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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國學中的現代智慧經典國學中的現代智慧經典國學中的現代智慧經典國學中的現代智慧」」」」

經典的當代新意經典的當代新意經典的當代新意經典的當代新意，，，，
做人之道做人之道做人之道做人之道、、、、修身之法修身之法修身之法修身之法、、、、恆常恆常恆常恆常、、、、禮禮禮禮
重建心中的價值及秩序重建心中的價值及秩序重建心中的價值及秩序重建心中的價值及秩序，，，，
滿足滿足滿足滿足
修練內心需求的大智慧修練內心需求的大智慧修練內心需求的大智慧修練內心需求的大智慧。。。。



周易談風水

2011 秋季主題



《易》是由遠古聖王伏羲創造的：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
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
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八卦”就是《易》，

但是是初期的、法則和內容都還比較簡單的《易》。



周
易

文獻記載說，神農氏之《易》稱為《連山》，
軒轅皇帝之《易》稱為《歸藏》，
周代之《易》即《周易》，為周文王所演。易經可以用來占卜預測。

周朝末期〈即是春秋和戰國〉，孔子成為易學史上第一個，對易經內容解注的人。
經孔子以儒家理念解註後，易經也成為一部有關哲學的書了。
後來，經道家發展成一套中醫學理中的重要原理，同時成為氣功的基礎！

秦朝，秦始皇有焚書坑儒，但因為當日的易經被視為占卜、醫學的書而保存下來。

到了漢朝，因為漢朝人是非常崇尚陰陽五行，他們視「平衡」為世間最自然不過的事情。
漢朝人在易卜的基礎上，加入了陰陽五行觀念，其中代表有京房氏。

唐朝文化雖然燦爛，但易卜沒有從根本上的變革。直至到了宋代……
宋明兩代是一個易學重要的時代，因為這時出現了兩位很突出的人物

1. 邵雍〈邵康節〉
他一改傳統易卜占卦的方法，提出了以「萬物類象」，「由象生卦」的「梅花心
易」，與傳統的「由卦生象」〈即是先產生卦，再從卦看現象〉完全相反的占卜方
法，形成了別開生面的局面。

2. 另一個則是朱熹，他開啟了此後幾百年宋、明理學的先河。使易經發展成一套以達致
「內省」的心靈哲學倫理系統。影響至今。

到了今天，《易》的作用應該說是更加重要而不是相反。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做事情之前訂好了計劃，胸中有數，才能立於不敗之地。



