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計算方程式：出生月 + 日 +
[BT密碼7] = 總和 [雙位數字
相加得出單位數目就是解碼方
法，可對以下照運程表]
1 學業/工作︰職場上得到很

多 異 性 的 幫
忙，令事情得
以順利。

愛情︰早前的問題得以解決，現在多了一份關心，感情又邁進一步
了！

健康︰注意行車過馬路時要留心，要知馬路如虎口。
BENNY開運小魔法︰玫瑰花香包或擺放家中能有助紓緩緊張的壓力

呢！
2學業/工作︰要留意上司對自己的不滿，要多抽時間了解問題所在，

努力終見成績呢！
愛情︰人際關係好壞關鍵在於「踏前多一步」，愛情自然來，人見人

愛，結識到很多新朋友仔，成為眾人焦點。
健康︰皮膚過敏的你們，要注意飲食，小心病從口入喎。
BENNY開運小魔法︰多鮮色的衣飾，能令運氣更發熱發亮㗎！
3學業/工作︰需要多勞多得能者多勞，只懂取巧學懶只會令自己多添

失敗挫折！
愛情︰策略令你喺愛情路上節節敗退，可有想過真誠以待呢。
健康︰胡思亂想令到睡眠質素變差，身體也響起警號了。
BENNY開運小魔法︰多出外郊遊，能有助運氣增長呢！
4學業/工作︰願望成真的一星期，早前的努力終見成績呢！
愛情︰凡事主動一些，關係也得以融和，是時候要忘記過去，重拾愛

的路。
健康︰精神非常飽滿喔，小心「肚子脹脹」呢。
BENNY開運小魔法︰在家中擺放一白水晶柱，好運自然來喔！
5學業/工作︰太多的點子只會令自己多添壓力，吃力不討好，實行能

者多勞是上策！
愛情︰口花心多的人不要盡信喔，但也真是令到自己很歡喜的，總之

小心吧。
健康︰長時間嘅勞累弄致肌肉勞損，多休息吧。
BENNY開運小魔法︰紅色的衣飾，有助人緣更强勁呢！
6學業/工作︰切勿心急行事，凡事要三思而後行，別心急衝動而釀成

錯失，令自己多添壓力。
愛情︰一直心儀的對象，有機會對你另眼相看主動對你伸出友誼之

手，好好把握吧！
健康︰睡眠質素變差亦令你胡思亂想，身體也響起警號了。
BENNY開運小魔法︰粉藍色的蠟燭除咗可以装飾締造浪漫外，還可

增加自信心呢！
7學業/工作︰職場上心大心細似有抉擇，但此等心情只會阻礙向前發

展，應加多注意對情緒的影響！
愛情︰心思思想多多，只會阻礙情路的發展徒添爭吵，可要好好留意

啊。
健康︰要有強健的身體，要多吸新鮮空氣及多做運動呢。
BENNY開運小魔法︰色彩能令你變得積極，不妨在書枱放上一株色

彩繽紛的小盆栽！
8學業/工作︰得到上司的重用有很多新動向，新方針新目標等，令工

作發展得到不少額外助力。
愛情︰人緣旺盛亦添是非小人，千萬不要胡亂相信人，吃虧會是自己

呢。
健康︰飲食多咗要留心食滯肚子，真係要注意一吓飲食喇，小心病從

口入。
BENNY開運小魔法︰黑白色的衣衫對你整體運氣提升也很有效呢！
9學業/工作︰得到女上司的鼓勵及重用，令工作發展得到不少額外助

力，萬勿心急行事，凡事要三思而後行，別心急衝動
而釀成大錯。

愛情︰已有穩定對象的朋友們，有機會更進一步呢，感情如膠似漆開
心愉快！

健康︰注意作息時間，捱夜會令身體變壞。
BENNY開運小魔法︰隨身攜帶記事簿在身，無時無刻都記得重要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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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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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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此之外，還有多間酒
店如香港麗思卡爾頓酒
店、數碼港艾美酒店、JW
萬豪酒店及香港迪士尼樂
園大街餐廳等，都推出各
式下午茶。例如，香港麗思卡爾頓酒店
的夏花盛放下午茶，下午茶加入了限量
茶點和可供食客加配的雞尾酒，由即日
起至9月13日期間供應。
數碼港艾美酒店則與法國天然護理品牌

