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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色彩療法中使用的顏色的含義，是顏
色所具有的圖像在與顏色相關的具體或符號
詞（抽象關聯）方面，從廣義上講，有三個
層次。
1）基礎關聯的含義（具體及抽象概念）；
2）文化（思想/宗教）顏色符號的含義；
3）通過與個人經歷相關的色彩記憶的意義。
基本上處於個人意識中，它於內部因素，
如知識、經驗、思想、願望和情緒。此外，
也受時間背景、國家、地區等因素影響。
另外，關聯是通過查看特定顏色而發生的
關聯，當你看到顏色時會產生關聯。
色彩療法和色彩分析方法是會根據系統的
不同，而方法會根據1.2.3點的處理方式而變

化。
使用環境心理學顏色進行分析和藝術治療

時的顏色含義是，基礎關聯的含義（具體，
抽象）。我們使用顏色符號的文化（思想/宗
教）含義進行分析。
色彩聯想和顏色象徵的研究領域是包括在

色彩心理學領域。
在色彩療法中，許多對待1和2，以及重

顏色圖片等。
從色彩的記憶中，還有一種療法可以提醒
和談論個人過去的經歷。因為每個人從小到
大都會有對顏色的經歷和回憶，對每一種
顏色都有不同的執和睇法。
今次我會同大家介紹一款近年新興的顏色

治療占卜方法，過程中使用了大約14種顏
色，以七色彩虹為主調，展現出不同的左右
色調，一共14種顏色。
詳情留待下一期「魔法館」再同大家淺談
不同顏色的象徵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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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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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上期，當一個人一連4天都被不同空間困住，被房困、
被升降機困、被大門困及最後被鐵閘困！運勢有高有低，本
是平常不過的事情，但同樣的際遇不斷發生，那就令人大感
不解：人類對於不能解釋的事情，總會歸咎於一些不是原因
的原因，那就是迷信！
不知其所以然就是迷信，而當細看並解開了五行無形運作

的機制，那就不會捕風捉影、杯弓蛇影了。
上期講過困房和被困在升降機的五行運作，今次再分享因

木門門鉸鬆壓實迫緊了木門，所以因木門迫實而被困了！
時 日 月 年

乙 甲 丙 己 己
丁 子 午 巳 亥
壬 -腳，自由 癸 丁己 丙戊庚 壬甲 (木門)→乙

丁 (合)
–甲，即代表木門，化退成乙木，剋己土，己土指細的範

圍，被剋即裂了、壞了；
–丙火化退成丁火，又適逢丙午日，丙剋絕庚金，庚金即

為門鎖；
–丙火化退丁火，會剋合壬水，壬是「腳」和「自由」，

所以「我」被困；
–而此事是由甲子時的甲（木門）所引發的
最後，便是那更令人啼笑皆非的結果，因又過了一日，丁

未日，正當他準備出門上班之際，家中的鐵閘門鎖突然無緣
無故壞了，又再次被困！

時 日 月 年
乙 乙 丁 己 己
丁 巳 未 巳 亥
壬 丙戊庚 己丁乙 丙戊庚 壬甲

最搞笑的是，女兒在早過他的時間出門上學，太太則是日
放假，不用出門，但偏偏就是九時後巳時，乙木「我」落
運，生丙火剋庚金，即鐵閘門鎖，同時，庚又剋合自己，今
次被困是由於大門鐵閘鎖突然壞了。正當壞了鐵閘鎖後大費
周章如何修理它，諸多方法也試過都不奏效，但一到午時，
輕輕一扭，鐵閘啪一聲就開了！然後，反覆試開關，也沒有
任何問題，他直到現在也摸不頭腦，不知壞了什麼部分。
若不是了解五行的運作，一般人會歸咎鬼怪或黑仔，而只不
過是「諸法因緣生，諸法因緣滅」而已！
亦因此事令我想起自己今年祭祖時的體驗！上月戊辰月，

正好是上土下土的月份，自然最能引動人思考本源的動機，
與慎宗追遠的祭祖活動相應。
由於整個祭祖活動在一片意見和價值觀不同的聲音之中促

成，總有點怪怪的感覺瀰漫。由於很不容易才湊合了香港
的親人一同前往，而清明正日又人多擠迫，加上回鄉路途遙
遠，故我們刻意選擇最近清明的周六及周日祭祖。
正因如此，與內地親戚有意見上的分歧，主要分歧有：他

