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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曆新年將至
風水扭轉乾坤
新

的一年辛丑之牛年立春會
在 2 月 3 日 晚 上 10:58 分
亥時，以廿四節氣的計法，就已
經不再是鼠年，然後到 2 月 12
日才到大年初一。
    天山本妍
此代表牛年是欠缺立春的盲年，再加上
2/12/21 數目翻來覆去，像徘徊不前，意味着
去年的翻騰將會重現，手尾長長，所以如想
否極泰來，必須要在立春之前，未雨綢繆地
修整生活方式、改善家居風水及設立一套可
安撫心靈的法則。
曙光在辛丑年開始明亮的過程中，能領
先重建前程的人，必須臨危不亂、擁有堅強
的信念、平靜的心靈及明確的策略。在庚子
鼠年巨變還原之中，仍能欣然接受是上天迫
使人類能返璞歸真、反省自己靈性的考驗，
然後繼續守住初心，醒悟到活着最珍貴的是
什麼，再配合風水的奧秘，康莊大道就會在
你的前方。
一年之計在於春，適者生存，智勇者積
極，所以今年立春之前，最好脫胎換骨地運
用風水、環境心理學及磁場學，去瀉掉將過
去的庚子年之負能量，因為守株待兔很難絕
處逢生。

調動床褥，改變磁場
基於鼠年大環境令人心煩意亂，不論你是
否有權勢財力或平民百姓，都一樣積累了很多
迷惘的負能量，令到你的近身物件尤如床褥、
被套、毛巾及睡衣都帶有晦氣，所以最好在立
春之前，就把床褥翻一下，然後緊記日後切不
可以在床上休息的時候，讓新聞時事、責任、
工作或財政有關的事情在腦中打滾。長命功夫
長命做，那些問題明天早上仍會等着你去處
理，不要讓它們侵略你寶貴的休息回氣時間，
妨礙提高免疫系統功能的時段。

更換床具，怡情養性
如 果 不 能 戰 勝 心 魔， 最 好 就 聽 提 早 在
手機下載好，可安撫心靈的課程或柔和之音
樂。因為相由心生，命由心造，急也無補於
事。本人精選的潛意識安神音樂（Subliminal
Soothing Music ），是由 Steven Halpern 製
作的 「熟睡」SLEEP SOUNDLY , 因為它可
把腦電波及呼吸緩和下來，幫忙入睡。
當然亦要切記，盡量不要在床上還玩着
手機，因為電磁場會刺激腦部神經，那樣屬
於「火」的氣場留在空間，就會令人難以入
睡及熟睡。
躺在床上看電視的習慣，亦會做成電波
干擾，影響睡眠質素，真的要做都最好時間
不要多過 15 分鐘。

為求能養精蓄銳，建議大家在立春之前
最好換一套新的床具用品，基於 2021 辛丑
牛年五行的天干是辛屬金，地支是丑屬土，
從五行的角度天干合地支的關係相生，牛本
來是食草養命，所以從風水的角度上，新的
床單被套最好如附圖是柔和之翠綠色，帶有
一點花草或樹葉的圖案，製造沐浴在大自然
正能量的感覺，可以調理身心，此組合可迎
接你走入安樂窩裏，幫忙睡眠質素。
與此同時，如果亦能把窗簾換同一個色
調，就更能製造一個去舊迎新的感覺，準備
一個更有力的新開始去再戰江湖。
溫馨提示，最理想的窗簾是日頭把它打
開時，陽光可以入屋但有不犧牲失去私隱的
感覺。Hunter Douglas 牌子有一些選擇是可

以把窗簾的上層放下來，上邊可以吸取陽光而下
方就有窗簾擋着免得給人看通自己的房子。在風
水的角度上，陽光及空氣入不了房子，就等於毛
孔閉塞陽氣不足，氣場就會低沉影響腦筋及身體
呆滯，在疫情期困在家裏時間很長，而又缺乏氣
場流通，容易造成心理病的問題。

睡衣更新，配合天時
雖然過去一年，大多數人都經過了脫胎換骨地
擺脫「商品拜物教」的壞習慣，但今年最好還是買
一套新的睡衣去迎接新年，而採用的顏色應該是柔
和的米色或其他比較清淡感覺為宜。因為如果顏色
或花紋太強烈，它的「陽氣」和晚上屬於陰的時候
就造成水火相沖的抵觸，尤其今次的立春天干地支
四柱的日元位是水火相沖的壬（水）午（火），如能
巧妙地運用陰陽五行平衡的智慧，就能幫助安神。

