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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有不測之風雲，人有旦夕之禍福」，當我們在安穩
中、幸福中、健康中，總覺得一切是必然的、理所當然的，
於是就會對於不斷在無常中翻滾的身邊人與事，甚至無動於
衷，也少了一份殷切心。

事實上，無常一到訪，大多數人都會手足無措，懊惱及苦
不堪言！

近日，藝人任達華，在中山登台，遇到疑似因認錯人而被
人用利器刺傷腹部，真是無辜之極，而這個極少機會發生的
事情，五行時空會怎樣顯示？

看罷，你或許驚訝天律之奇妙。
日 月 年

頭 任 癸 戊 辛 己
身 達 丁 午 未 亥
腳 華 壬 (外卦) 丁己 己丁乙 壬甲

癸(變成自己)
（一）任達華的「華」字屬「壬」水，外卦，即不是那麼

相熟的人或陌生人，而任姓「癸」引發陌生人化動變成自
己，即認錯人！

（二）而當日「戊」午日正代表想剋壬水，因戊（+）只
會打絕壬（+），而不會打絕「癸」，反而戊癸會合。

（三）而化動變出自己，自然給己土打絕，而且年的天干
是「己」，能無情打絕「癸」，加上通根於月份及日子，因
此力度非常大。

（四）當然，「癸」會打「丁」，形成目標不斷刺在身體
中間之處。

（五）而癸丁沖，動辛（利器），自然要打（生命），故
招招致命。

另一無常到訪的事，也是極少機會會發生的。
事緣加拿大16歲少女Sara「辛」 Manitoski「癸」，從姓

氏「辛」金而言，可知她是一個實用主義者，生癸，辛金生
水，吐秀，本是可愛聰明的美人兒。

但2017年3月，Sara在溫哥華島附近進行戶外教學旅行，
由於正值生理期，其間身體不適，到了翌日，同學見她沒有
起床，沒有前往吃早餐，但回來時其電話響起，她仍是沒有
反應，才驚覺不妥，醫護人員趕到替她進行心肺復甦，但已
返魂無術。

時隔一年後，當局早前公佈Sara的驗屍報告，證實她死於
TSS。元兇則是其所使用的衛生棉條上的金黃葡萄球菌。

月 年
Sara 辛 癸 丁
Manitoski 癸 卯 酉

乙 辛
（一）由於元兇是金黃葡萄球菌，而在五行上的表達自然

用上木去表達，因木能代表生命，其他金水土火與正接生命
的概念，卻差距得很遠。加上，木分陽陰，甲木、大木、乙
木自然就是相對代表細木。當然，細菌的體積是很細很細
的，故只可用乙木代表。

（二）當3月份癸卯月出現，卯中乙木藏，正是水生木，
細菌能滋養。

（三）當Sara的五行「辛」金受到丁火（-）無情的打
絕，才有此橫禍。

（四）最後當「乙」木細菌受剋就會發惡變異，因此才會
變成這麽大的傷害。

或許，這就是坊間所說：「閻王要你三更死，不許留人到
五更」吧！

之前幾期讓大家認識了不同的顏
色，代表着什麼不同的意思，現在就
跟大家玩一個顏色占卜遊戲，現在只
要誠心禱告默念着，之後憑感覺揀選
自己所喜愛的一瓶顏色，她就能揭示
你未來兩星期的工作運程喔~

綠色瓶
工作上將會是非常忙碌，有不錯的發展，由於工作量增

加，使你感到壓力及疲倦，遇到其他人的批評及意見，使你
感到沮喪及失去動力，謹記不要輕易去懷疑自己，學會堅持
及相信自己，這會使你在工作上有更加好的表現及成功感！
建議在工餘時間與朋友聚會，可以幫助你紓緩不少壓力。

藍色瓶
工作上會因為其他新的計劃發展，而影響你原定的計劃，

是時候多些表達你的概念意見，發揮急智的頭腦來應對，靈
活變通可以讓你在問題中找到一個新方法解決目前的難題，
你會得到他們的認同和讚賞，使你有更好的表現及印象，給
自己多些信心吧！

紅色瓶
工作量比平時較多，也可能需要不停加班，會有阻滯使原

定的計劃停頓，有不同的挑戰使你感到很苦惱及激氣，切勿
不要衝動而累事，這樣會使情況更壞，時刻保持頭腦清醒會
令事情好轉。由於你對工作及自己有信心，會使你在這些挑
戰中更加發揮你的實力，請保持這份態度去面對，會令你得
到更高的評價。

