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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城海鮮酒家再度被
Houston Press 評為 2015 

& 2016 最佳中餐館獎
為迎接農曆春節及 Super Bowl 期間，

隆重推出春節酒席及新年發財小菜

羅醫生在休士頓十年（2009 年開業至今）
的行醫過程中，不知凡幾，但羅醫生認為行醫
濟世救人是他的本份。

藝術家性格，歌喉出眾
熟悉羅醫師的人，不論年齡大小，都喊他

一聲「 華哥 」！華哥在休士頓除了是品酒的
高手，他的歌喉更馳名加拿大，美國，除了曾
經是國慶節被請上加拿大電視台高歌外，休士
頓的大小集會，也常聽到他令人驚艷的歌聲。
性情中人的他，雅愛音樂，藝術，是大家的好
朋友，也因為他的隨和，不做作，每個與他相
處過的人，都難抵他性格的魅力，令他知交滿
天下。

生命無常，失去健康失去一切
我們周遭常見的實例如：2010 年搖滾樂明

星麥克• 傑克森一生精彩，卻英年不敵病魔，
2011 年美國蘋果電腦的創始人賈伯斯，以 55 
歲之英年，死於胰腺癌。他們打拼一生，遺下
數十億甚至數百億美金的遺產，自己卻無法分
享分毫，還有許許多多我們周遭閃亮發光的人
物，一場中風，或心肌梗塞，人生由彩色變為
黑白，迎接他們的是漫長的復健歷程，令人遺
憾。

平日的保養，勝過日後的延醫治療
「跌打足療中心 」 的負責人羅榮華醫師，

強調平日的全身保養，勝過日後的延醫治療。
他說： 現代人工作壓力大，尤其是上班人士，

（本報記者秦鴻鈞）服務休斯頓 29 年，「 
鳳城海鮮酒家 」的東主馮海先生，以不斷推
陳出新，創意鑽研的精神，使他的著名港式粵
菜，獨步休市，不僅在海內外的華人間享有盛
名，在美國的主流社區，也成為他們認識中國
美食，品嚐中國點心的殿堂。每至周末時間，
鳳城門口的停車位，總是一位難求。即便在門
口大排長龍，這些食客們也開心雀躍，因為在
裡面等著他的正是他們夢迴多時的鳳城美食。

「 鳳城 」 為迎接即將來臨的春節，推出
春節酒席（ A ) 及（ B ) 兩種，每一道菜都配
上吉祥喜氣的「好意頭 」 的代表詞。如「 春
節酒席 」（A ) 包括：年年有餘（ 菊花鱸魚羮 
），人人蜜運（ 雀巢蜜桃蝦球 ），萬事勝意
（ 生菜蠔豉鬆 ），富甲天下（ 北京烤鴨 ），
金枝玉葉（ 蟹肉扒豆苗），喜氣洋洋（鐵板
牛柳 ），大吉大利（ 清蒸龍利），黄金滿屋（ 
揚州炒飯），甜甜蜜蜜（ 賀年糕點 ）。「 春
節酒席」（B ) 包括： 滿堂吉慶（四式冷盤），
喜鵲報喜（茶壺竹絲鷄靈芝湯 ），富甲天下（ 
北京烤鴨），萬事勝意（生菜蠔豉鬆 ），包
你有餘（ 鮑魚片白菜苗 ），金枝玉葉（蟹肉
扒豆苗 ），龍馬精神（薑蔥焗雙龍蝦 ），大
吉大利（ 清蒸龍利），黄金滿屋（ 揚州炒飯 
），甜甜蜜蜜（賀年糕點 ）。

「 鳳城 」 還為春節推出「發財鮑魚盤
菜」，用鮑魚，花膠，瑤柱，海參等名貴食材
20 種精製而成，每份足夠 五人食用，歡迎預
定。另外，「鳳城」也推出新年發財小菜，陪
您過年，每道菜皆有一吉祥名，如： 風生水起（ 
撈起），發財好市（ 髮菜蠔豉 ），富甲天下（北
京鴨），萬事勝意（ 生菜蠔豉鬆 ），鴻運當
頭（ 蒜子魚頭煲 ），包羅萬象（ 日式響螺貴
妃鷄 ），金磚玉砌（ 玉子豆腐 ），金銀滿載（ 
粟米魚肚羮 ），嘻哈大笑（ 椒鹽大蝦 ），玉
龍賀歲（ 鳳城玉龍卷 ），年年有餘（ 湖南斑
塊 ），喜氣洋洋（ 枝竹羊腩煲 ），一本萬利（ 
清蒸龍利 ），龍馬精神（薑蔥龍蝦）。