更換毛巾，提神醒腦
一日之計在於晨，毛巾是每天起床就開始動
用的必需品，心理學已證實了顏色可以影響一個人
的心境，為求新的一年一起床就能有一個清新和輕
鬆的感覺，辛丑年最好採用的毛巾顏色是淺綠、淺
灰及米色的組合，這樣就能柔和地喚醒腦部神經，
準備配合新的生活方式去強化自己的身心。

早上喚醒，元氣動力
立春開始，最好養成一個習慣，早上起來抽出
幾分鐘做拉筋運動或其它體操，去喚醒自己的元氣。
如果能配合到是在五行屬火的巳及午時（9-11），就

更能提升好好地活着的推動力。對於仍要上班的一
族，亦最好在這段時間抽出 3 分鐘去做活化筋骨的
運動，憑積極的心態去珍惜生命，時機成熟時，就
能有靈活的頭腦及重建的體魄去實現夢想。
如在陽氣充足的時辰運動或散步，吸取的陽光
能補充維他命 D，對於強身的作用會事半功倍。尤
其在疫情中，大多數人逗留在家中的時間可能實在
是太多了，不養成一個出去走走活化一下的習慣，很
容易就令人變成憂鬱、身體退化及免疫系統轉差。
所以新的一年開始一個新的生活方式，是明智的選
擇。

風水吉位，提升能量
成功是要靠天時地利及人和，養生提氣在辛
丑年如能配合吉利的南方， 在家中南邊的位置或
向着南邊做運動就更能有助效果。因為五行的計
法，南方主「火」陽氣較強，尤其這個流年風水
的飛星位此屬於「一白」的「貪狼星」主感情、
人緣、文昌及財運，所以如果日間做事、思維、
禱告或運動在這個方位，就能為家宅提升動力。
與此同時，如能在二月三日之前在這個方位種
植花朵至明年的立春，顏色是粉紅有助養活人緣及
生命力。此個方位適合和人溝通譬如打電話聯絡
感情，和知己互相鼓勵渡過波濤洶湧的年代。因為
大勢崎嶇，談話的內容很容易提及負面的話題，因
此建議在這裏溝通的時刻，點上紅蠟燭來化掉負
能量。為了可以趨吉避凶，在這裏用喜馬拉雅山鹽
燈，長期開着當是長明燈，亦可以幫忙淨化空氣。為
免腦筋退化，最好在這裏玩一些可以鍛鍊記憶的遊
戲。

晚上準備睡覺之前，如果能在這個地方點上
紅蠟燭，聽聽怡情的音樂或安撫心靈的課程，懂
得放下及接受現實，明白雖然此際的共業爆發期
人類很辛苦，但在人類歷史無數次的災難之中，
現在大多數人豈碼都能夠有瓦遮頭，手機在手，
已經是比上不足比下有如的了。留得青山在，哪
怕沒柴燒，千萬不要怨天尤人及氣餒去自毁前
程。

信仰扶持，重建有望
在家宅的南邊擺設一些代表靈性修為的物件，
亦能提醒自己人在做天在看，千萬要守得住自己的
心態才守得住原氣。因為在玄學及心理學的角度上，
信仰可以幫助人在亂世之中找到踏實，否則心情漂
泊很容易沉淪及迷失方向，回頭已是百年身。
現今互聯網上能找到很多靈性修為方面的資
料可以幫忙治療心態。活着就要學識感恩和正確的
人生觀。所以本人常常鼓勵大家每天起床和作息之
前，都應默想我們能夠感恩的人及事，發出和天地
神靈連接的訊號，才能得到祂們的眷顧，無神論的
人在現今還原期的巨變中，缺乏信念就很難絕處逢
生。
愛心提示，我所建議的靈性及信仰之修行，
是信舉頭三尺有神靈，並非一定是太注重形式的
宗教才能和上天接上線。因為只靠求神拜佛去企
望疫情的苦難期之中不影響到自己，基本是不可
能的，同時或靠風水去浪費金錢買一些所謂的風
水物，擺到家居烏蠅脹氣的迷信物件亦是改不了
大勢局限的。