L'Occitane聯乘推
出全新下午茶，由
即日起至9月30日在Prompt Bistro餐廳供
應，以法國南部優雅悠閒的氛圍及馥郁香
草為主題，下午茶更附送一系列L'Occi-

tane體驗套裝及優惠券。
另外，香港迪士尼樂園大街

餐廳以Duffy and Friends為主
題，而JW萬豪酒店則於The
Lounge推高雅下午茶，大家
可因應喜好選擇。

檢閱夏日下午茶
味遊趣意美饌之旅

大家準備好擁抱夏日了嗎？踏入

七月，夏日炎炎，不少酒店餐廳特

地推出不同風格的下午茶，有的帶

點加州熱情氣息、有的充滿意式風

情，甚至如走進南法風光中，踏上

一趟趣意美饌之旅，探索在這活力

季節打造與別不同的美食體驗，大

家可約定閨蜜或摰愛來一場午後茶

敘，細味各式誘人美點，味遊陽光

明媚的風景，心曠神怡。

文︰雨文 攝︰雨文、焯羚

今個夏日，Mirage Bar & Restaurant帶來加州仲夏
風情，一系列以加州夏日水果及時令食材入饌的別致
鹹甜美點，當中最吸晴的加州士多啤梨撻，太陽造
型，以糖煮士多啤梨粒、士多啤梨忌廉及香脆撻殼製
作，賣相趣致。接下來就是戴上蘆薈芒果凍上的迷你
太陽眼鏡慕絲，慕絲中有蘆薈粒、芒果布甸及雲呢拿
奶凍的豐富層次。另外，牛油果愛好者或許必會被牛
油果甜點上幼滑味香的牛油果奶油迷倒，而雜莓軟心
朱古力、杏仁軟心朱古力蛋糕等，滋味芬芳。
在投入到滋味鹹點之前，別忘了沉醉於招牌萬麗芝
士餅的細緻口感及下午茶必備的加州葡萄英式鬆餅，
其香脆的三文魚塔可餅上盛載滋味豐富的三文魚他

他，並綴以青檸忌
廉提升味道。還
有，以脆口米餅奉
上的芝麻薑雞肉沙
律、來自加州的
「不可能食物」植
物肉炮製的不可能
漢堡，探索綠色漢
堡與別不同的滋
味。這個加州仲夏
下午茶由即日起至
9月30日，每日下
午3時至5時半供
應，價錢為星期一
至 五 每 位 HK
$198，星期六、日
或公眾假期每位
HK$218。

加州仲夏下午茶

由即日起，如心銅鑼灣海景酒店
於酒店頂層的天際宴會廳首次推出
意式下午茶，當中下午茶的主角是
多款糅合濃厚意式風情的鹹甜美
點。甜點首推蜜瓜泡芙，鬆軟的泡
芙與溢滿怡人果香的蜜瓜忌廉交
織，甜而不膩。清新之選少不了哈
密瓜慕絲，柔滑細膩的鏡面慕絲散發陣陣
哈密瓜幽香。
鹹點方面，主廚重新演繹經典的意大

利前菜水牛芝士番茄沙律，精選時令的意
大利番茄混入香草及香蒜，蓋上醇香的水
牛芝士及自製的意大利黑醋珍珠，每一口
均滿載多重滋味。此外，不得不嚐聖丹尼
爾火腿伴雅枝竹及15年釀製陳年黑醋，
來自意大利東北部的聖丹尼爾火腿比巴馬
火腿更為濃郁甘香，別有一番風味。
鹹點中亦推介無花果鵝肝慕絲、煙三

文魚檸檬芝士卷佐希靈魚子醬等，豐腴的
煙三文魚包裹香滑的檸檬芝士，再以矜貴
的金箔及鹹香的希靈魚子醬點綴，巧妙地
提升了整個味道層次。還有，以新鮮波士
頓龍蝦製成的龍蝦沙律多士，回味無窮。
而且，鬆餅貴為下午茶不可或缺的靈

魂，其以優質意大利Caputo軟質小麥00
號麵粉自家烘焙的傳統鬆餅，配奶油忌廉
及馥郁的50%士多啤梨果醬。下午茶逢
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下午3時至5時30
分供應，HK$428兩位。