天下萬物是常變的。物質世界不斷運動，思維不斷變化，
《周易》教導人面對變易，掌握萬事萬物的變化規律, 表現中國古典文化
的哲學和宇宙觀。

「易」即是「道」，恆常的真理，不隨著時空變幻。
《繫辭傳》：「生生之謂易」。生生不息，學習天地人三才之道，體會生
命之美。

《周易》談風水，談環境與人的互動；以現代眼光來看，是地球物理學、
環境景觀學、生態建築學、宇宙學、美學、氣象學的結合。

知天不惑知天不惑知天不惑知天不惑



早在7000多年前

我們的祖先就發現了宜居的規律 --

朝南，背坡，面水

數千年來

中國人一生的所求也有規律 --

天時，地利，人和

天人合一如風，物我相諧如水



如何生存？先民們的頭等大事。

風水一詞最早出於伏羲時代，又稱堪輿，

先民們用之觀天察地觀天察地觀天察地觀天察地。

在古代，風水盛行，

是人們衣食住行衣食住行衣食住行衣食住行的一個很重要因素。



中國文人心目中理想的居住模式，
最好的風水是什麼？

依山面水，附臨平原，

左右護山環抱，眼前朝山，案山拱揖相迎。

用風水的話來說：左青龍左青龍左青龍左青龍，，，，右白虎右白虎右白虎右白虎，，，，前朱雀前朱雀前朱雀前朱雀，，，，後玄武後玄武後玄武後玄武。

中國人理想居住環境的特點是：

三面環山三面環山三面環山三面環山，，，，一面面水一面面水一面面水一面面水

將家用山維護起來，擇地利以便人事。



風水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份，

風水學的根本基礎和核心思想依據來源於《易經》。

《易經》，講究天地人三才之道。

“天地人合一”的觀念是一種古老而偉大的哲學，

即人類的生存，必須和天地自然、宇宙萬物取得和諧與平衡。

順天應人，生存安寧，生活快樂。

風水和易經，都是通過周密考察瞭解自然環境，順應自然，

有節制地利用和改造自然，創造良好的生存與居住環境，贏得天時地利人和，

達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風水風水風水風水風水風水風水風水與與與與與與與與易經易經易經易經易經易經易經易經



東晉的郭璞《葬經》謂：
“氣乘風則散，界水則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謂之風水。”

風水以““““氣氣氣氣””””為萬物的本源，宇宙由氣生成，氣無處不在，氣構成萬物，

氣變化無窮，氣決定人的禍福。

““““藏風得水聚生氣藏風得水聚生氣藏風得水聚生氣藏風得水聚生氣””””，是風水學的靈魂。
風水的全部理論和方法，都是圍繞著““““氣氣氣氣””””這個關鍵展開。

風水追求“內氣萌生，外氣成形，內外相乘，風水自成”

風水之氣



風水學的“氣”也就是我們常說的氣場。

我們常說，某個地方氣場好或者不好，氣場的好壞不僅是因為環境的格局，

更是因為所處那個環境中的人。

氣場就是一種先天能量，強大的氣場能夠感染，甚至帶動周遭人群情緒，

從而影響整個環境的氣場。



迎氣迎氣迎氣迎氣

納氣納氣納氣納氣

藏氣藏氣藏氣藏氣

聚氣聚氣聚氣聚氣

氣

人體內的氣與宇宙天地的氣產生和諧。

形成良好的氣場，產生正面積極地力量，使得人身心健康。



琉璃工房琉璃工房琉璃工房琉璃工房琉璃工房琉璃工房琉璃工房琉璃工房談的風水談的風水談的風水談的風水談的風水談的風水談的風水談的風水

琉璃工房的風水學，就是充分發揮自己人生中的積極因素，

主動進取，改變自己的人生境遇。

生活的智慧生活的智慧生活的智慧生活的智慧

琉璃，是一種提醒；是一種“流動的生命力”。

改變環境，改變周圍的氣場，改變人的生活態度。

自我的激勵自我的激勵自我的激勵自我的激勵

琉璃，是一種依託；是一種動力。

對於自己，沒有什麼不可能。樂觀積極，沒有可能，創造可能。

內心的力量內心的力量內心的力量內心的力量

琉璃，是一種慰藉；是一種鼓勵。

抱著勇往直前的信念，一步一步踏實而行，無論事業或人生，都將圓滿。



氣升人和氣升人和氣升人和氣升人和

“氣升人和”中秋風水系列，

2011琉璃工房經典國學經典國學經典國學經典國學年度主題三部曲的完結篇。

從“氣”出發，以琉紋氣蘊生動的變幻及自然元素為語言，

以尋常之物以尋常之物以尋常之物以尋常之物，，，，悟非常之道悟非常之道悟非常之道悟非常之道。。。。

傳達中國人生活處事的智慧，冀願人人從自然中汲取力量。

風水，在每個人的日常生活中，是每個人心中永遠的祈願，

是中國人生活智慧的體現。

風水未曾過時，也不曾遠離，正以歷久彌新的姿態，展現蓬勃之氣。

好氣好氣好氣好氣, , , , 好水好水好水好水，，，，好生活好生活好生活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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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勢大起運勢大起運勢大起運勢大起

