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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文，既然飛星方法不管用，那麼我們又應如何窺
探天律？仍然是河洛理數，只是應用方法及學理不同。
首先，我們十個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配12個地
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戍亥60個組合，每個元運
分三組，即1，2，3（上元運）4，5，6（中元運）7，
8，9（下元運），每組20年一個大運，合共180年一個
循環，現時正正大運至8運下元，五行屬「乙」木，由
於乙木剋「己」土，會影響個人的誠信，會不斷出現騙
案，而香港回歸後亦有「己」土之氣，因此用大小的相
對概念，中國內地幅員廣闊，自然是「戊」，強土之
氣，而香港就是中國的一部分，自然相對就是「己」土
之氣，由於「乙」運之降臨，自然出現乙剋己土，社會
撕裂，壁壘分明，黨同伐異！而戰國秦始王統一天下所
牽涉到的元運則是「丁」之運和「甲」3運的時勢，而
當時七國的國土形勢卻分別如下：
1）西陲最大的實力的國家就是秦國（屬金）
2）而韓就是

中間偏南、中原
中間的一部分就
是「己」土偏南
就是「火」即
丁，所以公元前
230年，秦國打
第一個國家就是
韓，即「庚午」
年，亦即無反抗
就投降，原因是

庚 丁剋庚就是以火煉金
而「己」土又生金，故完
全沒有反抗。

午
丁己韓

而趙則在公元前 228年，壬申
年，大運就是「丁」運，遭秦發兵
討伐，本來壬水通根於地支人元，
國力不凡，與秦難分勝負，但元運
「丁」壬合木，突然化木，所以秦
用反間計令趙殺大將李牧，於是金
剋木，趙終大敗，但合化力量不長久，於是趙並未滅
盡。
丁 合 壬（(趙）

申
庚 壬 戊（人元）
（秦）

當公元前225年，乙亥
年，遇到「甲」運，靠北
「壬」的中間即「己」，
受乙木打絕，故魏被滅。
乙
亥
壬甲
（北）
接公元前

223 年 ， 丁 丑
年，遇「甲」
運，秦就對楚用
兵，秦滅楚初時
用二十萬大軍討
伐，並不順利，
直至王翦再用六
十萬大軍，經過一年時間，消耗楚的士氣，丁楚生己
丁，並無大礙，但甲己合化大土，「丁」火就疲極了，
而秦「辛」金生「癸」水就能滅楚。

（楚） 丁→疲極
丑

甲→己癸辛（秦）

由於「時空」是「至大無外，至小無內」，從趨向微
觀的流年，至趨向宏觀的元運，20年一個的元運到百年
一個元運到300年一個元運……這就是我「悟」得的天
律，所以當時，戰國末到秦統一天下滅燕和趙的時候，
正正20年元運是「甲」，100年元運是「辛」，而300
年的元運是「癸」。若諸君不信我的元運的開悟，那就
從地點法去論述燕、齊的最終滅亡的原理︰
秦的所在地正

是庚和辛，故公
元前222年，戊
寅年，寅中藏甲
丙戊，戊通根人
元戊，物極戊土
自然打絕趙之餘氣→水。所以趙滅，而燕、齊，本身屬
乙木也被金打絕。而戊寅年，燕化進民族自尊強，令燕
行刺秦，可惜100年元運辛，加上位處西陲、地點紫氣
為庚辛，庚甲沖，乙辛沖，自然能滅燕及己卯年之卯乙
木齊國，最終被滅，秦統一天下了！

戊→剋絕水，即趙之殘餘力量
燕（乙） 寅

化進→甲丙戊（人元）
其實，動筆還是不動筆去寫這篇文章，確是東牆打西

牆，內心掙扎了很久，最終寫了。透露了天機，真不知
是好還是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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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水晶神秘而浪漫，是唯一紫
色系的寶石，其色澤由淺紫色到
深紫色各有不同。紫色的頻率對
應頂輪，有鎮定安神功效，清
純、細緻、綿密的能量讓人如沐
春風。
它象徵寧靜、安全，據說是
能夠帶來靈感和智慧，也代表了
真實、熱情、愛、受難以及希
望，凡心中不安者配之，紫水晶
將以慈悲與治癒力去除心中傷痕
而帶來安詳。情緒煩躁的時候，
不妨藉其力量來平和心緒。
紫水晶更可改善失眠，每夜入
睡前將紫水晶放於枕頭邊或佩
戴，可治療失眠，改善睡眠質
量。另外，紫水晶還象徵愛情，
並可增進人緣及異性緣，可幫助
愛情和事業的成功，因此常被當
作為定情之用，還代表了幸運。