「鳳城」有豪華禮堂，最大的可擺酒六十
桌，還有多間 VIP 房可供預定年節酒席。「 
鳳城海鮮酒家」的地址：7320 S. W. FWY #115, 
Houston  , TX 77074, 訂 座 電 話：（ 713 ）
779- 2288

睡眠品質不好，有的人即使好好睡上一覺，也
無法消除累積多日的勞乏。這時，就要找「跌
打足療中心 」的足療師，按摩師，把你個人
的情況對按摩師說一說，他們能針對不同人的
情況，單獨針對他的毛病作按摩，治療。效果
極其顯著。他們對您的建議是： 每周作足療
二至三次，從泡腳開始，由可活血，消毒，活
絡神經，泡在溫熱水中，使您全身放鬆，再「 
摳經點穴」，對您腳底的各反射區，進行按摩
推拿，作完後神清氣爽，有用不完的精力，全
身疲累全消，只有深諳個中三昧者，知道「 
足療 」 對身體的好處，簡直比吃了「 大補丸 
」 更有效力。

從 2009 年開業至今，「 跌打足療中心 」 
一直讓任何人都能負擔的價格，一百元六次，
一百五十元十次的平價，優惠各界，希望以足
療保健，調理我們因工作勞損的身心。

廣東四大名醫李廣海傳人，醫術超群
「 跌打足療中心」 由全美註冊針灸師，

德州註冊脊椎醫師聯合主診，由廣東四大名醫
李廣海傳人羅榮華醫師坐診。

羅榮華醫師，從小就精通醫術，小學還沒
畢業，就通曉二百多種藥草，63 年去農村，
去哥哥的農場拜師學習，他又在 67 年開始學
武術，跟了好幾位師父，其中一位即為廣東四
大名醫李廣海。

擅長中醫外科的羅榮華醫師，多年來一直
都在行醫，從加拿大到美國，他專精跌打背、
腰、腿扭傷、脊椎病、肩肘炎、腰腿痛、關節
痛、手腳痛、麻木及坐骨神經痛等等，多年來
休市許多名人，盤骨，脊椎移位或五十肩，都
被羅醫師治好了。

談到「 跌打足療中心 」 的「足療」，羅
醫師認為：足療的好處，在於「 內病外治 」，
調理五臟六腑，由按摩的手法，在反應區作各
種配合，可治頭疼、失眠、氣喘、消化不良、
糖尿病、腰痛、生理不順、腹瀉、便秘……等
數十種病症，但也有禁忌，如懷孕婦女、女性
經期來、剛動過手術或中風、半身不隨者不
宜。

「 跌打足療中心 」 位於中國城的中心點
上，百利大道與 Ranchester 的交口， 惠康超
市南側，「 茶典子 」 隔壁。該中心內部寬敞，
有腳底按摩房，也有分開的全身指壓房，該
「 跌打足療中心 」 每周開七天，從上午十時
至晚間十一時，地址：9198 Bellaire Blvd. # C, 
Houston,TX 77036, 電話：（713）272- 8838

圖為「鳳城海鮮酒家」東主馮海先生（右），與「 美南
報業傳媒集團董事長李蔚華先生（左），與來自紐約的
齊飛龍大師（中）合影於「 鳳城超級盛宴」上。（記者
秦鴻鈞攝）

圖為「鳳城海鮮酒家」專為過年推出的「發財鮑魚盤
菜」。

圖為「鳳城」獨家新推出的「乾宮保龍蝦」。
（記者秦鴻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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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豬報喜

守家誇玉犬 致富贊金豬

6918 Corporate Dr., #A5 Houston TX 77036 │ 713-988-1668 │ kenneth.li@swrealtygroup.com

Kenneth Li 李雄
2011 National 
Chairman 
of Asian 
Real Estat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西南區管委會主席

德州地產董事長 President, Southwest Realty Group

暨全體員工
敬賀

休士頓市長國際事務顧問

2011年全美亞裔地產協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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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事如意
旅游平安

有關參加詳細，請掃此二維碼。

每張獎品卡10元面值·可兌換自己喜歡的禮物,
如： 惠康超市·用餐·購物...等。



35352019春節特刊

2019 佛光山中美寺新春活動 

 

好事平安米 
 

新春平安燈 
 

點光明燈 
 

禮千佛 

日期 活動類別 時間 備註 

2/4 (一) 除夕 延生普佛/上年香 9:00 PM ~ 11:00 PM 開放到 11:00 PM 

2/5 (二) 年初一 上香祈福 11:30 AM 2/5 ~ 2/10 開放時間 

10:00 AM ~ 7:00 PM 2/10 (日) 新春禮千佛 10:30 AM 

2/17(日) 上燈法會 10:30 AM  

 