八方四極之氣

天人和合之道

上風上水之局

萬象蓬勃之勢











概念說明概念說明概念說明概念說明

1. 白菜的葉片層疊翻捲，灑脫薄潤，青翠欲滴。一隻栩栩如生的蟋蟀安然棲息於下。豐

沛的自然，源源不絕的生命力，一派祥和美好的風光。

2. 整件作品形似太極，豐碩飽滿的白菜和作品底部大面積的拋光，一陰一陽虛實相映，

作品中鏤空的圓是生命的出口。圓融平和，從中洞見生命的奧義一窺而知宇宙萬象。

3. 白菜根部的琉紋，是升騰向上的氣，生機蓬勃，順天而發，是飽滿的生命力，生生不

息的力量。

4. 作品取材“白菜”這一普通之物，尋常如此甚至到了讓人熟視無睹的地步。 “無為、

無爭、不貪、知足”亦如同生命中那顆淡定的平常之心，尋常之物，道非凡之悟。

5. 白菜葉脈清明，碧綠的葉瓣，如雪的根鬚，以及靈氣逼人的蟋蟀，均運用了定色的技

法，作品層次分明，

6. “白菜”音同“百財”，亦有吉祥寓意。





1. “好彩成雙”為風水系列的預先典藏限定款作品，一大一小成雙的蘿蔔，葉脈豐盈，深

深紮根於泥土。圓圓的根，努力吸取養分，紮得更深；直到破土而出的枝葉，從怯生生

的張望，變成迎風招展的張揚，是在吟誦豐收之歌。

2. 作品將成熟的刹那凝固定格，以通透的稜狀切面造型，將蘿蔔的每個部份、每個紋路都

完完全全的展示出來，纖毫畢現。仿若將視角潛入土壤深處，窺視著生命最本質的奧

秘。

3. 蘿蔔雖樸實平凡，根與葉的珠聯璧合，竟也是如此之美，譜寫出一曲壯麗的生命禮贊。

這來自於天地的賜予，提醒著我們質樸無華卻不同凡響的美麗。

4. 圓圓大肚，聚納喜福之氣，置於家宅，是希望以最飽滿的姿態，迎接自然界的萬象生

氣。

5. 蘿蔔在民間被稱為“菜頭”，與“彩頭”同音，喻示“好彩頭，行大運”。

概念說明概念說明概念說明概念說明





1. 作品為抱持如意、歡騰欲躍的彩獅，師承古意，細節之處頗富新意。獅字通“事”，

嵌入“如意”的元素，象徵事事如意、喜氣連連；渾然一圓，蘊含氣流生生不息，力

量蓄滿而迸發，是無上的鼓舞和助力。

2. 獅子造型動感流暢、自然舒展，遠觀展露矯健威武之姿，近觀一副憨態可掬之態，賞

之愈喜。

3. 彩獅尾盤旋翹上背部，鬢毛飄飄欲飛，正是蓄勢待發、一舉騰躍之時，宛如登高臨下

的守護者；細細把玩，只見圓目闊鼻，巨口微張，似是嬉笑戲耍的篤定悠然，又似躍

躍一試的好奇。

4. 獅子一直是民間的吉祥物，也是風水上的祥瑞之獸，代表有求必應、辟邪旺財。古人

以獅子為百獸之王，辟邪護法，因此常在門前以石獅鎮宅，以示威嚴，同時亦象徵財

富與權力。

5. “躍獅迎祥”適宜安置於辦公室案頭上，寓意廣迎八方之氣。

概念說明概念說明概念說明概念說明







1. “氣貫雲霄”取竹節的一段，充滿想像力的將竹節成為造景，竹外一景，竹內一景，

構成了作品的整個創意。

2. 作品的設計，不僅表現在創意上，給人兩種造景的趣味性，更是充滿了“有益人心”