紫晶靈性
紫水晶的能量很高，其能量相
對於七輪系統中的眉輪，所以紫

水晶不僅可以開發智慧、幫助思
考、集中念力、增加記憶能力，
並且可以增加腦細胞的活力及腦
袋的運轉，對於需要長時間動腦
的學生及上班族，紫水晶是不可
或缺的水晶寶石利器。
另外，紫水晶也是社交之石，

但這邊指的社交並不是像粉晶所
帶來的人緣，而是屬於內斂型的
由心而發吸引之緣，經常佩戴有
助於常遇貴人，增加機智，提高
直覺力與潛意識。
紫水晶在西方國家也代表

「愛的守護石」，能賦予情侶、
夫妻間深厚之愛、貞節、誠實及
勇氣。在希臘教義中，紫水晶是
豐饒之神——巴克斯（Bacchus）
神秘「性活力」的象徵，據說它
能將性愛之活力轉變為精神活
力，對於解決性愛問題及尋得適
合對象等也能發揮很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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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一統天下
天律窺探（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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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授之學生遍布世界各
地，亦得「導師中的導師」美譽。

Benny Wong

迷人的紫水晶

另一個和其他酒店餐廳一樣，就是做
外賣，當中Corner 18有兩個外賣套餐
非常不錯，如七百多元有四款沙律、意
大利雜菜湯、主菜、鮮果拼盤及意式芝
士餅甜品等，如頭盤巴馬火腿伴澳洲蜜
瓜、燒南瓜菲達芝士藜麥沙律、水牛芝
士番茄配意大利黑醋汁及凱撒沙律，主
菜炭燒美國肉眼扒 (8安士)、原隻燒春
雞配迷迭香燒汁、香煎鱸魚配香草檸檬
汁、意式扒
雜菜和燒薯
仔及野菌意
大利飯，很
適合中午買
回家開餐，
味道好，分
量夠，符合
經濟原則。

求餐飲不停擺 酒店外賣打折 龍蝦餐半價

炭燒龍蝦特別鮮味

近大半年香港酒店經營狀況非常艱難，能夠有機會做生意的都用盡

辦法吸引客人好等員工有工開，好讓員工有工開，就如「如心銅鑼灣

海景酒店」的Corner 18，二人限聚令下，暫時收起香港人極喜歡的自

助餐，改為推出套餐，最近便推出了「波士頓龍蝦套餐」，原價每位

HK$398，現在半價HK$199就吃得到，採用新鮮龍蝦來炭燒，鮮甜彈

牙之餘還多添一份炭燒香氣，如嫌半隻唔夠喉？可以加HK$80升級至

原隻龍蝦，滋味無窮。 文︰雨文 攝︰依江

這個波士頓龍蝦套餐，除了主菜炭燒波士頓龍蝦（半隻）外，還可配芝士意大利
飯或扁意粉，前菜可選紅菜頭菲達芝士香橙沙律、燒南瓜藜麥沙律或意大利雜

菜湯，再配主廚親自炮製的甜品Mille-feuille法式千層酥，使用法國牛油製造，千層酥
輕身鬆脆，每咬一口都送來「咔嚓」一聲，配以軟滑的custard，非常好吃。

Tang's Living Group 為在家
抗疫的大家推出一連串外賣自
取優惠低至半價，訂滿指定金
額更可享免費小食或免運費，
集團旗下9間餐廳遍布港九新
界，讓你在家或辦公室也可輕
鬆訂購心水菜式，享受多國滋
味佳餚。
例如，悅品酒店旗下3間The

Platter，外賣自取均享 6折優
惠，只需HK$58.8起就可品嚐
酒店級美饌包括美式豬肋骨配
燒烤醬、越式香茅豬扒飯及子
薑鰻魚炒飯等。而汀蘭居的
Bay's Kitchen & Bar推出外賣套

餐優惠8折，折後HK$142.2起
包含沙律、餐湯、主菜及甜
品，更額外提供10款外帶美食
精選，包括卡邦尼忌廉長通
粉、烤雞薄餅及法式烤雞 (半
隻) 等由HK$78起。
至於訂購旭逸酒店．荃灣

Eat@ease的外賣自取套餐可享7
折，套餐均奉送意式田園野菜
沙津配芝麻醬及是日餐湯，主
菜推介包括意式香草醬長通粉
配燒薯及肯亞法邊豆、韓式甜
辣醬芝麻烤雞腿配芝士焗蛋及
日式咖喱豚肉蛋包飯等，折後
低至HK$59.5。