 

• 2/5 ~ 2/10 新春期間，午餐小吃義賣 11:30 AM ~ 2:30 PM 

• 12550 Jebbia Lane, Stafford  TX 77477  Tel:281-495-3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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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德州分會全體志工恭祝大家

日日祥和、事事如意、歲歲平安！

感
恩
尊
重
生
命
愛

和
敬
無
諍
共
福
緣

佛教慈濟基金會美國德州分會
Buddhist Tzu Chi Foundation, Southern Region

6200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Tel: 713-270-9988 Fax: 713-981-9008

ZZ877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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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2019己亥年，太歲亥豬為生肖鼠的劫財，運勢差
強人意，屬於12生肖的中等偏下運勢生肖。劫財意味
著爭奪，故今年生肖鼠的財運、事業及戀愛婚姻都會
受到負面影響。此外生肖鼠內藏乾癸水，流年太歲天
干為己土，是癸水的七殺星，這一年生肖鼠容易有小
人、官非、壓制等不利之事，尤其對生肖鼠的女性而
言，這一年可能會遇人不淑，交友時要多加注意，防
誤交損友。事業方面，求穩為宜，不宜有太大的投資

及變動。生肖鼠今年也並非沒有好運勢，“四綠”星
飛臨，學業、考試、進修、名譽及文職工作運勢旺，
再加上“天乙貴人” 入命，對於潤滑人際關係大有幫
助。

總之，今年生肖鼠萬事均宜保守忍耐為上，無論
在家庭生活中還是在事業拼搏中，都應避免與家人或
同事發生爭執，以平常心對待一切矛盾。只要你能獨
立自主，積極妥善應對挑戰，亦會有貴人暗中扶持，
同時也有機會讓你的人生出現質的飛躍。

今年生肖鼠遇到天乙貴人，是命理神煞中最吉之
神。天乙者，其神最尊貴，所至之處，一切凶煞隱然
而避。而太陽吉星入主田宅宮，利於購置房產增加財
富。故今年生肖鼠只要好好發揮自己的才華和潛能，
抓住機遇，就易得貴人賞識，會對事業財富有很大的
幫助。

生肖鼠內藏有癸水，流年太歲天干為己土，是癸
水的七殺星，所以容易遭受小人陷害。 而受 “劫煞
”凶星的影響，屬鼠人今年還需注意被好友失財錢財
，盡量避免錢財外借或做擔保，與人合作也要防患於
未然。“天空”則意味著某些決策或想法不切實際，
最終空忙一場。

鼠

丑 生肖牛度過了與太歲相刑的戊戌年
，進入2019己亥年，屬牛人全年運勢顯
著回升，可謂瑞氣盈門，吉慶滿堂，宏

圖大展。財運事業桃花皆得意，為12生肖中最吉排名
第2位。己亥年，太歲為生肖牛的財星，在事業和工
作上會得到強有力的發展機會，大有求名得名、求利
得利的意象。今年會有貴人提拔，地位顯著提升進步
的機會，只要好好把握，一定會對自己的事業工作產
生很大的助力。從商者今年也容易在本行業做出聲名
，從而收穫不錯的回報。今年也是屬牛人桃花旺盛的
一年，單身人士有望覓得一段穩定的美好姻緣，關係

成熟者也有締結婚姻的機會。
不過在春風得意之際，不可忽視負面因素的影響

。太歲五行為水，生肖牛五行為土，有克制太歲的意
向，再加上“二黑”“喪門”等凶星影響，這預示著
生肖牛承受的壓力和變動都比較大，須特別注意身體
健康及出入安全，如果想要取得成績，仍需要付出巨
大的努力。

總而言之，今年機緣有很多，尤其是難得的大好
求財機會，一定要好好把握，借勢發展，在忙忙碌碌
的工作中提升自己的價值也是很美好的事。在社交中
要多親近和自己投緣的人，遠離那些與自己不對付的
人。要謹記避免鋒芒太露，顧及合作相處之道，不要
摻合無謂的爭端，如此才可以在事業上更進一步。

今年生肖牛缺乏吉星，但幸而太歲為生肖牛的財
星，故使得本年生肖牛財富運勢佳，同時獲得貴人青
睞，故今年只要生肖牛人士能夠腳踏實地地辛苦付出
，在太歲幫扶的作用下依然是可大展宏圖的一年。