黃色瓶
有很多零碎的事情要處理，使你的工作進度慢起來，把零

碎的工作先集中處理，才可以把重要的計劃實踐下來，幸而
得到上司的重視及體恤，好好把握此發揮表現的好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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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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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常到訪

顏色的魔法～（六）

暴力示威重挫旅業 酒店餐飲出招自救

香港發生的反修例暴力示威持續逾2個月，堵塞機場、

打旅客，市內交通隨時因而受阻，不少國家對香港發出

旅遊預警，訪港旅客人數「插水式」下跌，預計內地旅

行團數大減。以往酒店入住率在旺季期間會達到

100%，如今酒店入住率跌到得只有20%至30%，

重挫香港的旅遊及餐飲業，據業界透露這次事件

影響到全港不同級數的酒店，敢講無一倖免。

目前是靠一些展覽活動的客人支撐住，亦有酒

店開始叫員工放無薪假，或推出酒店住房、

自助餐優惠。

從多個酒店預

訂網站看到，不少本

地品牌酒店價格跌至新

低，平均四星酒店約300多元已

可入住，如三星的更低至百多元，比

住劏房更抵住。希望能吸引本地人或勇

敢的旅客來港消費，渡過艱難時期。

文︰雨文

酒
店
優
惠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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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

星級酒店房劈價星級酒店房劈價

得到金星眷顧，投資生
意皆無往而不利，貴人照
耀。

煩惱多事奔波勞碌，心
情煩躁，以靜制動，勿衝
動！

萬事皆在變動當中，勿
意氣用事，凡事應以合作
行先！

樣樣事胸有成竹，旺事
業財富，不妨大膽出擊！

人緣強勁，留意身邊的
機會，大有機會找個好對
象呢！

不宜急進，應以長遠目
標為主，勿因一時之氣，
而後悔莫及！

多計劃多思考，從事創
作策劃人士有利，其他事
項則平穩。

大吃大喝沒煩事，唯一
留意伴侶的訴求，勿忽略
另一半呢！

宜小投資買賣，皆可望
有不俗的斬獲，好好把握
良機。

注意身體要多休息、多
調理，皆因你並不是鐵
人，多加注意手腳問題。

日捱夜捱，還是多作休
息吧，要學習固本培元
呢！

考慮與女性朋友合作等
事宜，可有不錯的效果
呢！

文：BENNY WONG塔羅星座塔羅星座

位於尖沙咀區的酒店傳訊部要員鍾小姐透
露，相信全港酒店都受影響，自從示威者

搞機場後，正常的旅客不敢來，連商務客可以取
消的話都取消，或者轉地方，幸好這兩個月因香
港舉行年度的大型國際展覽，故仍有一些到港參
展客，但估計9月後更慘，始終酒店靠來旅遊的
客支撐。做旅行團的酒店影響更大，現在千多元
房價跌至幾百元都沒人住，若再這樣下去會搞垮
經濟、搞死香港。她不明白大家都是在香港生活
的，難道你們想香港死？希望激進示威者盡快停
止，不要搞死香港了。

食肆最擔憂
一些食肆推廣的公關人員表示，往時星期六爆

場，但此之後的星期六只得一枱客。同時，有些
活動在這兩個月更全部Hold起至衝擊事件完
結，最快都可能要10月才舉行，甚至有些已決
定至明年1月才舉辦。

有火鍋店老闆訴說，一向以來做街坊生意，人
流不錯，但現在至少少了三成生意，對前景不樂
觀，其實飲食業牽連很多其他行業，同時亦首當
其衝，故都極為擔憂，現在暫時的做法，就是叫
員工放多些無薪假，跟業主商討租金事宜，共渡
時艱。而對食客方面，就特別於晚上9時後推出
百多元火鍋任食任飲，以吸引更多食客。

筆者嘗試在酒店預訂網站隨意查詢各星級的酒
店價格，以8月尾的來看，本地品牌的酒店的確
減幅頗大，例如位於荃灣的本地五星級酒店，本
來要至少1,000元一晚，現在400多元就可以入
住。

就一般酒店來看，在agoda簡單查一下，已看
到頗多酒店低至兩折，甚至有1折的，大多數都
是那區曾發生過重大示威衝擊的，減得特別犀
利。而在較偏遠，或還未受示威衝突的酒店，在
連帶效應下，雖然跌得不算太厲害，但都有輕微
減幅。

