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食通天下A22

2019年2月12日（星期二）

20192019年年22月月1212日日（（星期二星期二））

2019年2月12日（星期二）■責任編輯：吳綺雯 ■版面設計：謝錦輝

一年一度的情人節就快到了，今
期專欄我將教大家如何提升愛情
運，讓大家有個愛情美滿的情人
節。
紅色和粉紅色，在玄學中都是催

旺人緣和愛情的顏色。平時多使用
該顏色，或穿着該顏色的衣服，會
令人際關係更佳。
相信很多人都知道粉晶是催旺愛

情運的晶石，據說只要在月光的晚
上，在自己的房間燃點紅色或粉紅
色的蠟燭，或燃點玫瑰和依蘭香味
的香薰油，手握粉紅晶許願，戀愛
中的人可與情人戀情甜甜蜜蜜，單
身者則能有更多新機會，碰上心儀
對象。
另外傳說運用月亮的能量能為自己

與愛侶作祈願小魔法，讓彼此的心能
緊緊相扣在一起，姻愛甜蜜萬分！
{愛情祈願小魔法材料}
1. 紅/紫色絲絨紗袋一個
2. 粉紅/紅色蠟燭一支
3. 新鮮玫瑰花五支(花瓣曬乾備用)
4. 天然粉晶原石一粒
5. 粉紅色紙一張
6. 紅色線/紅色絲帶一條(7寸長)
7. 愛情魔法香薰油
8. 玫瑰/茉莉花香薰油一支
9. 與愛侶合照一張
使用方式：
1. 將愛情魔法香薰油塗在掌心摩

擦出熱力，然後聞香氣閉上眼調整
自己的呼吸，觀想自己身體被粉紅
光包圍；
2. 將愛情魔法香薰油塗在蠟燭身

上然後點燃着，隨即點燃玫瑰/茉莉
花香薰；
3. 將你對愛情的願望寫上粉紅色

紙，再將愛情魔法香薰油滴在紙角
四邊；
4. 依次序：將願望紙+玫瑰花+天
然粉晶原石+與愛侶合照用紅色線/
紅色絲帶繞起來，放進紅/紫色絲絨
紗袋裡；
5. 將寫在粉紅色紙上的願望再心

中默唸一次，然後吹熄蠟燭；
6. 將袋子放在枕頭底或床頭櫃

內，儀式完成。
Benny魔法小Tips：每一個人的信

念與能量也有所不相同，因此魔法
成真的效果也因人而異，最快的馬
上發生，慢者則半年或一年！還叮
囑：信則有不信則冇！

恭喜發財！祝大家新春快樂，福慧增長。每一年，新春一刻，每個人皆盼
望一年比一年好，究竟如何才可趨吉避凶？
今期與大家分享一本善書—《了凡四訓》，是明朝袁了凡（1533—1606

年），字坤儀，寫給兒子的家訓，是中國一本著名的善書。
成書緣起：袁了凡，在考科舉之前由相命之人推測其未來功名，結果靈驗
非常，因此認為命運不可改變，且命運中他將於53歲壽終，並無子嗣。後來
於1569年遇見雲谷禪師，透過雲谷禪師教導準提咒與解說命運（數），明白
其實命運可以改變。之後袁了凡積極為善助人，因此改變自身的命運，不僅
未於53歲壽終，且生下兒子，並於69歲那年寫下《了凡四訓》，《了凡四
訓》正是袁了凡要給兒子的訓示。
因此，命運既宿命又不宿命，從姓名如何看到好運來臨？且舉例說明：

日 月 年
麥 壬 我 乙(傷) 己(官) 乙(傷)
永 戊 巳 卯 未
樂 戊 丙戊庚 乙 己丁乙
1） 我「壬」水生乙，+-互見，從事正路理科專業的工作，而「壬」尅合

丁，己所駕御的+-互見，自然是正財（傷官生財，福自天來）。
2） 己官星（即事業工作）受尅就會有是非官非，但乙生了己，自然財星
入事業，自然有加薪。
3）庚金貴合乙化大金生壬我（亦有地位提升）。
4）因此有升職加薪。

日 月 年
湯 丁 丙 丙 己 乙 (吐秀/幸運星)
盈 庚 午 卯 未
盈 庚 丁己 乙 己丁乙
每個人不單止希望行運，最好是「行運行到腳趾尾」！此例，隨便抽獎也