“二黑”又為病符星，與五黃廉貞星並列為最凶
星之一，一切最為凶險之事均臨門生禍。“喪門”則
提醒生肖牛要留意家中長輩的健康，盡量避免參加探
病問喪之事，以免吸收負能量而降低運勢。

牛

寅 進入 2019 己亥年，豬為亥水，虎為
寅木，生肖屬虎的朋友今年得太歲五行相

生，又與太歲相合，整年可以說得上是春風得意、一
片祥和。工作上會有很多合作的機會和發展上升的空
間，今年生肖虎人緣極佳，適合廣結善緣、積極拓展
人際脈絡，為今後事業進一步騰飛打下好基礎。尤其
是適宜尋找女性貴人幫助，因為太陰吉星流年照命，
說明今年提攜你的很可能是女上司。感情方面得益於
太歲相合，進入2019年後屬虎人會有不錯的感情運，
單身屬虎男女異性緣佳，一定要通過各種方式多與異
性接觸，把握今年的機遇，特別是不要錯過親友給你

的牽線介紹。另一方面，今年生肖虎無明顯的偏財
運，所以建議勤奮踏實，穩紮穩打，切勿投機取巧
，妄圖以小博大。總體來說，運勢在今年的12生肖
中排在好運生肖第4位。

不過，今年己亥太歲見甲己暗合，再加上二黑
病符星臨宮，生肖虎要預防疾病，需特別注意養生
保健；而亡神、貫索等小人星飛臨，處理小人是非
是今年的必修課，不容忽視。

“太陰”吉星代表今年生肖虎女性貴人較多，
能得女性長輩指點幫扶，或是得到女性上司的欣賞

而委以重任，今年從事與女性相關的行業的屬虎人會
有不錯的收益。屬虎男士今年的感情運勢順利，來到
適婚年齡的單身生肖虎人士切莫錯失良機。同時因
“歲合”相助，生肖虎遇到困境時如能虛心請教或者
求助他人，往往能逢凶化吉。

“亡神”主心神不安、生非起禍、事非及牢獄之
災。“貫索”表示生肖虎這一年容易因口舌紛爭引發
官司，須理智行事，遠離是非；“二黑” 則提示生肖
虎今年須留意家中親人長輩之身體健康，出行務必注
意安全。

虎

卯
2019己亥年，生肖兔與太歲互為三合貴人，運勢

持續上升，運勢排在12生肖中好運第1位。無論在合
作、財運，還是婚姻家庭方面，都比往年要順心如意
。同時，太歲亥水為卯木之印星，今年生肖兔學業事
業運興旺，是積極努力，可事半功倍的年份。又有
“將星”飛臨，祿運暢通，利於升職加薪、工作順利
，同時易得異性垂青，桃花運大旺，單身人士宜把握
。

但順心的同時，今年太歲生卯木，五行木過旺，

導致流年吉中出現小凶。木剋土，意味著生肖兔這一
年的事業心重，要多休養生息，避免疾病纏身；而
“五鬼、官符”等凶星入命，生肖兔常感做事阻滯重
重，進度緩慢，意外損傷及病痛增多，同時容易因為
說錯話而招惹是非官非。建議佩戴相應開光吉祥物，
積極化凶解厄。

總之，今年是生肖兔的機遇之年，故只要你能順
勢而為，積極妥善應對挑戰，客觀冷靜處事，借助貴
人幫扶，你的人生會迎來質的飛躍。

生肖兔本身與流年亥豬互為“三合貴人”，故使
得本年運勢大體得以穩定，事業、財運、感情都處在
上升的階段。又遇到“將星”，可獲得貴人幫扶，難
中有救，在太歲幫扶的作用下會是收益頗豐的一年。

“五鬼” 主破財、人口不安、疾病、死亡。生肖
兔的朋友今年健康狀況堪憂，身心皆不通暢，嚴重者
則有飛來橫禍及血光之災。“官符”星主訴訟、口舌
、刑杖、破財，生肖兔很容易會因為說話不得體而招
來是非纏身，需要花錢消災或受到刑罰處分。故今年
生肖兔須處處謹慎，注意養生保健。

兔

辰 2018年生肖龍衝犯太歲，運勢混亂低
落，進入 2019 己亥年，全年運勢顯著回

升，綜合運勢排在好運生肖第3位。太歲亥水為其財
星，對於生肖龍的財運將會有很好的助力作用，且也
具有助旺事業的意象。因此，今年生肖龍只要好好發
揮自己的才華和潛能，積極努力，銳意進取，工作上
會取得不俗的表現。同時，辰又為水庫，財星入庫，
經商者的事業發展也頗為理想，只要多加用心，誠信
為本，有望取得不錯的成績。感情上，紅鸞桃花星入
命，可謂喜氣盈門，對於單身者來講是大喜之年，有