們喜歡在正日祭祖，故不便在其他日子再拜祭，亦因此放出
消息，不希望我們回鄉再祭祖。其次就是，由於墓碑的刻字
受到時間洗禮漸已褪色，我動議用顏料塗上已褪色的碑文，
但他們也反對！
後來與內地的堂弟聯絡，了解情況，時移勢易，內地的親

戚比之前生活已經安穩得多，不再盼望香港親人回鄉祭
祖……云云！於是就在那天祭祖，由於整個參與祭祖的人皆
姓「王」，即辛金，而當日的五行如下：

日 月 時
辛 戊 己
巳 辰 亥

丙戊庚 戊乙癸 壬甲
–「辛巳」日，辛金被丙火剋合，+ -有情，是合之情，
但亦有剋的效果，所以當日氣氛不佳，意見多，有口角，加
上天又下雨。我相信，迷信的人便會乘機發難，故在祭祖完
畢後，我向幾位長輩說明這只是五行剋合的情況，絕無什麽
所謂做錯事遭天譴這回事！
接第二次，我的堂弟告訴我，祭祖後他馬上收到了過億

元的注資！還是順利得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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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仔運滯，天譴乎？

顏色是什麼含意？

當走進「Ginger Grill 爐炭
燒」內，恍如置身園林美景之
中，餐廳設計以大自然園林為
主題，顏色採用木色主調，牆
上清雅的薑花為人手繪製，更
設有一幅別致的綠色植物主題
牆壁，落地大玻璃幕牆令自然
陽光照射到餐廳內。雖然餐廳
位處海洋公園，不過由於鄰近
港鐵站，交通方便，就算公園
關門，餐廳依然開放，如食客
享用晚餐，晚上6時30分後可
免費入園，更可獲得4小時免
費泊車優惠。
全新餐廳主打食品——炭燒

美食，均由坐落於餐廳中央的
明火炭燒爐現烤而成，食客可
圍坐於爐邊，觀賞廚師以精湛的手藝烤製
各類海鮮及滋味肉食 。加上，餐廳特意
選用「備長炭」燒烤食材，皆因其熱力可
達至高溫九百度，所產生之遠紅外線可把
食物燒至外脆內軟，且能快速有效地鎖住
肉汁，逼出油脂，比一般炭更能炮製出香
口滋味。
而且，廚師特別自製香茅枝代替燒烤
用的油掃，將香料掃上各式燒物，把香茅
及香料等味道同時帶入食物中，別具心
思。當中明火炭燒推介料理包括「美國有
骨肉眼扒」，肉眼扒肉質鮮嫩，油脂經過
炭火一烤，油香四溢又能鎖緊肉汁，肉質
更添嚼勁。
今次，餐廳的料理是以泰北農間村落
及傳統文化的創作基調，除了一般泰式串
燒外，特別推介「泰式燒葵花雞」，先將
葵花雞用各式香料醃製一天至入味，然後
以清湯浸泡，再風乾一天，最後烤焗至皮
脆肉嫩，上菜時更會燃點雞身內的香茅
枝、斑蘭葉及青胡椒，令香料氣味四溢，

原隻烤雞更是食客「拍照打卡」的不二之
選。
當然「傳統冬蔭功」也不容錯過，上

湯以豬骨熬製而成，加入南薑、辣椒、香
茅及秘製香料，酸辣味從舌尖開始緩緩散
發，伴隨而來的是鮮甜的海鮮味道，是一
趟刺激的味覺旅程。另外，餐廳每日限量
供應150碗正宗「泰式船麵」，廚師以豬
腩肉、豬肉丸等多種豬類食材入饌，香濃
湯底以豬骨及滷水料烹調兩日熬成，上桌
前加入脆卜卜的炸豬皮，香口惹味。
除了泰式滋味，今次餐廳還把「薑」

