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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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
是用七色彩虹為主調，展現出不
同的左右色變調，一共14種顏
色。這一期「魔法館」就跟大家
開始淺談不同顏色的象徵意義。
這色彩療法中使用了大約14

種顏色，以下是一些常見的顏色
含義。

上文提要，筆者不相信有所謂「陀衰家」股市效應！我只相
信時勢造英雄，絕無英雄造時勢！或許上文並沒有足夠的篇
幅，論盡所有丁蟹效應最全盛最頻繁時期應該是由1993年至
2012年。其間，股市跌及指出與他的相關作品，有多達13次
看似是有因果關係的！二十年間，有多達13次之多的所謂
「丁蟹效應」，實難怪，大眾感到莫名其妙，撲朔迷離。
若只從鄭少秋的演藝黃金全盛時期的角度探討，一個多產的
演員，巧合碰上97年金融風暴、08年金融海嘯、科網泡沫爆
破等看似是很合情理，醞釀期的動盪及後續的慘淡，「剛剛遇
着啱啱」而已！
當然，大家對此等解釋不難想像很多人，只會有不服的感

覺！另外，還有2013年的癸巳年、2015年的乙未年，以及
2019年己亥年，又有什麽原理呢？
若要解破此謎題，我們先從2012年後的情況說起。

2013年
鄭 辛 癸
創 丁 巳
世 戊 丙戊庚 庚：金融
從天律角度看股市，顯而易見，用神「庚」金即金融業，遇
着戊癸化火有丙火引發，大火剋大金，自然股市不利，但只從
辛丁戊的格局而言。
癸
巳

丁 丙戊庚 辛
–「庚」大金化退變成「辛」細金；
–「丙」大火化退變成「丁」細火；
–辛金被丁火所剋，但癸丁打絕「丁」火；
–戊落運生辛，土上現金，自然有貴。

日 月 年
鄭 辛 甲 庚 乙
創 丁 戌 辰 未
世 戊 戊辛丁 戊乙癸 己丁乙
2015年4月28日連跌7天，由於上天並不鼓勵人們不勞而

獲，還是點到即止就好，此日甲戌日，甲大火塞，丁火無作用
不能剋金辛，故鄭少秋無大礙。
但戊動仍可生辛，亦是土上現金，得貴，但從股市角度庚化

退變辛遇甲木，強木反剋弱金，股市向下亦是自然的事。
月 年

鄭 辛 己 己
創 丁 巳 亥
世 戊 己 丙戊庚 壬甲
原理一樣，從股市角度，今年5月6日，一踏入己巳月，巳
中藏「丙戊庚」，自然火大土焦，而己是金的元神，支持金即
金融，元神被燒焦，自然股市下跌。
但鄭少秋的總格則能因壬丁合，自然自己無礙，而戊化退變

己生辛，自然有曝光的機會。
總而言之，「辛丁戊」，此格局，當火作怪剋金，股市自然

不利，但由於鄭創世的「世」字屬戊土，自然能火生土再生
金，從而轉化剋金的惡劣際遇！
而餘下最後一個問題，又怎解釋二十年來13次的股市大跌

的情況？其實，知道的話，原因也是很簡單，只是不講，你想
三十年也想不到，但一講也只不過是一點訣而已。
真正的原因是1992年到2012年是七運，亦即是丙火，丙火

自然打絕金，金代表金融，所以才會遇到金融風暴及金融海
嘯。至於為什麽與坊間風水所應用之七運不同，那就不便公開
了！哈哈，天機不宜再洩了！

甲戌1994年《笑看風雲》 乙亥1995年 男人四十一頭家
丙子1996年《天地男兒/新上海灘》丁丑1997年 江湖奇俠傳
己卯1999年《神劍萬里追》 庚辰2000年 世紀之戰
癸未2003年《大時代/非常外父》 甲申2004年 血薦軒轅
乙酉2005年《御用閒人》 丙戌2006年 潮爆大狀
丁亥2007年《謎/潮爆大狀/大時代》戊子2008年 天之驕子/
壬辰2012年《心戰》 肥姐我們永遠懷念你/楚漢驕雄
癸巳2013年《忠烈楊家將》 乙未2015年 世紀之戰
己亥2019年《詭探前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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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蟹效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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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顏色的魔法（一）