望覓得心儀的另一半，關係成熟者也有喜結良緣的機
會。但已婚者不論男女，要提防“紅鸞”的負面影響
，與異性交往注意把握分寸，以防陷入三角關係。

因流年天干為生肖龍的劫財星，本年合作相關事
宜慎重，又遇七赤入宮，防小人帶來的口舌事非。健
康上受到死符煞星入命，今年需非常注意陳年舊疾捲
土重來，同時也要注意多年的積怨或潛在的危機突然
爆發。

“月德”星是人見人愛的貴人星，它可以為生肖
龍帶來融洽的人際關係，只要好好把握，會有助於事
業發展，同時也能幫你解決困難，逢凶化吉。特別對
於經常與他人打交道的職業人士，更為有利。“紅鸞
”星入命，桃花運增強，異性緣旺，未婚者婚姻可成
，已婚者注意提防家庭風波。

“死符”星飛入本宮，屬龍人今年需非常注意舊
疾復發或病痛糾纏不休，同時也要注意多年的積怨或
潛在的危機突然爆發；“七赤”星代表口舌事非特別
是因女性而引起的麻煩。“小耗”則主小損傷或小損
財，導致財來財去。

龍

巳
進入 2019 己亥年，生肖蛇運勢十分堪憂。適逢

“巳亥”相衝，為衝太歲。俗話說：“ 太歲不可沖，
衝者必有禍 ”，又遇到大耗、闌干，命書曰：“大耗
耗財又生災，官訟牢獄災非來。錢財不利防賊盜，還
要提防意外災”。故這一年，生肖蛇受衝太歲影響，
在生活、工作、心理、健康等方面不大如意，變動較
多，輕者有波動，重者受損害，可謂是勞心勞力，卻
往往事倍功半，同時還伴有諸多是非與突發事故。

太歲亥水為官星，對屬蛇的公職朋友來講，本年
宜小心穩健，與領導同事相處需宜謹言慎行、多做少
說。已婚者則要防止家庭感情失和，凡事多忍讓；未
婚者在衝犯太歲如此嚴重的流年要注意預防感情生變

，多留時間與伴侶相處，不要把工作中的壞情緒發洩
在對方身上。

雖說生肖蛇今年的總體運勢排在12生肖的最末，
但並不意味所有屬蛇人都是霉運透頂。所謂物極必反
，不沖不發，奮發向上的生肖蛇也能將運勢大逆轉，
獲得好運氣的青睞。俗話說“福禍相倚”，今年“驛
馬”入宮，走動和向外發展的機會多。這一年也是屬
蛇人積極變革，銳意進取的大好時機，若能光明正直
，積極迎接挑戰，並藉助化煞轉運的開光吉祥物趨吉
避凶，依然大有可為。

生肖蛇今年沖克太歲，再加上吉星黯淡，著實令
人頭疼。好在有“驛馬”星入宮。驛馬主變動、走動
、遠行、出遠門，預示著今年生肖蛇工作方面將會有
較多外出、向外發展的機會，建議積極把握住向外拓
展的機會，在人脈、視野等諸多方面，為日後運勢好
轉時打下好基礎。

生肖蛇今年有“大耗”、“闌干”等數顆凶星飛
臨。“大耗”星入命，主損耗破敗，為暗耗，破耗力
很強。有云：“歲破兼闌干，遇此大不安。錢財損耗
、小人針對、家庭矛盾、疾病纏身、安全意外等大大
小小的不吉之事都將會圍繞在生肖蛇周圍。

蛇

20192019己亥豬己亥豬年運勢年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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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己亥年，是生肖豬的本命年，屬“值太歲”

、“刑太歲”。“值太歲”又稱為“坐太歲”，指本
命地支與流年地支相同，冒犯了流年地支，所謂“太
歲當頭坐，無喜必有禍”，今年生肖豬的朋友將會迎
來動盪多變的一年。運勢在12生肖當中屬最凶的犯太
歲生肖之一。

事業方面受流年天干七殺的影響，進展緩慢，常
常“出力不討好”，付出的多收穫的少，這一年屬豬
人士將會較往年有更多的想法，但卻常常因客觀、主
觀的因素無法實現，這也會讓你鬱悶不已。但“八座
”星的出現也提示你，若工作中遇到大事或難事，找