為讓食客以優惠價錢安坐家中或
辦公室盡享即點即製國際佳餚，香
港沙田凱悅酒店的沙田18及咖啡
廳推出外賣自取7折及外賣送遞8
折優惠。在優惠期間，消費滿HK
$800或以上，更可享免費外賣送
遞服務。餐廳還提供多款精選自選
菜單和套餐，推出多款正宗粵菜及
咖啡廳多款高質國際美食。
例如，沙田18推出四款全日供

應的中式一人及二人套餐，包括多
款正宗東莞及北方菜式的前菜和主
菜，當中特別推薦中式二人套餐中
的明爐烤蜜汁叉燒和三杯汁芥蘭炒
牛肉，用以配絲苗白飯是開胃的美
食之選，另提供滋潤足料的老火
湯，為這頓傳統中式美食畫上句
號。另外，餐廳亦提供自選菜單，
精選多款馳名正宗粵菜供食客選
擇，多款前菜包括麻辣醬牛脆萵
筍、麻辣醬拌拍黃瓜等，適合夏季
消暑解膩。而精選主菜包括招牌鹹
蛋黃魚皮蝦球及雞樅菌醬葱燒鱈
魚，主廚何振雄師傅以廣東菜式黄
金蝦為創作靈感，用潮州炸魚皮跟
蝦球一併烹調，並加入鹹蛋黄醬，
創作鹹蛋黃魚皮蝦球，蝦肉爽甜，
叫人食慾大增。

外賣開餐經濟實惠

精選自選菜單和套餐

在家享多國滋味佳餚

■■外賣四人套餐外賣四人套餐

■■海鮮龍蝦連煲海鮮龍蝦連煲 ■■明太子雞翼餃子明太子雞翼餃子

■■波士頓龍蝦套餐中的前菜選擇波士頓龍蝦套餐中的前菜選擇

■■意大利雜菜湯意大利雜菜湯

■■炭燒波士頓龍炭燒波士頓龍
蝦蝦，，食客可選配食客可選配
意大利飯或扁意意大利飯或扁意
粉粉。。

■■主廚瞿淼親自推介主廚瞿淼親自推介
甜品法式千層酥甜品法式千層酥。。

■■招牌鹹蛋黃魚皮蝦球招牌鹹蛋黃魚皮蝦球

■■三杯汁芥蘭炒牛肉三杯汁芥蘭炒牛肉

■■明爐烤蜜汁叉燒明爐烤蜜汁叉燒

■■雞樅菌醬葱燒鱈魚雞樅菌醬葱燒鱈魚

這星期出現了塔的牌
子，代表了一些消息及突
如其來的生活改變呢！

女皇牌的出現，我相信
你這星期的財運都不用愁
了，開心些吧！

我見到魔鬼牌的出現，
正好給自己在這星期內作
出自我檢討，想想是否過
度縱慾了。

千萬不要因為一己之氣
而鬧事吧，因為愚者牌的
出現正好代表了事情的不
順及性格的反叛。

獅子座的朋友們，今個
星期裏我見到有位魔術師
的出現，令到你的生活變
得多姿多彩呢！

本身性格已經夠晒孤僻
的，現在還多隻忍士牌的
出現，真係好難想像你會
有幾我行我素了。

這星期抽到節制牌，預
料你們會因飲食失控而導
致體重回升些，愛美人士
小心小心！

命運之輪的出現往往會
為事情帶來新的轉變及變
化，不論如何都應該好好
準備。

本星期吊人牌的出現，
我預料你要特別注意腳部
的健康問題，不然苦了的
也是自己及身邊人。

星星這張牌帶希望與
光芒的信念，一如牌說如
你已有好好的理想，不妨
大膽行事，為理想打拚。

太陽牌出現在你哋這星
期的運程裏，一切與小朋
友及朋友聚會的都是你哋
運氣旺的原因。

留意你們的情緒問題，
因為這星期出現了影響情
緒的月亮牌，它會為你們
帶來不安及過敏！

文：BENNY WONG塔羅星座塔羅星座

而另一個九百多元（四位）的則是海龍皇豪華外賣套餐，
包括了原隻波士頓龍蝦、加拿大雪場蟹腳、凍熟蝦、青口、
海龍皇湯、凱撒沙律、明太子雞翼餃子、芝士意大利飯及意
式香草包，盛載龍蝦的還原煲奉上，保留龍蝦鮮味。

■■海龍皇豪華外賣套餐海龍皇豪華外賣套餐

■■前菜、湯及飯■■四款沙律四款沙律 ■■四款主菜四款主菜

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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