的元素注入甜品和飲品中，如以香滑燉
蛋、黃薑及蜜糖作調味主角的「蜜糖薑汁
燉蛋」和兩款特色薑味飲品「暖戀夕陽」
及「薑聚時刻」。前者與營養師協會合作
調製，選用含豐富營養素的薑、西柚及甘
筍等食材，是配搭炭燒辛辣美食的健康之
選；後者是特色雞尾酒，將波本威士忌、
生薑、薑黃、梳打及糖漿混合，杯邊綴以
砂糖，配上一片輕炙的檸檬，令整體感覺
更清新怡人。

韓國知名烤雞品牌Goobne Chicken今
年夏天特別於香港推出全新Menu，當中
更有風靡東瀛的「UFO Fondue」首度空
降香港，其以UFO漫遊宇宙為設計主
題，遨遊全宇宙不同星系搜羅各具特色的
烤雞口味，更以不同行星代表六款精選韓
式烤雞，為各有性格的「烤雞控」精選濃
縮六大行星美味，包羅了三重芝士烤雞、
韓式BBQ醬煙燻烤雞、蜜糖香滑烤雞、
火山烤雞、果味醬油蒜香烤雞及甜辣烤
雞，食客每次均可挑選兩款烤雞口味品嚐
「UFO Fondue」的好「芝」味。
餐 廳 特 創 即 溶 三 重 芝 士 「UFO

Fondue」，糅合水牛芝士、車打芝士及
上等巴馬臣芝士作三重奏，其芝士融合相
當講究，先將前兩款芝士加熱互融，取水
牛芝士製造拉絲效果，增加煙韌口感；車
打芝士則取其口感濃稠，豐富食物層次。
待雙重芝士溶化後，濃濃「芝」香撲鼻而
來，再將芝士重複拉絲，讓兩款芝士雙劍
合璧，此時UFO特製鍋宛如黑洞將綿綿
金黃芝士瀑布吸入「UFO Fondue」的無
盡「芝」味世界。
當中最值得留意的是，其UFO特製鍋
其實大有來頭，不但由韓國特別訂做，而
且鍋身的中央設計可以令芝士均勻受熱不
易燒焦，四周散熱邊緣更可放置烤雞，保
持溫度之餘亦令烤雞脆皮度始終如一。

在美食之都的香港，相信不難吃到不同地

方的地道滋味，如海洋公園於夢幻水都新設

了泰式餐廳「Ginger Grill爐炭燒」，主打泰

式地道菜式、明火炭燒及多款以薑入饌之料

理，食客更可圍坐於明火炭燒爐邊觀賞廚師

精湛的炭燒手藝。而另一邊廂，韓國知名烤

雞品牌Goobne Chicken則於今年夏天帶來

風靡東瀛的「UFO Fondue」，比韓國還早

一步可以品嚐得到，如果是芝士與烤雞控不

容錯過。 文、攝︰雨文

「明火炭燒爐」泰北風味

泰式燒葵花雞
泰式燒葵花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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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術師牌令你長袖善
舞，對工作絕對是事半功
倍。

皇后牌令你財運不錯，
既揾錢又大使，豪氣非
常。

月亮牌代表情緒上的不
安，將有要事令你心情十
五十六。

節制牌所帶給你的反
思，有時間回想前事，也
可以進步起來。

高塔牌為你帶來的機
會，有危亦有機，一切考
考你眼光了。

當皇帝牌的出現，工作
有新轉機，如能好好把
握，成功自然在望的。

抽到隱士牌，學習能力
特別強勁，亦不滿現狀，
因此進修連連。

命運之輪指生活上出現
不可抵抗的改變，準備迎
接新的一天吧！

萬樣事從根基開始，若
想一步成功，恐怕力有不
逮了，實幹要緊。

多加留意有人正在暗戀
你呢，單身人士要留意
喇。

出現了死神牌，不用太
擔心，死神的出現可能正
代表舊患真正得到治癒
了。

新機會在眼前，機會是
不等人的，因為太陽牌在
前方照耀你呢！

文：BENNY WONG塔羅星座塔羅星座

韓式芝味火鍋

■■BennyBenny介紹顏色治療占卜方法介紹顏色治療占卜方法

即叫即烤即叫即烤炭燒炭燒 與與烤雞烤雞
泰泰韓韓美食美食互輝映互輝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