同事下屬幫忙十分湊效。財運方面，賺的不多花的不
少，因此不適宜投資，經商的人不宜增大投入，稍見
收益時更要小心謹慎，錢財避免露白，以免招來紅眼
，破損財富更添煩憂。健康方面，意外損傷及病痛增
多，同時也會感覺人際關係變差，且口舌是非多了許
多。感情方面，單身人士有機遇也有煩惱，需要抓住
正桃花，避開爛桃花。當然，這並不意味著生肖豬今
年有凶無吉，數顆吉星雪中送炭，如果可以樂觀奮鬥
，積極妥善應對挑戰，亦會有貴人暗中扶持，同時也
有機會讓你的人生出現質的飛躍。若情感婚姻道路上
存在危機的屬豬朋友，今年因有“解神”相助，只要
態度包容，便可逢凶化吉。

“八座”意味著事業方面地位的提升，同時也能
獲得能夠獲得下屬、同事的助力，讓事業順利開展。
“解神”顧名思義，是和解之神，專門解災解禍之吉
星，對於婚姻感情幫助最大，有“解神”入局婚姻宮
，往往可化解婚姻感情方面的違和，使感情和家庭幸
福吉祥。“天解”等小吉星則可輔助化解凶曜的一部
分負面能量。今年會有較多意外事件發生，不但會感
覺損傷及病痛增多，同時也會感覺人際關係變差，且
口舌是非多了許多。

豬

午
生肖馬的朋友在2019年，太歲己亥為其正官，在

正官流年，往往機會很多，可以徹底發揮個人才能，
也頗能得上司和同事的認可，晉升有望，事業強勁，
財運也會隨之水漲船高。另一方面，正官在女性命理
中也代表夫星，對女性朋友來說感情運勢佳，單身的
屬馬朋友不妨好好把握機會。

今年雖受太歲克制，但妙在本氣壬水與丁火有相
合之情，可謂克合併見，所以這是壓力和機遇並存的
一年，不怕辛苦努力可獲得突破，也易得貴人賞識，
不妨好好經營人際關係，擴展自己的社交圈，尋求人
助或積累人脈，為今後的發展打好基礎。總體來說雖

然辛勤忙碌，但整體運勢趨於良好，屬於平運偏吉的
生肖。

不利之處在於今年生肖馬與太歲克洩並見又暗中
帶合，健康方面很容易出狀況，要避免過度操勞，尤
其要注意心腦血管方面的疾患，也要防止流行性疾病
纏身。學子們在本年因受食祿星的影響，會有懶散、
精力分散、難以專心學習等情況出現，家長需多花時
間陪讀引導。

生肖馬今年可謂是春風得意。“龍德”星與“紫
微”星飛入命宮，二者皆為貴人星，象徵貴人多助，
努力有成，提拔晉升。工作狀態將越來越好，事業有
了一飛沖天的機會。

“天厄”星飛臨說明今年生肖馬人士容易感染各
類流行疾病，某些潛伏體內多時的隱疾也容易在今年
爆發出來，人際關係也會受影響；“暴敗”星的破壞
力則體現在對生肖馬人士事業、財運、人際等各方面
的阻撓，令本以為萬事俱備、順風順水的你遭遇突然
的大起大落，功敗垂成。“暴敗”這顆凶星的出現，
提醒屬馬人工作上應秉持謙虛謹慎的態度，不可因眼
前的勝利而放鬆警惕，否則容易因細微的紕漏而釀成
失誤，避免先吉後凶。

馬

進入2019年己亥豬年，生肖羊與太歲互為“三合
貴人”，全年運勢顯著回升，可謂氣貫長虹，一路順
暢。今年是一個事業發展的大好時機，如果謀求官位
晉升或事業突破，不妨把握時機，積極努力，相信心
想事成的概率還是相當大的。太歲為財星，因此生肖
羊今年能夠通過事業的努力與創造，獲得不錯的回報
。經商者受太歲天干“比劫”的影響，不宜進行過大
的投資，在處理與合作、投資、簽約等有關事項時，
務必詳加分析，當心不慎陷入被動，導致財被劫走。
感情上遇到與太歲相合，喜氣連連，尤其是對屬羊的
單身男性朋友來說，正財之年有機緣邂逅自己的命中

正緣，務必抓住機會；已婚者則憂慮頗多，這一年容
易夫妻失和，或遭遇第三者和霧水桃花誘惑；處於戀
愛中的屬羊朋友要防範感情出現競爭，或是伴侶搖擺
不定的狀況出現。

遺憾的是，今年流年凶星頗多，且相對而言負面
影響深厚，會對屬羊人的運勢造成破壞。尤其是“五
黃”、“白虎”等，不利健康。合太歲之年，小疾也
易成頑疾，不容易除根。

