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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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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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遍佈世界各地，亦得「導師中的導師」美譽。

Benny Wong

考慮到盧恩符文在各界的英文拼法與翻譯稱呼各
異，以下稱呼符文時將會以符文的代表意義為稱。
12. 傑拉（Jera）豐年，代表字母「Ｊ、Ｙ」
一個循環的符號，它意味「豐

富的回饋」，是一種欣欣向榮，帶
來美好與收穫的訊號。然而，之所
以會豐收必定是你過去努力的回
報，正所謂種樹得果就是這個意
思。
對北歐人而言，一個豐收的年度也是一個孕育新

生的大好時機，所以豐年符文也同時具有生育的意
涵。
豐年符文可以協助你勇敢承擔責任；協助你透過
努力而改變生活、獲得成功。
在幸運符文中，擁有催動整個符譜功效的強大威

力。
關鍵字：暫停、冷靜與平靜、放手關係、專注意
志。
13. 愛瓦茲（Ihwaz）異世界，代表字母「Ｉ」
愛瓦茲原始意思是「紫杉木」，

紫杉在北歐神話中是非常神聖與重
要的一種樹木，它更是北歐神話
中，撐起與連接九個世界的世界之
樹，有非常強烈的「保護」之意。
貫穿世界的神木為人類提供了庇

護，使人得以在一個安全的情境與環境下得到各層
面的進化與成長；它同時也是一個古老智慧的載
體，能夠使我們接觸更深層次的知識，與世界真樹
也有一種生死循環的意思，每一個層次的蛻變都將
引領人進入另一個更加遼闊廣大的新世界。
在幸運符文中，擁有增強整體性與保護功效的功

能。
關鍵字：保護、安全的成長、堅定信念、智慧連
結、蛻變。
14. 佩索（Perdhro）魔法，代表字母「Ｐ」
魔法符文是個象徵「神秘」意義的符號。它代表
與「直覺」、「第六感」、「秘
密」和「超自然」有關的事物；同
時也具有如同大富翁內的「機會」
與「命運」這樣充滿隨機性、難以
捉摸的意涵。
當魔法符文出現在占卜牌陣中，

它可能代表有某樣事物被隱藏了起來，但很快就
會以正面的情況重見天日；亦有建議占卜者，透過
自身的直覺與第六感去解決問題、突破困境的提
醒。
魔法符文將會帶來神奇的好運與奇蹟，可能是一

筆偏財、一個原先沒被注意到的機會、一份指引的
降臨等。
另外魔法符文也能用來作為祈求懷孕與生育相關

的祈禱。
在幸運符文中，可作為求偏財、懷孕、增強直覺

的使用。
關鍵字：隱藏訊息的揭示、直覺與洞悉、好運降
臨、意外之財、幸運女神。

話說風水

抽到吊人牌的你們，這
星期心裡總不是味兒，恐
怕將要有不如意事發生。

財運高掛因為抽到了代
表財富的女皇牌，還要是
女貴人來的呢！

這周會遇上好久不見的
老朋友一齊聚首，魔術師
牌的出現會為你帶來強勁
的人緣運。

這星期會為工作上的事
宜而忙上一整天，戰車牌
的出現並不簡單呢！

這周有點奔波勞碌的感
覺，出現命運之輪牌，令
你們事事未滿意、未滿足
的情緒。

力量牌的出現往往是要
說給你知努力是必須的，
但同時都要有耐性呢。

這星期將有機會遇上生
命中的貴人，他絕對能帶
給你重大的轉捩點。

留意工作上的人事變
動，小人往往在這時候令
到你措手不及，因為魔鬼
牌的出現。

喜歡刺激的你們，這星
期絕對適合你們了，因為
塔牌的出現來得真激烈。

愛情路上滿希望，節制
牌的出現更加令到你們更
守望相助、更愛惜對方。

做任何事情滿有希望是
對的，但都要有好好的行
動力，不要像星星牌般只
想而不做呢。

很開心這星期出現了太
陽這張牌，因為它會帶給
你們無限的溫暖及希望。

文：BENNY WONG塔羅星座塔羅星座

西洋易經……
25個符文意義（五）

風水佈局其實就是氣場調整。巒頭煞與理氣
煞一旦同步施襲，會對住者帶來或大或小的傷
害，多數人不明原委，只感覺新居入住後一切
大不如前︰辦事老是節外生枝，遇阻，不暢，
殊不知這種種異乎尋常現象竟拜家居風水所
賜。
這個周末與公關公司的倫兄茶敘，閑聊中扯