海景意式下午茶

■■甜點甜點
■■煙三文魚檸檬芝煙三文魚檸檬芝
士卷佐希靈魚子醬士卷佐希靈魚子醬

盛夏滋味下午茶盛夏滋味下午茶

■■滋味鹹點滋味鹹點

■■英式鬆餅英式鬆餅

■■加州仲夏下午茶加州仲夏下午茶

■■Duffy and FriendsDuffy and Friends
下午茶下午茶

■■The LoungeThe Lounge高雅下午茶高雅下午茶 ■■南法風情下午茶南法風情下午茶

■■夏花盛放下午茶夏花盛放下午茶

■■鹹點鹹點

■■充滿加州風情充滿加州風情
的甜點的甜點

■■在天際宴會廳上品嚐海景意式下午在天際宴會廳上品嚐海景意式下午
茶茶，，並欣賞維港美景並欣賞維港美景。。

戰國時代，武將中以樂毅最耀眼出色，連
三國時代有通天本領的孔明——諸葛亮，也
自比齊之管仲及武將樂毅。樂毅（姓名五行
為「戊戊」），土性重信譽、忠誠、可靠、
傳統價值的守護者，接受中庸儒家的思想，
行事穩健。但土性鮮為人知的特性，尤其是
應用在姓名學上，我們只應用天干。
何為天干？即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代
表無形無相的五行特質，而每個天干都蘊藏
正反兩方面，即立與破、優點與缺點，光明
面與黑暗面，由於天干無自性（即無意願
性，廣東話即無想點）。
由於諸法因緣生、諸法因緣滅。土的堅實
性，容易變成過猶不及，有時會變得迂腐或
會先入為主。氛圍的影響，死忠的特性可以
是擇善固執，也可以是冥頑不靈接受偏激的
思想。由於土性有喜歡思考人生本源的特
性，可修行的緣分，飲水思源，重交情，但
當交情排序第一，變成錯的、先入為主個
性，也會盲撐。土性本喜歡團結的力量，一
旦過分了就變成山頭主義，攀附權勢，親疏
有別，當然有耐性、刻苦，會韜光養晦，君

子報仇十年未
晚 ， 不 喜 侵
略 ， 以 和 為

貴，也是土性的優點。
而樂毅，似是報答燕昭王對他的知遇之恩、

賞識之情。樂毅曾以魏昭王使節身份到燕
國，燕王用賓客之禮接待他，樂毅婉言謝
絕，並在昭王前稱臣。燕昭王任他為亞卿，
經過考察，發現他非常有才能，更把國家大
事交他處理。經過他幾年努力，燕國力日盛，
相比齊湣王在位期間，驕橫霸道，常欺負小
國，許多諸侯國對他都不滿，尤其燕國。
於是，燕昭王與樂毅商討如何征伐齊國，

樂毅建議聯合其他國家一同攻齊，於是燕昭
王派樂毅聯絡趙國，再派使者聯合楚魏兩
國，還叫趙國去說服秦國共同出兵，由於各
國受過齊湣王暴戾之害，因此在公元前284
年，樂毅領五國的軍隊進攻齊國。丙子年，
齊不敵，大敗了。

丙
子
癸 （水）
1）「水」生「木」，「水」是齊國元神，

由於火大水蒸，齊國木氣失去水的助力，自

然大敗。
另，令人難忘耀眼的人物，應該就是屈原
了！兩句影響至深至遠的名句：「舉世皆
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屈原生
於硝烟彌漫的亂世，空負絕世才華和救世之
志，卻只能感嘆報國無門，在一次次的打擊
和流放中憂世、憂民。
本來二十多歲受到楚懷王的信任，做過左

徒和三閭大夫，地位顯赫，但受到舊貴族的
造謠中傷，便遭到流放。公元前292年，已
回到楚國的屈原，因不懈堅持「美政」的路
線，被放逐江南，他一生遭到楚懷王兩次放
逐。
楚國被秦國打敗後，楚懷王想聯齊，但這
時秦昭襄王繼位，邀懷王相會，表面說訂下
友好的盟約，屈原極力勸楚懷王不要去，但
楚王不聽，結果被押到咸陽軟禁。最終，公
元前278年楚國國都被攻破，國家崩塌了，
於是屈原絕望中走向汨羅江投江自盡。
公元前278年

壬 1）楚因楚國在南面，屬「丁」。
午 2）秦在西，屬金；金生水剋火，楚被滅

了。
丁己

最耀眼的歷史人物

沉溺於甜食、冷凍飲料
等，不要濫用你的消化系
統。

玩樂來勁得很，玩伴愈
多愈好，而且還是來者不
拒，小心玩物喪志。

夥伴能讓你工作發展無
往而不利，加上天生魅力
讓推銷事物毫無阻礙！

永遠在不自覺中散發無
限魅力的你，時尚加上你
就是迷人的小秘密。

事事要求平衡，但就偏
偏最容易感染寂寞孤單，
分享是你人生的座右銘。

迷人的笑容，與眾不同
的品味及特質，能令你成
為情場大贏家。

情場上絕不孤單，因此
易有情感糾紛，加上優柔
寡斷的個性，後果難堪。
不喜作決定，喜歡逃避

問題猶疑不決，所以朋友
對你是一個很重要的角
色。

伴侶處於戰戰兢兢的精
神狀態，長期累積下來，
容易有腸胃潰瘍的毛病。

風趣和幽默使人如沐
春風，懂得自我追求散發
熱情的特質更是迷人。

良好的記憶力，也適合
從事歷史研究與考證的工
作，大利工作運。

三分鐘熱度且善變，又
因為太愛玩，令人有種玩
世不恭、不可靠的感覺。

文：BENNY WONG塔羅星座塔羅星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