另外，如就地區來看，首當其衝如港島西區、
油尖旺市區、荃葵青等地方的酒店，跌幅較多，
數百元也可入住，從未如此便宜，遊客都不太想
選擇這些地區作為入住的地點。反之，走親子路
線的主題公園的酒店，雖然都有稍為調低價錢，
昔日都超過2,000元一晚才能入住的，現在也有
些日子可以低於2,000元入住，以吸引更多遊客
及香港市民到訪。

酒店住宿價格狂減

■■城景國際酒店城景國際酒店「「榴槤榴槤．．水水
蜜桃蜜桃．．下午茶自助餐下午茶自助餐」」。

尖沙咀赫德道的麗景酒店 38 樓AVA Restaurant
Slash Bar ，全新「味」力環球海鮮薈，主廚本着
「不時不食」的原則，今年夏天摩洛哥主廚 Faycal
El Moujahid 嚴選各種優質時令海鮮，創作出多道鮮
味至極的佳饌，五大環球海鮮菜式匠心譜出鮮味盛宴
為客人帶來無限滋味。加上位處於酒店 38 樓坐擁
270 度璀璨維港景色，為相約親友聚會之選。

「極尚海鮮塔」海鮮塔雲集多種盡受港人熱愛的海
鮮包括生蠔、阿拉斯加蟹腳、藍青口、海螺、大蝦及
海螯蝦而成，款款海鮮均鮮甜味美。(港幣$598，2位
用)

每周「海陸雙重奏之夜」每周三晚呈獻「海陸雙重奏」精選
各式頂級牛排，包括美國肉眼、牛裡脊肉及西冷牛排等，客人
另可自選各款海鮮，包括龍蝦、虎蝦、青口及帶子等。隆堡鑽
石咭及 Hotel Panorama Dining 應用程式會員可享 7 折優惠。

訂座:+852 3550 0262 / ava@hotelpanorama.com.hk

自助餐推優惠自助餐推優惠

城景國際City Cafe於9月繼續呈獻「榴槤．水蜜桃．下午茶自助餐」以果
王榴槤及當造水蜜桃製作多款夏日大熱甜品，配合超過50款多國美食。不容
錯過的包括即製榴蓮梳乎厘及榴槤雞蛋仔、酥炸榴槤角、水蜜桃 / 榴槤椰皇
鮮奶布甸、水蜜桃糯米飯春卷等。現凡出示城景國際官方網頁之下午茶自助
餐優惠，於即日起至2019年9月30日期間，逢周六、日及公眾假期惠顧，每
位成人只需$208起，2位或以上預訂更尊享9折優惠，如繳付訂金，可享額外
5%折扣優惠。

金域假日酒店推出的餐飲住宿套餐，「家庭自助晚餐+免費住宿套餐」只
需在Bistro on the Mile預訂6人或以上的自助晚餐，即可獲贈免費住宿一
晚。你還可在酒店的頂樓泳池與孩子暢游一番，並在池畔酒吧盡情放鬆身
心，同時更可在其屢獲殊榮的餐廳享受美食。

如想享受此優惠，必須要享用自助晚餐時，出示此Facebook (https://
www.facebook.com176690812346149/posts/2859994837349053?s=

808165293&v=e&sfns=mo ) /帖子換領住宿禮券。訂房有效期由即日至9月8日，房間兌換有效期至10
月31日，而訂房必須要提前48小時預訂。預訂自助晚餐必須透過網站（https://bit.ly/2rTgbmB）、電
話（2315 1118）或電子郵件（bistro@goldenmile.com）才能享受此優惠。

都會海逸酒店西餐廳自助餐一向大受歡迎，長達70米長自助餐枱供應
超過200款國際美食，餐廳空間感寬敞。海鮮迷必食2款即開生蠔，美國
蠔，法國蠔；6款冰鎮海鮮包括爽口彈牙的龍蝦、厚肉飽滿的雪花蟹腳、
凍蝦、青口及翡翠螺等；而6款即切刺身除了常見的的三文魚、赤貝和甜
蝦外，還有自助餐少見的北海道帶子、劍魚腩及象拔蚌。由9月1日至10
月31日期間，逢星期日至四每2位成人於惠顧西餐廳自助晚餐，可即時豁
免同行之1位小童(3-11歲)或長者(65歲或以上)。

酒店跌價

■■麗景酒店麗景酒店 3838 樓樓AVAAVA
Restaurant Slash BarRestaurant Slash Bar
享受維港享受維港。。

■■藜麥沙拉藜麥沙拉

■■即開生蠔是主打。

■■金域假日酒店推出「家庭自助
晚餐+免費住宿套餐」

家庭自助晚餐+免費住宿套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