2）珊瑚粉色/橙色粉紅色的含義
珊瑚珠
<關聯意思>
珊瑚、粉紅蛾、皮膚、子宮、女人。

<抽象概念>
可愛、善良、柔軟、明亮、溫暖、媽媽、孕

產、環境、共生、共存、合作、協調、細膩、愛
情。
<思想，宗教，文化>
護身符、後代繁榮的護身符。

1）鮮紅色的含義
<關聯意思>
太陽、血、火、玫瑰、蘋果、口紅。

<抽象概念>
激情、危險、興奮、很熱、憤怒、爆炸、壓力、

活動、運動、華麗、生活、勇往直前、燃燒、戰
鬥、激烈、活動、愛。
<思想，宗教，文化>
脈輪的基礎顏色，五行的火或四大元素的火，基

督的血，紅色的牌坊。

餐廳新店開張
自 然 有 主 打 菜
式 ， 招 牌 的 串
燒、冬蔭功、明
爐青檸汁蒸桂花
魚、限定鹹蛋黃
金炒大膏蟹等。
講到銅鑼灣店有
限定鹹蛋黃金炒
大膏蟹，當日要求走入廚房拍
攝廚師鹹蛋黃金炒大膏蟹，見
師父起金鑊炒時，鹹蛋黃和膏
蟹炒起來，真的好香。
明爐青檸汁蒸桂花魚，香檸
汁魚湯底，辣椒和蒜調配適
量，青檸汁更提升魚的鮮味，
辣度夠兼肉質嫩滑。極上燒安
格斯牛小排西冷，外皮烤得焦
香，肉味香濃，更可蘸上秘製
醬汁提升鮮味。
餐廳的串燒和BBQ選擇極

多，一盤串燒包括燒
雞翼、鹹牛舌、泰國
臘腸和翠肉瓜，串燒
價錢實惠，每串大多
是 HK $16 至 HK
$18，鹹牛舌比其他
貴一點是HK$28一
串，有4大塊而且厚

切，燒得惹味。泰式臘腸沒有
中式臘腸那麼硬，有中式臘腸
的鹹香，味道較甜口，佐酒一
流。還有很多海鮮選擇，如珍
寶帶子、東風螺、蟶子、扇貝
等。
至於飲品和甜品方面，少不
了芒果糯米飯、椰子沙冰、椰
青、椰青波波等，椰青波波非
常特別，是經人手將外在硬椰
殼鏟除，餘下是椰肉包裹椰青
水，椰青裡面軟滑肉質被展示
出來，飲用時需要一隻比較薄
身的匙羹或者刀去鎅開，椰青
水好清甜，椰肉爽爽哋。因製
作方法非常高難度，需要泰國
直送到香港的，是一大賣點！
小曼谷：銅鑼灣謝斐道535

號Tower535地庫B02舖

年輕族銅鑼灣覓食

在銅鑼灣覓食絕不難，難在如何選擇，這次在銅鑼灣區探店，發現海鮮料理仍舊是各類菜系的主打，例如九龍城老字號的泰式

餐廳小曼谷， 除了九龍城店外，元朗、屯門、太子道都設有分店，最近，更進駐銅鑼灣開分店，門口安裝了有泰國火車夜市的大

火車在餐廳門口，擺明是給客人的打卡位，晚市還有live band，請來泰籍歌手自彈自唱，增加整間餐廳氣氛，非常有feel。而中午

的套餐性價比高，看到不少OL在吃午餐，如泰式牛根丸船粉，價錢實在，串燒及特色菜水準好，深得鍾情泰式美食的朋友喜愛。

文、圖︰焯羚

炑八韓烤品牌專門供應韓國
菜，韓國坊間流行用語「炑
八」指朋友聚會享受美食美酒
的地方。他們在銅鑼灣軒尼詩
道 502 號黃金廣場 6樓有分
店，由於首次到此店，發現裝
修較為色彩繽紛，明顯較為年
輕化，中午也見到不少年輕人
在烤肉。
烤肉爐方式、陳設和以前流

行一時的韓國烤自助餐王的形
式不同，被人服侍性強很多。
當中叫了每位HK$260，包七
樣食物和一杯飲品，食物包括
特級牛肋骨、炑八五花腩、厚
切豬頸肉、炑八護心肉、大虎
蝦、帶子、炑八冰沫等。
他們的招牌「王者牛肋骨」