生肖羊並無吉星飛臨，但幸而生肖羊本身與流年
亥豬互為“三合貴人”，故使得本年運勢大體得以穩
定，同時能獲得貴人幫扶，難中有救。太歲為正財，
故今年只要生肖羊人士能夠腳踏實地地辛苦付出，在
太歲幫扶的作用下依然是收益頗豐的一年。正在戀愛
階段的生肖羊男士也容易在今年與另一半邁入婚姻。

“五黃”為至凶之數，到處不留情，不可輕視。
“五黃”星主招災惹禍，對家庭、個人均不利，易有
疾病事非，是九星中凶性最大的一顆星，故今年生肖
羊在各方面都要小心謹慎，以免出現飛來橫禍。今年
的另一凶曜為“白虎”，此星主金屬刑傷、血光之事
，故生肖羊人士本年需非常小心預防交通意外及一切
利器傷害。“飛廉”星同樣象徵著利器、橫禍，更意
味著無妄官非，故屬羊人今年需謹言慎行，盡量避免
與人有所衝突。

2019己亥年，申亥相害，生肖猴遭遇害太歲，陰
霾密布，憂患重重，可能要面臨動盪不安的一年，屬
於凶運生肖之一！財運方面，正值害太歲之年，又無
與財運相關的吉星拱照，財運並不理想，要想有收益
，必然要付出更多的辛苦努力，要有凡事依靠自己親
力親為的心理準備。感情婚姻方面沒有半顆與桃花有
關的吉星協助，多半與桃花運無緣，單身人士今年機
會較少，若遇到喜歡對象則需要花很大力氣追求才有
可能成事。已有伴侶的生肖猴更需格外注意，防止感

情破裂，也不要輕信外人讒言，避免夫妻或戀人因外
人的挑撥而關係疏遠。健康方面被太歲洩身，要特別
注意腎臟、泌尿系統方面的疾病。幸好本年天干己土
，為生肖猴的正印，有利於進行考試或考察，學習運
不錯，所以從事公務或文教文職工作的生肖猴朋友今
年上昇運程明顯。

總而言之，與太歲相害之年，身邊總會出現一些
小人和是非，而三顆吉星眷顧，屬後人今年在吉星守
護下，能得到貴人扶持，幸運眷顧，只要自己好好把
握，積極進取，事業工作方面有繼續向前發展的機會
，謀求官位者也晉升有望。

今年生肖猴得“天德”吉星庇護，“天德”星屬
於慈祥和悅的貴人星，最具逢凶化吉之神，其最大的
特點是化解災厄。古語云“上天有好生之德”，年逢
天德，預示著貴人相助，福至心靈，凡事遇難呈祥。
而“福德”和“福星”都有幸運平安、萬事順利的意
象，即便受到各種不利局面的影響，亦可憑藉自己的
努力、態度化險為夷，走出困局。

“捲舌”意味著禍從口出，是非不斷，生肖猴今
年需要謹言慎行；“披麻”則表示今年要重點提防家
人特別是老人的身體健康狀況，以防發生傷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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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
生肖狗進入2019己亥年，九紫吉星飛臨命宮，貴

人運不錯，人際關係運勢生助有力，同時也能夠提升
個人魅力和氣勢，若能發揮個人才能，好讓領導關注
到自己的能力與努力，晉升有望。太歲亥水為其財星
，事業強勁，求財的機會增多，尤其對經商者而言，
四海見利，很容易事半功倍。九紫星也代表桃花運較
旺，單身人士有機會遇到心儀的另一半。天喜星主婚
慶，適婚年齡的朋友若找到真愛，適宜今年開花結果
。整體來說，生肖狗今年屬於12生肖的好運生肖之一
，排在第5位。

本年的不利因素在於，太歲己土與生肖狗形成劫
財運勢，發財的道路上多了一個分紅的人，所以就算
是掙到了錢財，也容易有破財敗財，掙得多拿到的少
，合夥合股掙錢等事業有合作分紅關係的人需留意。
另外，生肖狗“病符”煞，流年運勢遇到病符，多主
疾病纏身、意外橫禍。生肖狗今年雖有貴人相助，但
貴人不多，謀事有阻，凡事以謙遜低調為宜，同時加
強健康保健，以免疾病困擾。

