10個電子代
幣；小童（3-11 歲）或殘疾人士HK$90
（包7個電子代幣）；年齡3歲以下、65 歲
或以上長者免費入場，另設入場門票HK
$40。

多項首次全新體驗多項首次全新體驗

另一邊廂，海洋公園也首次推
出懷舊香港新春賀年市集，由公
園與YMCA FARM合辦，大年
初一啟市至初十，多個攤位販賣
由年輕人創作別具香港情懷的特

色手作，如飾物、布藝產品、海
洋主題玻璃押花等。入夜後的市
集更令人倍感熱鬧，遊人可邊逛
邊吃多款經典港式街頭小食，如
香辣魚蛋豬皮、懷舊狗仔粉、煎

釀三寶、奇華
南乳小鳳餅、
奇華叉燒酥
等，扶老攜幼
回味昔日香港
的味道。

懷舊香港賀年市集

新春市集琳琅滿目新春市集琳琅滿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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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靈頓倫柏靈頓倫
敦漫遊敦漫遊

■■友邦歐陸嘉年華友邦歐陸嘉年華

■撈起

■■滿載新年特色的紀念品滿載新年特色的紀念品

■■一眾迪士尼朋友換上不同的賀年服飾

一眾迪士尼朋友換上不同的賀年服飾，，聯同首次聯同首次

與大家歡度新歲的
與大家歡度新歲的Stella LouStella Lou向

賓客拜年向賓客拜年。。

天氣忽冷忽熱，盈盈倦
意，頓覺思親，多多聯
繫，更勝萬金。

取之於民，用之於民，
懂得大方施與受，成事盈
餘樂在中。

成事不足敗事有餘，若
然凡事預備充足，便能事
事順景。

心若愁緒難成事，心若
開明易其事，是苦是甜在
其手，一切皆在於心！

小小苦難是成功的要
素，怨天怨地也難成功，
既已成大局何不坦然面
對。

有心人裝冇心人，相信
想避開也是枉然，倒不如
順其自然更安然。

小心駛得萬年船，如果
樣樣事情也能做好準備工
夫，成功自然在望。

事業愛情兩得意，皆因
天公作美，謹記把握機
會，別錯失良機。

公私兩忙令你身體變
差，係時候要學識寓工作
於娛樂，這樣就能事事順
利。

凡事虛心學習不恥下
問，加上好運氣自然就能
夠事半功倍。

這個星期約會應酬多的
是，小心一下子弄得肚滿
腸肥就苦了自己。

工作繁重令到你體力透
支，學習工作時工作，遊
戲時遊戲才能長做長有
呢！

文：BENNY WONG塔羅星座塔羅星座

親子同樂親子同樂賀新歲賀新歲
吃喝玩樂添新意吃喝玩樂添新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