上年開始更證實了我父親天山居士及我這幾
十年，為何一直反對人們太依靠生肖論的書籍，
每年花費金錢去買層出不窮，倒模出來的迷信物
件是起不了大作用的，因為一命二運三風水，四
積陰德五讀書，以我們多年的經驗，肯定了有五
輪八德修來正氣的人，很多時候能幫助到自己，
家人及子孫逢凶化吉。篤信外在的東西尤如宗教
人物或政府黨派去打救自己，己經過時了！
既來之則安之，就把這段日子當成是享受
半退休或者全退休的生活，反正之前大部分人
都太沉迷物質生活，以為世界正常運行是理所當
然的，沒有好好珍惜生命，更懶於參與保衛民主
制度社會安定，才造成今天一發不可收拾的爛攤
子，現在天理循環，當政商界「大人物」承受因
果報應的時候，我們就當是看真人騷的代價吧。

辛丑大勢，家中作樂
立春四柱的日元組合，天干地支水火相沖，
所以政局紛爭敵對，互相攻擊將會持續，太平盛
世時一切的社交娛樂、飲食模式仍未可以復原，
所以大家要精心選擇一些能幫助强化記憶的遊
戲，和找一些可和家人一起娛樂及聯絡感情的事
情，免得腦根退化，生活枯燥乏味。

清洗能量，素食運動
此後瘟疫時代的辛丑年，中國古代的地母經
預言「六畜瘴逡巡」提示了今年輪到馬牛羊豬狗

雞有可能會遇上大瘟疫，不管到時會否應驗，其
實大家困在家中欠缺運動量，所以素食或減少食
葷是能清減腸胃的負荷。在玄學的角度上，今年
太歲冲牛，不把它吃落肚，可減少負能量積在五
臟六腑之中，或者考慮起碼在初一和十五都避開
食葷，作為清洗磁場及靈修的日子去養身及修點
運氣回來。同時在醫學上，已證實了減少食糖亦
能減少身體及腦部的負擔，身體氣場流通有助修
到貴人財氣回來。
基於時下的治安問題，想在安全的情形下跑
步或運動出一身汗，亦未必每個人都有這個生活
環境做得到，那麼我就建議一個快速出汗及打通
經脈的運動，就是在網上買個可以隨時裝含的迷
你跳彈床 (Mini Trampoline) ，在上面跑步或做
體操，但切記是要往下壓，而並非往上邊跳動，
那反壓力除了可以訓練肌肉，還可以令你一兩分
鐘就開始出汗，再過多幾分鐘就能感覺到五臟六
腑亦產生了一陣暖流，沖走體內的晦氣，非常快
速及有效地瀉走身心的累贅感，氣場暢通頭腦才
能靈活，身心愉快。互聯網可以搜索到，怎麼好
好運用這個彈床做運動減肥，一舉多得。

需要拉上補下的，最緊要是此刻不要絕望及氣餒。
在玄學的角度上如果 2 月 3 日立春時辰之
前，可以用天然的海鹽浸浴，由頭浸到落腳或用
鹽水由頭冲洗到脚，亦可幫忙瀉去積累的負能
量，然後在亥時（晚上 9 － 11）的尾聲，安排
聽柔和的音樂及靈修之課程後，然後在 10:58 分
之前向着南邊的方向或窗户之外的天，誠心向天
禱告到辛丑年開始了一段時間，覺得心靈已平靜
一點，通過用誠心打動上天憐憫，憑着感恩及謙
卑的心態種下新的一年之正能量，總好過被動地
隨波逐流毫無對策。
之後就保持心境平靜解除雜念上床睡覺，2
月 4 日起床後，就採用以上的建議，開始新的生
活方式去養氣修運，此方程式一直保持到過了農
曆年初一及之後，你起步就會更建全。最後的溫
馨提示，立春開始到過了大年初一，這段時間最
好選擇正能量的人才有所交往，這可避開用心修
來的正能量受到干擾，因為初生之氣就等於剛發
芽的種子，需要特別保護才能堅固下來，皆因近
朱者赤近墨者黑，智者自保法必須明確，才能在
複雜刺激的辛丑年仍可否極泰來。

明心見性，重建有力
能懂得發掘智慧，在萬變中亦能以平常心對
待，安慰自己及親友，另外鍛鍊自己的身體、整頓
財政及遺產事宜，當機會再來的時候，你就能集中
精神捷足先登掌握到機會，走在別人的前面。 一
世人流流長，明白在增長財富的過程中，有時候是

天 山 本 妍 (Master Pun-Yin) 傳
承了父親天山居士的玄學根基，
90 年初開始己被紐約市長朱利安
尼、地產商川普、紐約市長彭博
等等邀請她两父女，通過風水及
舉世矚目的開光儀式，幫時代廣
場、哥倫布圓環及時代華納中心
的顯赫之紐約地標，開創了風水
成功打入了國際市場的偉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