抽到5萬元現金。
1） 原來在姓名學五行的學理中，我生者++互見或--互見就是吐秀位！即
福分位，此姓名，丁火（-）自然福分在己（土），逢生，就得福分進財。
2）乙庚化金變大金，而丙火相對將大金也變成以火煉金。
3）故乙木生丁火生己進財，乙庚化金則有名。
最後再談一談一個marginal case，邊緣個案。緣起有一位門生，探訪我並
提出一個問事要求，本來小事一則，他想知自己在選拔試中，能否脫穎而
出，得到升職加薪？
於是，用他姓名作推算：

日 月 年
己 戊(劫) 辛(食) 辛(食) 戊~己
辛 酉 酉 戌
癸 辛(食) 辛(食) 戊辛丁
1） 我一開首就對他說，你的呼聲最高，同事上司也看好，但我問他可以
平常心看待，輸得起嗎？前例已說明，我己土生辛（吐秀）而且辛酉辛酉，
上辛下辛，呼聲非常高。
2）但原格己化進生戊（競爭者）令癸（錢）也非常強大，也有強優勢，故

我說五五波，接着我問如果此次落選，要等多久才有第二次機會？他說要兩年
後，但到時由於年紀問題，競爭力更低，於是我着他去黃大仙廟求過關。
3） 當他到黃大仙廟祈求及問事完畢，他連忙說真準真準，因求得第八
籤，意謂「鵲巢鳩佔」，下下籤。因為他所屬之部門是主力部門，但是次主
考的考官的指派不屬於他們的上級而是競爭者所屬之部門的相熟上級，故對
方有人事上的優勢，所以下下形勢不妙。
4） 於是我用密宗的羯磨法代他求升職成功，可惜，修畢第一壇法，聖意
仍然有暗湧，不表示成功。
5） 於是當天早上，我再修第二次法，相信五五波的情況是有機會的，於

是早上修法完畢後，求得金母籤75。內文：「生前結得好緣姻，一笑相逢情
自親，相當人物無高下，得意休論富與貧」，我知修法所求得到圓滿。
他面試完畢，向我報告，最初有刁難，但後來考官對他越來越友善，雖競

爭者仍未考，但我短訊通知他，靜候佳音。（最後奪魁成升職正選）。
明嗎？命運既宿命又不宿命！所以凡事應盡人事以應天命吧！

魔魔法館法館

香港著名西洋玄學家，天生一對藍瞳目，能靈視
你的未來，擅於各類型西洋占卜術，超過二十年的
占卜經驗，更獨創數字占卜命盤—「BT9 型
格」，親授之學生遍佈世界各地，亦得「導師中的
導師」美譽。

Benny Wong

愛情祈願小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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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札記：鴻運當頭

工作上可能會遇見是
非，勿一時衝動，要沉得
住氣！

單身人士可望脫離孤寡
行列，已婚的就要安分守
己喇。

不安的情緒令到事情更
壞，是非亦會不斷，三思
後行！

吃喝玩樂又一天，只會
累積更多酒肉朋友，適可
而止！

遇上不平事，一定要開
口暢言，不然留下一連串
問號！

當知道自己真正需要
時，就要立即行動，勿錯
過機會！

慎防大使費、朋輩借
貸，以及投資買賣損失！

事業有成，得以發展，
好好把握，更上一層樓。

一切在於變動，成功得
失，取決大膽求變！

心緒不靈，愛侶多爭
吵，若有重要事，還是別
急於一時！

縱然有難事也安然渡
過，身邊總有貴人在保
佑。

適宜團體合作，一人難
成。先難後易，事半功
倍。

文：BENNY WONG塔羅星座塔羅星座

今個豬年，MegaBox 與 Sanrio
攜手打造「六星金豬齊報喜」主題
活動，由即日起至2月24日期間，
一眾人氣爆燈的Sanrio巨星包括
My Melody、Cinnamoroll ( 玉桂
狗)、Kuromi、Pompompurin(布甸
狗)、Kerokerokeroppi 及Osaru no
monkichi(馬騮仔)齊齊化身可愛金
豬招財錢罌，並帶來不同高難度中
國傳統雜技表演，與一眾粉絲齊齊
迎春接福，開運迎豐年。
踏進花燈遊園會，定必被20呎
高六星金豬花燈庭所吸引，而My Melody及
玉桂狗好運機動風車則高高掛在花燈庭上，
寓意新年風生水起，好運齊來。率先登場的
雜技巨星是豬仔錢罌造型的巨型金碧輝煌
My Melody及玉桂狗，它們於花燈庭中庭帶
來難度極高的疊羅漢表演；泛舟於湖上的
Kuromi以超強平衡力於彩色大繡球上表演