的內蘊。外在大的竹節，內在茂盛的竹景，是一種頑強的生命力象徵；多不亂、少不

疏，秀勁絕倫，仿佛竹園一景，恰與國畫的創作有異曲同工之處。

3. 竹節中長出新竹，代表著“胸有成竹”，內心智慧的充滿，有容乃大；又如同“勢如

破竹”，竹尖葉繁枝茂，不停的往上升長，體現了風水之“氣升人和”之意。

4. 從竹的文化上來看，竹在古代被喻為“四君子之一”、“歲寒三友”，放於書房，辦

公之處，是一種提醒，也是自我修養的提升。

5. 從風水上來談，竹，具有智慧和優良的品行，有竹的地方，納入“聰慧”之氣；枝繁

葉茂，又納入“自然”之氣，讓整個環境充滿文化的氣質，凡事祥和，生氣勃勃，在

處事上，也能行事成竹在胸，事到必成。

概念說明概念說明概念說明概念說明





1. “上好風光”，有趣的將龜與“斑彩螺”搭配在一起，向上攀爬的龜，充滿了喜感和故事性，本

身這樣的創作，體現了創作者的設計創意。

2. 一隻龜在上，回頭等待另一隻，一同攀上高處，用了擬人的方式，講述了“夥伴”同心協力的概

念；另一方面，強調了要成功登上頂峰，看大好的風光，需要不斷向上的信心與積極的態度。

3. 龜，在古代就被喻為吉祥四靈獸之一，代表著“仁”與“長壽”，具有吉祥的意義。

4. 斑彩螺，即斑彩石。一般人稱之為海螺的化石，它被公認為是吸收了宇宙大地的精華及能量，具

有非凡的治療和調節作用。在風水的說法裏，斑彩螺有助平衡五行即金、木、水、火、土，能暢

通人體的氣流，使人感覺舒暢，能降低人體毒素，將身體上的負能量轉為正能量，是良好的護身

符和吉祥物。斑彩螺有助吸財的能量，如其形狀，卷抱著，有入無出。用於風水，可增加風水的

力度。

5. 斑彩螺與龜的結合，兩者間的風水力量加倍，納入更多對人、對環境好的，正面的力量，生命、

事業、財富走的更久遠，發展更大，得到更多。

6. “上好風光”適宜贈於事業上的夥伴、朋友，強調天時地利人和，祝凡事長長久久，走向更高更

遠處。

概念說明概念說明概念說明概念說明





1. 浩然天地間龍龜踏浪而來，雖有巨浪滔天而起，卻依然安然自若。氣宇軒昂，一嘯雷

霆萬里。

2. 金紅的波濤，琥珀色的仰天龍龜，一派恢宏的嘯傲風雲圖。龍龜一個進取者的身影，

志在穹宇，追求的是人生的卓越不凡。

3. 海浪被特別設計成飽滿的圓弧型，呈收納之勢，集天地之靈氣，蘊萬物生息，也預示

著人生的圓滿。

4. “嘯傲風雲”整件作品造型呈現元寶形狀，金紅色的海浪，幻化成重重迭迭雕刻著銅

錢，龍龜蹲守上，能牢牢守護著財富。寓意福祿綿長，一生相伴。

