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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nny 利用塔羅
天使卡預測今年香港
的社會經濟情況。
的社會經濟情況
。

2018 年過去，2019 年剛到，代表新一年的開始。經
過上星期的倒數歡呼，大家最熱切想知道的，相信是今

年的運勢如何？香港經濟、樓市、民生、文化等又如
何？今期，我們請來著名西洋玄學家、Merlin 西洋魔法
學院院長 Benny 為大家解開疑團，他在筆者面前使用塔羅

■ 西九文化區戲曲中心
即將開幕
攝︰莫雪芝

天使卡作占卜，就香港整體運勢作預測，尤其是針對香港經
濟及樓市。加上，今年香港戲曲中心即將開幕，像是文化藝術

■ 針 對 文 化 藝 術 方 面 ， Benny
Wong 利用盧恩符文占卜卡預測
香港的文化藝術發展情況。
香港的文化藝術發展情況
。

得以推廣，於是 Benny 利用盧恩符文占卜卡預測今年香港的文化設
計藝術等發展情況。

文、攝︰吳綺雯

NAUDIZ」、「ANSUZ」
就文化藝術層面上，Benny從盧恩符文占卜卡中抽出三張卡，分別得出「
及「GEBO」，這是北歐的符號，Benny不期然也說了聲「恭喜」，意味香港的文化藝術在今年

有不錯的發展，Benny更感覺到今年在娛樂文化藝術上，香港將會有一些代表人物可以走出香港，向國
際發展，甚至某一位明星突然聲名大響，如獲得國際獎項，或大受海外Fans歡迎。

經濟樓市 微調上揚

■從三張卡來看
從三張卡來看，
，香港的文化設計藝術方面得到全面發展
香港的文化設計藝術方面得到全面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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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推廣 發展空間大
首先，第一張卡「 NAUDIZ」，
可看到「一直加一個荊棘」符號，
像是藾藤似的，這個符號表示，過
往文化藝術在某程度上其實是被忽
略的，甚至乎是隱藏了。這個符號
甚至提到前朝掌政的人未必特別
重在這方面，甚至是擱置了。不
過，踏入今年，文化藝術將會加以
大力推廣，起碼阻力是減底了。
第二張卡「ANSUZ」，看到的
是箭嘴，像是一支弓箭頭，其實這
個符號在北歐文化來說，表示這個
項目是即將重點注重的項目，加上
會找一些靈魂人物代表這方面，說
這方面很需要培育，讓整件事明星
化，即是文化藝術中包括娛樂表
演、康樂文娛、工餘活動、時裝設
計等相對都有較大的發展空間。而
且，這張卡顯示的是「藍」色，即

代表「水」的元素，暗示了整件事
發展將會更為順暢。
而第三張卡「GEBO」，是一張
很美的卡，甚至是整副卡中名列三
甲的符號，卡上一個「X」，象徵
太陽，正正代表文化藝術方面，
今年可以得到宣揚，甚至像太陽一
樣發光發熱，可看到未來，如過了
春天，於夏天的時間，將會有一些
新的文化藝術出現。
整體來說，整合三張卡一起，
顯示了一種跨國界的元素，即是
今年將會有一些傳統文化，或一
些本土文化，將會蜚聲國際，吸
引到一些外來的市場，或外來的
投資者，或外地人欣賞到本地的
文化，甚至突出了本地文化推廣
至世界各地的舞台，在這方面可
以說是頗為彪炳。

在2018年時，常聽到身邊人說香
港經濟正在下滑，或者樓市都會向
差，但 Benny 反而抽到的卡不是這
樣，他說，的確在 2018 年最後三個
月，經濟樓市確有一個調整期，其
實這只是當走到最高點時需要調整
之故，讓人感覺好像是向下滑。然
而，在 2019 年時，大約過了新曆 3
月，經濟又會再進一步發展，包括
地產、樓市、股市等都會微調向
上，即是 2019 年的經濟大勢、房地
產及股市等都仍然有突破，甚至是有利好的消 ■ 這張卡
息，預計2019年不會是坊間傳聞的大冧市的年 代表經濟
微調上揚
份。
還有，現在有些投資者蠢蠢欲動，準備何
時再入市，即是香港一些有實力的商家、本
地或外來投資者等繼續有興趣，希望能在香
港投資獲利。所以，現在這班投資者想選中
一個時機，以靜制動，看中機會全力出擊。
所以，在今年年頭經濟雖然較淡，但至 3 月
時又會趨向上升。至於在投資者上，無論是
本地或海外，其實仍然都想在香港駐腳，所
以 Benny 預計在 3 月後，仍然都會有一班投
資者在香港作多方面的投資，無論是房地
產、股市，甚至一些新品牌再進駐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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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占卜卡中
從占卜卡中，
，可看到今年香港經濟不錯
可看到今年香港經濟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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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張卡分別代表政府（左）
及市民（右）

總括來說，從卡中看到，2019年是一個年代的
總結，即是 2019 年有新興的行業崛起，所以在
香港文化藝術方面會百花齊放，多了不少新興的
東西冒起，成為了香港潮流的指引。

推動香港品牌走向國際

就Benny所提到的香港文化藝術將會百花齊
放，筆者從香港一些設計品牌，開始向世界
各地展示其作品，甚至在香港舉辦一些國際
性的展覽，以表示香港創作的成績。
例如，早前「國際新生代時裝設計師巡演」
假冰島舉行，「國際新生代時裝設計師巡演」
旨在為世界各地的設計師構築交流的橋樑，促
進跨國文化共融。設計師以「一帶一路」為主
題設計服飾，推動香港品牌走向國際。來自香