「走球」，寓意一帆風順；活潑好動的馬騮
仔以靈活身手表演金幣轉傘絕技，並祝大家
身壯力健；Kerokerokeroppi則一邊表演花式
單輪單車，一邊以超強背力轉動於細竿上的
葉子造型碟。雜技團班主布甸狗帶領一眾
Sanrio雜技團為大家獻技，祝賀大家丁財兩
旺及豬年行大運！

着數着數GuideGuide

MegaBox × Sanrio「六星金豬齊報喜」
文：雨文

MegaBox 新春送禮

MegaBox
特別為香港
文匯報讀者
送出新春禮
品，禮品為
MegaBox 聯
乘 Sanrio
characters六星滿福毛巾及幸福滿滿萬用
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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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郵資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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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gaBox新春送禮」，截
止日期︰2月19日，先到先得，送完即
止。

位於香港海洋公園萬豪酒店礁湖
游泳池旁的Pier酒廊，擁有園林池
畔的美景，加上閃爍的燈飾，讓你
和摯愛度過一個浪漫醉人的晚上。
情人節套餐包括鵝肝凍批、砵酒果
凍配櫻桃醬、珍寶扇貝配迷你沙
律；法式龍蝦湯；香煎澳洲鱸魚；
烤紅菜頭、牛油酸豆醬或美國牛柳
扒等，兩位只需HK$1088。

如想享受一頓溫馨美味的自助晚
餐，同樣是情人節的上佳選擇。這
個情人節，海灣餐廳亦為甜蜜的愛
侶們獻上多款美食及貼心禮遇。情
人節自助晚餐提供多款情人節特色
甜品如朱古力心太軟、草莓疏乎厘
及中式湯圓。每對情人更可獲得萬
豪朱古力禮盒及可愛毛公仔等精美
禮品。

暢遊玩樂嚐美食暢遊玩樂嚐美食
歡度甜蜜情人節歡度甜蜜情人節

文、圖︰雨文

早 前 ， GODIVA 推 出 網 上 活 動 「GODIVA
MOMENT」，配合這活動，品牌由即日起至2月15
日期間，於旺角新世紀廣場的專門店內搭建了一個以
「浪漫紙花園」為主題的攝影佈景，以水彩畫為主題
的背景上佈滿不同層次粉色系列的花朵，伴以優雅的
金葉，襯托着品牌為今個情人節特別設計的甜蜜禮
盒，讓有情人在此拍下美麗的回憶。同時，其最新情
人節系列，迷人可愛的粉紅與粉藍色調下，包裹着巧
克力大師匠心獨運的紙杯蛋糕形巧克力，趣致可愛。

醉人美景 美味溫馨

同 期 加 映
今個新年，新加坡人氣零食品牌金鴨特意推出農曆

新年限量版，為旗下新口味零食和招牌鹹蛋薯片及魚
皮全部換上喜氣洋洋的金色包裝，上面更印有四款不
同的新年賀詞：「笑口常開」、「一團和氣」、「新
年快樂」和「大吉大利」，每包HK$55。

浪漫紙花園

喜逢新春佳節與情人節都在同一月份，大家可於新春期
間和戀人攜手到樂園共度溫馨時光，香港迪士尼推出近40
款米奇與米妮、小熊維尼與小豬及Duffy與好友系列的情
人節限定商品，是情侶們的不錯禮物。同時，在樂園暢遊
後，情侶們可於酒店的餐廳如影廠酒廊、華特餐廳或芊彩
餐廳共享浪漫情人套餐，讓
情人節每一刻都更甜蜜。

情人套餐 共享浪漫

農曆新年限量版農曆新年限量版

今天是年初八，過兩天便是情人節了，不少情侶都會出外吃

頓情人節套餐，不過如在市區的西餐廳情人節餐定必極為昂

貴，不如今年來個新意思，兩口子到主題公園玩樂一番，並在

其酒店的餐廳品嚐情人節美食，既可一起玩樂，又可以甜蜜吃

情人節餐，讓情侶們在西餐以外有另一選擇。

文、攝（部分）︰吳綺雯

■■迪士尼情人節美食迪士尼情人節美食

■■海灣餐廳的情人節精海灣餐廳的情人節精
選自助晚餐精選禮品選自助晚餐精選禮品

■■香煎澳洲鱸魚香煎澳洲鱸魚

■■玫瑰草莓慕絲玫瑰草莓慕絲、、
香檳果凍香檳果凍、、日本草日本草
莓莓、、紅桑子雪葩紅桑子雪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