5. 龍龜常被視為瑞獸，在風水中具有辟邪、化煞、鎮宅、聚財等功效，也是權力和長壽

的象徵。“龍龜”與“榮歸”同音，也代表“衣錦還鄉，榮歸故里”。贈予出外打拼

的人，可助業績蒸蒸日上，財源廣進，榮譽歸來 。

概念說明概念說明概念說明概念說明







1. “順勢承氣聚悅來”作品正面一條生動靈活的金魚自在搖曳，仿佛從水中躍然而出，

陰刻的金魚隱於琉璃後。光線變化，金魚若隱若現。

2. 陽面突顯的金魚，魚尾飛揚，姿態活潑，細節的雕刻栩栩如生。光線透過透明的琉

璃，折射出波光粼粼的水面效果，不規則的琉紋絲絲飄散，宛如飄飄搖搖的水草，隱

約其中是另一條金魚的美麗遊姿，兩者相映成趣，體現了設計的巧思。

3. 流水被設計成圓形，斜面呈開口狀，具有聚氣的效果。兩條金魚與圓完美結合，順著

水浪自在徜徉，既靜且動。飽滿的圓，形如太極勾勒出一派祥和之勢，聚氣納福，飽

含美好的祝福。乾坤流轉，陰陽相生，聚得滿堂金玉。

4. 作品巧妙呈現虛實相間的視覺效果。作品正面是突顯的一條金魚，背面是陰刻的金

魚，兩條金魚隔著圓形水浪，似乎各自獨立，又仿佛相互應和，正是陰陽相合相生的

哲學思想的生動體現。

5. 魚在中國文化中，有很多吉祥的寓意。金魚因其諧音“金玉”更是深得國人喜愛，寓

意金玉滿堂。置於客廳或商鋪中，帶來順風順水之局。

概念說明概念說明概念說明概念說明





1. 在中國傳統中，竹子象徵著生命力、長壽、幸福。“開運節節升”，取竹的一節，創

意地將其變成半圓的形狀，是一種跨越，代表著“開運”。

2. 半圓的竹，打破了我們對傳統竹的觀念以及設計，這是一種“向外生長”，將生命力

延續、感染到四面八方。

3. “開運節節升”結合後座圓的造型，更是強調了竹子的精神：是包容、是智慧的充

滿，更是一種圓融豁達的君子的品性。

4. 圓，也是聚集與融合，它與竹子的結合，仿佛集大地的氣蘊與精華，破土而出，節節

升長，即喻意著生命的頑強，在現代的意義中，也象徵著做人處事圓融和諧的德行。

5. 從風水的意義來談，圓與富貴竹的結合創作，聚富貴之氣，納君子智慧之氣，層層不

斷，源源不絕。

概念說明概念說明概念說明概念說明





1. 作品以太獅與少獅組合，雙獅口含相連飄帶，腳踏彩球。空中翻騰跳躍的生動一幕的

定格畫面，惟妙惟肖。

2. 獅子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是鎮宅的瑞獸，集百獸之神威於一身，能帶來祥瑞之氣。自古