今年流年己亥為生肖狗財星，這意味著生肖狗這
一年財運好，發展機會多。再加上“陌越” 吉星飛臨
，此星為旺事業運之神，意味著地位、工作、事業有
新的提升和突破；而“天喜”吉星更是主有喜慶，財
祿增添，或婚姻吉兆、生育等喜慶事，故本年生肖狗
隻要妥善處理各方面關係，積極表現自己，便大有發
展機會。

今年“病符”“寡宿”兩大凶星飛臨此宮，生肖
狗的朋友健康狀況堪憂，身心皆不通暢，嚴重者則有
飛來橫禍及血光之災。這兩顆星在八運中皆為退運之
星，負面影響較大。總而言之，今年生肖狗健康方面
不可掉以輕心，既要防範身心方面的問題，也須注意
破財的問題。

生肖雞在2019年與太歲相生，人緣運勢上佳，今
年人際關係提高，交際圈擴大。工作方面，流年天干
出現偏印星，偏印生身，屬雞人才思敏捷，得到貴人
教導扶持，事半功倍。工作敏銳度和臨機應變能力極
強，獨立創作或主管項目的效率高、評價高，做事具
備充分計劃性。今年不錯的事業運，讓你在領導、同
事或下屬心目中的形像地位提升，不論功績、名聲和
職位（功名）都有上升的空間。但切忌自視過高，在
人前驕傲，讓別人看不慣討厭你。

感情方面，對於單身的男性朋友來說，地支為生
肖雞的食傷，食傷生財，桃花情緣比較旺盛，今年容
易遇到理想對象，開展甜蜜的戀情；已婚男士今年要
把握好與異性交往的分寸，避免發生婚外情。但對女
性朋友來講，愛情運受阻礙，情感壓抑，身心不悅導
致魅力降低。

財運方面，一白星入本宮，此星是官財星，主得
名氣和官位，文武雙全，財喜雙旺，又主聰慧和文采
。所以有一白的相助，今年在財運上大有收穫。

健康方面，洩身明顯，要小心身體太累被透支；
金衰水旺，要預防呼吸系統及傳染方面的疾患。

凶運方面，生肖雞今年的凶曜也較多，遇到天狗
、弔客、災煞等凶神。受天狗凶星影響，今年外出容
易出現小意外、小驚嚇，且此星亦是不祥之兆，所以
要特別小心出禍事或受連累，以及要預防火災；弔客
代表疾病喪泣，家宅運受損，需要多留意家中長輩的
健康問題；災煞乃事非星，易出凶險和惡事。

總體來說，生肖雞屬於平運偏吉的生肖之一，今
年運勢吉中藏凶，全年努力爭取財富增值和提升事業
地位的同時，在維護健康和平安方面萬萬不可粗心大
意。

Z賀版_2019農曆新年_十二生肖圖_2019豬年運勢_C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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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記者秦鴻鈞）北京烤鴨店提供著名的北
京烤鴨及著名的宮廷菜，京菜，魯菜，淮陽菜，
粵菜，川菜。

這座休斯頓第一家北京烤鴨店，經過兩個月的
裝修和改造，使這座坐落於休斯頓中心商圈繁華
街道Westheimer Rd. 大道上的餐廳，散發出驚人
、眩目的神采。餐廳每一個角落，皆呈現帝王般
的華麗氣勢，使每人置身其間，彷彿浸潤在高檔
，華麗的氛圍中，使在這裡用餐，成為畢生難忘
的享受。

北京烤鴨店的行政總廚樓大師傅，來頭不小
，曾分別擔任原中國國家主席楊尚昆和國家副總
理薄一波的廚師，及原北京全聚德行政主廚，廚
藝超群，使休士頓 「北京烤鴨店」 不僅是一家高
檔、正宗的北京烤鴨店，他們所推出的菜色，堪

稱 「國宴級」 的水平，是佳節招待至親好友，遠
方貴客的首選。該餐廳面積9000 平方英尺，停車
位寬敞（前、後均有停車場），還有代客泊車的
服務。

電話：713-953-9999
該店地址： 5901 Westheimer Rd. Unit N, Houston

TX 77057
「北京烤鴨」 現在正在招聘以下工作人員：

麵點、油鍋、切配、抓碼、烤鴨學徒、服務員、
帶 位 、 領 班 。 工 資 面 議 ， 聯 繫 電 話 ：
281-844-7413

新年同歡喜新年同歡喜 好禮送不停好禮送不停
北京烤鴨店進店有禮北京烤鴨店進店有禮

與會貴賓與會貴賓、、政要共同主持北京烤鴨店剪綵儀式政要共同主持北京烤鴨店剪綵儀式。（。（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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