超巨型的，有整塊鐵板的直徑
那麼長，店員很好的替我們
燒，先把兩邊燒香，再仔細的

剪成小塊方便進食。牛肋骨肉
很軟腍，醬汁帶甜味，用生菜
包住剛燒好的牛肉來食，真是
很正！
而這裡亦提供半份燒烤產品

選項，最適合人少少但又想多
吃幾款不同烤肉的人，於是點
了葱蒜霜降牛小排、韓牛LA
骨牛扒和韓牛五花肉等，而飲
品攬伴管極精美，令人很想擁
有。

另外，在銅鑼灣開平道1號一間
叫 Crabus Restaurant & Bar 的
餐廳，環境裝飾得很有海洋氣色，
幾部大電視一直播着海底世界，餐
廳主推特色海鮮套餐，廚師當着你
面前將新鮮海鮮煮熟放入袋，加上
秘製醬汁，然後師傅幫你shake
shake，完成後客人就可以吃。
而且，餐廳特別為你準備了圍

裙等用具，方便進食。如果叫了
海鮮拼盤，那田園沙律、炸薯
條、炸薯圈、洋葱圈、香脆蒜蓉
包、意粉和意大利飯就無限添
加，食到你飽。不過，你也可以
加錢加湯、甜品或其他海鮮。
餐廳設計一共4款特色新鮮套

餐，每人最低消費一個COMBO
（海鮮拼盤），海鮮拼盤有A至D
款，價錢分別每位HK$298 / HK
$398/ HK$498/ HK$688（套餐
2位起計）。例如，A SET包含貴
妃蚌2隻、青口3隻、大虎蝦2隻、
翡翠螺2隻、卜卜蜆、海蝦、新鮮
粟米、薯仔。而D SET包括南非
鮑魚2隻、象拔蚌2隻、麵包蟹半
隻、波士頓龍蝦半隻、松葉蟹腳
4隻、卜卜蜆、海蝦、粟米、新薯
等。

無
失
拖

無
失
拖

泰菜泰菜 韓烤韓烤

必試多品種串燒必試多品種串燒
限量炒膏蟹限量炒膏蟹

shake shake特色海鮮套餐

同 期 加 映

■■田園沙律田園沙律、、
焗蒜蓉包焗蒜蓉包、、炸炸
薯圈薯圈、、薯條薯條、、
洋葱圈洋葱圈、、肉醬肉醬
意粉意粉、、蘑菇汁蘑菇汁
意大利飯等任意大利飯等任
食食。。

韓式烤肉店年輕化韓式烤肉店年輕化
文、圖︰焯羚

■■小曼谷每晚小曼谷每晚
Live MusicLive Music

■■鹹蛋黃金炒膏蟹鹹蛋黃金炒膏蟹

■■冬蔭功湯冬蔭功湯 ■■泰式牛根丸船粉泰式牛根丸船粉

■店員很好的替客人
燒，先把兩邊燒香，再
仔細的剪成小塊方便進
食。

■「王者牛
肋骨」，超
巨型的，有
整塊鐵板的
直 徑 那 麼
長。

■■小曼谷招牌的串燒小曼谷招牌的串燒、、明爐青檸汁蒸桂花魚及泰脆豬手等明爐青檸汁蒸桂花魚及泰脆豬手等。。 ■■炑八韓烤炑八韓烤

不用灰心和氣餒，只要
有恒心，守護天使們是會
助你渡過難關的。

懂得關懷愛護別人是一
種福氣呢，施比受更有
福。

小心留意身邊事情的發
展，不然是非流言可是滿
天飛呢。

憂慮是對自己殘酷的刑
罰，不要再自我封鎖，放
開懷抱吧！

小小苦楚等於激勵，不
要因一時的起落而失信
心，成功就在前面了。

天生我材必有用處的，
不要咁快就打定輸數，天
使們是很喜歡作弄人的。

清楚地知道你想要的，
並以堅定不移的信念專注
其中。

是時候要清除堵塞之
物，並淨化在你周圍的地
方能量，可運用風水改
善。

開始要對你的生命作出
檢視，並決心去改變或治
療任何不平衡的部分。

吃健康的飲食，有充足
的睡眠，並規律的運動，
保持最佳健康狀態。

是的，你的點子正是由
神聖所引導的，請採取行
動，讓你的想法去開花結
果。

柔軟你的心，帶着虔敬
來看待這個情況，和涉及
其中的所有人，包括你自
己！

文：BENNY WONG塔羅星座塔羅星座

■■餐廳門口設有泰國餐廳門口設有泰國
火車夜市的大火車火車夜市的大火車

■■泰式串泰式串
燒及甜品燒及甜品

■■廚師當着你面前將新鮮海鮮煮熟放入袋廚師當着你面前將新鮮海鮮煮熟放入袋，，加上秘製加上秘製
醬汁醬汁，，然後師傅幫你然後師傅幫你shake shakeshake shake完客人就可以食完客人就可以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