以來人們常將石獅立於門前，以示威嚴。風水中更有辟邪擋煞之效。

3. 獅子也是名譽、權力、地位的象徵，“獅”和“太師”的師同音，寓意升官。

4. 獅子被喻為“萬獸之王”的靈獸，集天地之靈氣，蘊萬物生息。大小兩隻獅子，一靜

一動，相應成趣。大小兩獅組合有子孫昌盛之意，是生生不息的象徵。

5. 飛舞的彩帶如同變形的數字“8”，諧音“發”，寓意富貴吉祥，財源廣進。

概念說明概念說明概念說明概念說明





1. 花開常如意，以花、雙鳥、如意三者為元素進行創作。如意，寓意事事如意，鏤空設

計融入風水中聚氣的概念，氣韻流轉，花開富貴，鳥語花香。

2. 鳥成雙棲於枝頭，落於枝頭的鳥向下張望，深情凝視著對方。有你的地方，就是家的

所在，我的世界因為有你才完美。

3. 作品主體為雙圓的造型，互動相通，和諧圓融。圓形包容一切，亦是中國人的處世之

道。雙圓也構成橫向的“8”字，是無窮大的象徵。氣在此間積聚，循環往復，升騰而

起。祝願感情長久，家庭幸福，生活和美。

4. 玉蘭清香淡雅，花開如意，象徵著平安，幸福，好運，蘊藏著世間一切的美好。

5. 好花常開，好事常來。不斷聚集幸福美滿之氣，宜放於臥室。

概念說明概念說明概念說明概念說明







1. 青翠的枝葉，飽滿的果實，默默紮根於泥土，蓄養生息，等待破土而出的那天。氣在

舒展的葉脈間流動，聚集到果實之中，慢慢積累，越深越壯，等待成熟時破土而出的

那一刻。

2. 蘿蔔的葉脈展露地表之上，根系深植于土，“明朝看我” 是對蘿蔔的真實寫照。以精

準的定色技法描繪蘿蔔的葉子，果實則用陰刻的手法，隱藏於無瑕通透的琉璃塊中。

一陰一陽，虛實相融。

3. 不爭不躁，結一顆實在果，是一種任憑風雲變幻，我自巍然不動的氣魄。是深埋於

4. 心中自信、堅定的力量。是對於明天胸有成竹的篤定淡然。

5. 陰刻的果實深藏土中，不顯山不露水，展露一種無言之美。亦如同君子的為人處事之

道，謙敬仁讓，含而不露。《易經》謙卦有云，謙：亨，君子有終。

注：謙卦，《易經》六十四卦中唯一的一卦，六爻無一爻言凶，無一爻示害，全卦統統吉

利通達。

概念說明概念說明概念說明概念說明





1. “大好時節”，作品中的果實，是“枇杷”。枇杷的果實，常常用來製藥，具有潤肺

止咳的功能，能理順“氣”，讓氣通暢。

2. 以“枇杷”作為創作元素，希望帶來“順心平和”之氣，讓人的情緒、環境都能順

和。

3. 碩果圍成一個圓，代表著“和氣”。從風水的概念上來講，圓，具有“蘊藏更多”的

意義；順的氣，圍成一團和氣；果實又象徵著豐收，帶來更多圓滿之氣。

4. 大好時節，代表著一種物質上的豐收，更是心靈與環境的豐收。將其放於家中、辦公

的財位方向，帶來更多的豐收之氣，順和之氣，一切隨之和轉起來。

概念說明概念說明概念說明概念說明



⽞關⽞關⽞關⽞關引氣⼊⾨必經之地，能讓進⼊者靜氣斂神，其佈置的好壞直接影響到住宅的⾵⽔。
關鍵字：迎氣、擋煞⽞關，進⼊家⾨後的第⼀個視覺焦點，存放的東西不宜太多，建議⼤件的東西以吊掛⽅式處理，⼩件則利⽤簡單的盤⼦、碟⼦或籃⼦，集中收放不散落。⽞關擺放植物能綠化室內環境，增加⽣氣。

⾵⽔⼩常識



客廳客廳客廳客廳是家庭中的主要公共場所，為全家⼈聚集及接待賓客的場所，其⾵⽔關係著整個家運。客廳的⽅位尤其重要，在傳統⾵⽔中被稱為“財位”。
關鍵字：溝通、迎氣、納氣⿂缸、盆景擺設有“接氣”的功⽤，是室內更富⽣機。
客廳是家⼈和親友相聚的地⽅，最需要營造出活潑、融洽的氣氛。圓形屬陽，是動態的象徵，圓形的裝飾、擺設能製造溫馨、熱鬧的氣氛。

⾵⽔⼩常識



臥室臥室臥室臥室，，，，是修⾝養息的場所，⼈⼀⽣有三分之⼀的時光在此度過。要營造⼀種安定靜謐、溫馨祥和的睡眠環境。
關鍵字：情感、休息、藏風聚氣

⾵⽔⼩常識



書房書房書房書房

是讀書、寫字、做文章的場所，是培養智慧的空間，在居室中佔有很重要的地

位。

關鍵字：智慧、事業、聚氣、納氣

專門給孩子準備的書房，應該注重文昌位

書房給大人使用，則應該注重事業、財位。以創造一個利於事業和旺財的書
房。

顏色：書房的顏色應以綠色為主，橘黃色、栗殼色為輔。

這主要是因為文昌星，五行屬木，故此便應該採用木的顏色，

即是綠色為宜，這樣會扶旺文昌星

⾵⽔⼩常識



辦公室辦公室辦公室辦公室

辦公室風水真的影響財運官運嗎?
是的，在官場、商場，有些人的條件是一流，但官運或財運卻不如
二、三流的人好。因此常有人嘆「英雄無運不能自通」，所以選對了
辦公室在正確磁場的影響下，判斷就會正確，事業當然一帆風順。