今年十二星座的整體運程，或可作為我們今年運程的參考。
白羊座（3/21～4/20）
工作：有吃力不討好的現象，很多想
法也力不從心，問題來自信
心不穩定。
愛情：當你愛一個人，你就要相信他
的全部，如果失去信任，問
題自然來。
健康：精神不振，情緒起伏不定，若
有所思，藍色水晶石能助你
改善睡眠質素。

天秤座（9/23～10/22）
工作：很多重要事情等着你來決定，讓
你頭痛不已，多接納別人意
見，有助解決事情。
愛情：信任係感情的基礎，一旦失去了
信任，問題自然會來，別誤信
讒言！
健康：腸胃問題和腰椎問題要多注意，
為自己定下一個健康的飲食餐
單。

金牛座（4/21～5/21）
工作：成功從根基做起，新一年適宜
穩守突擊，上半年可作安
排，下半年有不錯的收穫。
愛情：宜靜不宜動，一段穩定的愛情
需要時間去滋養。單身人
士，下半年可望脫離單身一
族。
健康：長期的工作勞累，令你身體響
起警號。修心養生是你新一
年的課題。

天蠍座（10/23～11/21）
工作：不招人妒忌是庸才，工作量大
增，同時亦惹人妒忌，而招致
口舌是非，學懂忍讓是致勝之
道。
愛情：相處之道貴乎坦誠，有問題需要
及早解決，多諒解和包容，感
情才會長久。
健康：良師益友會令你有所進步，反之
豬朋狗友令你腦滿腸肥，要開
始節制了。

雙子座（5/22～6/21）
工作：不適宜合作關係，從事人際關
係網絡的工作，需要特別注
意，免墮入他人圈套。
愛情：常為小事而爭吵，有損雙方的
感情。單身男女小心多角關
係，引致不必要的煩惱。
健康：均衡飲食，穩定的生活節奏，
是健康的泉源。

人馬座（11/22～12/21）
工作：新一年新展望，在女性貴人的幫
助下，發展一躍千里，好好把
握機會。
愛情：感情之所以會拖拉不斷，其實來
自內心的比較，學懂放下、輕
鬆去面對未來的挑戰，愛神常
在身邊。
健康：各方面的配合，令你如有神助。
唯獨皮膚問題略差，多注意水
分的保養吧。

巨蟹座（6/22～7/22）
工作：多勞多得，能者多勞，上半年
好好安排一下時間表，下半
年絕對係一個收成期。
愛情：你的愛意，對方是知道的。暗
戀者可望有不錯的發展、已
婚的朋友可考慮迎接新生命
的來臨。
健康：多注意眼睛問題，適當的睡
眠、面部按摩、多吃有益的
水果，對眼睛及精神是不錯
的選擇。

開放申訴 溝通渠道多
至於香港民生方面，從塔羅牌上
看到，香港在 2019 年人與人之間
仍然有一層隙縫，即溝通問題依然
是香港的核心問題，不過，在2019
年，發現到多了溝通渠道，如政府
及相關部門願意接納不同階層的意
見及想法，看到政符架構盡力及配
合普羅大眾的需求。
今年，雖然仍存在一點民怨，
但相對地比往年已沒有那麼強
烈，例如今年政府開放了很多渠
道讓大家可以去申訴，或者政府
做多了一些民生的配套，令大家
的民怨相對減少。

12 星座運程大預測

港 的 余 嫿 （Mary Yu） 、 李 冠 然 （Kenny
Li）、盧聲前（Lo Singchi）及任銘暉（Mountain Yam）曾衝出香港到冰島展示其最新時
裝，並將於1月13日到珠海再度展演。
另外，為了讓大眾更深入認識香港品牌，
羅氏集團旗下品牌「香港掂檔」參加於今天
（1 月 7 日）至 1 月 9 日舉行的「第十七屆香港
國際授權展」，這次參展除了帶來一系列自
家設計作品，更與多個出色的香港原創設計

品牌合作，帶來作品展覽及本地薑吉祥物與
大家拍照留念，展現「香港掂檔」精神。

獅子座（7/23～8/22）
工作：發展並未如理想，做起事來亦
多阻力，凡事多作安排，可
將問題減到最低。
愛情：人多口雜，你一言我一語，自
然傷感情，學懂易地而處，
感情自然有改進。
健康：新一年多做運動，行山、游
泳、多去戶外吸收新鮮空
氣，有助心血管功能。
處女座（8/23～9/22）
工作：上年度帶下來的問題，終於得
到改善，有望拓展新的事業
發展。
愛情：糾纏不清的愛情態度，令你有
點吃不消，認清方向和目
標，愛情其實近在咫尺。
健康：健康的生活習慣，才會令你健
康起來。別遲疑，快來改變
一下生活陋習。

山羊座（12/22～1/20）
工作：面對突如其來的工作量，讓你有
點吃不消，原因來自你將被委
以重任。
愛情：兜兜轉轉的愛情道路，還是覺得
她/他最好，會否進一步發展，
就得看你自己了。
健康：多注意手腳關節，粗心大意的你
常面對扭傷碰撞的傷痕問題。
水瓶座（1/21～2/19）
工作：事業發展有不錯的表現，但要注
意工作時的脾氣和態度，始終
人際關係也是很重要。
愛情：好勝心可能會令彼此關係多了爭
吵，但如果能夠互相體諒，關
係將會更進一步。
健康：衝動的你，特別留意手腳碰撞帶
來的損傷，更加要注意腰患問
題。
雙魚座（2/20～3/20）
工作：良好的合作關係，有助你事業上
的發展，多主動、多創意，無
往而不利。
愛情：單身人士可望遇到適合的戀愛對
象，已婚人士可考慮迎接新生
命的來臨。
健康：12 星座健康排行榜第一位，健
康的生活習慣，是你養生之
道。家中多擺放新鮮花朵，更
加有助你好運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