關鍵字：順利、成功、迎氣、藏風聚氣、納氣

顏色：穩定的藍色、旺盛的金色等等

1. 鎮位: 有山有水的作品或者山水畫, 依山傍水

2. 旺氣: 保持陽光充足, 不要有鏡子

3. 聚緣: 大葉的植物

辦公室的風水佈局與家居不同。辦公室應體現主人的權威性、企業的
文化，以利於決策的貫徹執行與佔據商業談判的有利之勢。沙發、掛
畫、裝飾品要選有氣勢的。

⾵⽔⼩常識



是福祿是福祿是福祿是福祿
諧音“福祿”，枝莖稱為蔓帶，諧音“萬代”。“福祿萬
代”，是富貴吉祥、長壽的象徵，葫蘆與它的莖葉一起被稱
為“子孫萬代”。

是財富是財富是財富是財富
入口小、肚量大，如同能吸寶納財。掛在財位上，銅葫蘆納
進了財富，就不易外流，守財聚富功能一級棒。

健康在健康在健康在健康在
是過去醫師裝盛仙丹妙藥的法器。傳統中國道教中，葫蘆因
為具有很好的密封功能，被認為有聚氣的作用，因此以葫蘆
裝丹藥。

幸運來幸運來幸運來幸運來
葫蘆的曲線呈“S”形，與易經的太極陰陽分界線形似，傳
統裡被認為可避邪化煞，因此古人在房屋前後種植葫蘆；將
好的氣場收納為自己所有，將壞的氣場吸收殆盡，恢復原本
的乾淨清新。

感情聚感情聚感情聚感情聚
渾圓外形，象徵合諧美滿。想要增進夫妻感情，小小葫蘆也
也能派上用場。

福祿源源福祿源源福祿源源福祿源源

口小吸納八方

肚大能容天下

葫蘆圓圓

福祿源源



琉璃顏⾊與⾵⽔琉璃顏⾊與⾵⽔琉璃顏⾊與⾵⽔琉璃顏⾊與⾵⽔綠⾊琉璃――保平安, 和平、⽣命和幸福；有益於與⼈建⽴良好關係，可加強勇氣，並融化他⼈蓄意的排斥。具強⼤的淨化功能，可舒緩⽛痛及喉嚨氣管⽅⾯的⽑病。適合經常出差和喜歡旅遊的⼈。紫⾊琉璃――提升情智,提⾼智商與情商。代表⾼貴、典雅和進步；有利於改善⾃⼰的現有狀態，增強⾃信⼼。有壓抑⼈的欲念的功能，對⼼⾎管系統有保護作⽤。可幫助愛情和事業的成功，可作為定情或慶功之⽤透明琉璃――護⾝護宅, 加強活⼒與⽣命⼒，保持樂觀向上的⼼態，代表純潔、清爽與輕快；辟邪擋煞，能消除周⾝環境的負⾯影響，減少對⾝體的傷害，保持愉悅的⼼態。護⾝，百病不侵；護宅，百毒不⼊。是能給⽣活帶來幸福的快樂之源。藍⾊琉璃――可聚福,能給⼈帶來幸運；代表清新、甯靜與舒適；能減少壓⼒，平穩情緒，能提⾼⾃⼰的⼈緣，結交到更多的朋友。對筋⾻、腎臟及頭痛有強⼤的治療⼒量。適合所有需要好運氣的⼈。琥珀⾊琉璃――權⼒和財富的象徵。代表明亮、溫和與創新；能助⼈投射出權威的能量，加強⼈的果斷⼒，對事業的騰⾶有很⼤的作⽤，能改善神經系統。適合正在努⼒奮⾾、渴望成功的⼈。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