到他公司幾個月前搬寫字樓，入伙前請風水師
堪輿，大師說那大廈還有三十年地運，單位開
揚有對流窗，是個不可多得的好單位。倫兄滿
心欣喜，遵照師傅的囑咐，擺置寫字枱時盡量
避開衰病位，可是入伙幾個月來，工作方面並
沒有起色，反而身體多了病痛，心理上添加了
壓力。
出於好奇，我問他公司什麼坐向，他說向

南，並在紙上畫出單位平面圖，是偏東南抑或
偏西南，他反問偏差是否有不同意義、有天壤
之別。羅庚將360度分為八個方位，俗稱八
卦。每個卦分成三份，磁針指第一份和指第二
三份出現的意義截然不同，故籠統說向南是很
難看出問題的。倫兄說公司離此處不遠，擇日
不如撞日，請我上去幫其覆審一下。
倫兄的公司設於文咸東街一幢舊商業大廈

內。「壬丙」坐向，即坐北向南。雖是七運
樓，但連年定時翻新及更換地磚，算是換了天
心可以當八運樓計。公司開東門，納16文昌
組星，適合腦力工作或從事創意工程。打開大
門，便見單位南面與北面均開了排窗，俗稱對
流窗。兩邊的氣流入屋形成「穿心」，更有前
窗來後窗跑，財來財去的不聚現象。2017年
五黃病星到南，需要用窗簾遮住南邊的排窗，
避免「五黃」病星竄入，同時也能使坐在窗邊
的職員避免了「篤背光煞」。倫兄座位設於西
南，納97回祿，放八粒石春化解。北面窗台
前堆滿書籍，此處是財位，書籍需搬走，騰出
來的位置放水種植物或動水催財。
■文︰勞斯 yukkongsir@yahoo.com.hk

對流窗

台南市玉井區的芒果全球聞名，品種
多樣，台南市政府農會為了保護果農的
權益及果樹的安全，本來已於去年開始
不再開放果園給遊客參觀採果。但今年
暑期，為了推廣並滿足廣大香港旅客的
味蕾，特別推出台灣芒果農村體驗之

旅，讓闔家大小能一起到號稱水果王國
的台灣，近距離與芒果接觸。台灣親親
旅行社獨家在取得台南市玉井區農會的
合作後，唯一授權給香港中國旅行社的
遊客到芒果園參觀導覽，並體驗採芒果
的樂趣，現採現食，農會並以產地價格

直接供應給香港旅客採購，中午更是在
玉井區農會的餐廳品嚐在地的芒果料理
餐。
除了芒果農園體驗外，素有「台灣袖
珍版亞馬遜河」之稱的四草綠色隧道，
亦是此次行程的亮點。搭乘竹筏，航行
在舊有的水道運河之中，河岸邊雜以熱

帶紅樹林相伴，招潮蟹、彈塗魚近在咫
尺，蟲鳥齊鳴，甚至還會安排到台南七
股潟湖搭船出海了解養蚵（蠔仔）的生
態，並開放烤蠔仔任食，現已在香港中
國旅行社販售中，在港居民可至香港中
旅門市洽購。

■文︰雨文

消閒消閒GuideGuide

台灣芒果農村體驗之旅

■■四草綠色隧道四草綠色隧道

■■了解養蚵生態了解養蚵生態

同時，因應這系列推出，餐
廳亦特別推介夏日清熱特飲，
當中的潤燥涼粉火麻仁可潤燥
滑腸，排毒美顏；而健脾亞塔
子普洱茶裡的亞塔子是一種熱
帶植物棕櫚樹的種子，半透明
果肉色澤晶瑩透亮，口感柔
韌，健康可口。
另外，這個夏日，餐廳還推出了涼拌日式溫
泉蛋松葉蟹棒雞絲米線，半熟溫泉蛋以約攝氏

63至68度溫泉水煮製，呈金黃色的蛋
黃香甜軟滑，配上米線以及多款滋味配

餸，包括雞絲丶火腿絲丶松葉蟹棒丶酸雜菜丶
芫荽和芝麻一同拌勻享用，清涼開胃。

水煮川味水煮川味
鮮香麻辣鮮香麻辣

你喜歡吃辣嗎你喜歡吃辣嗎？？雖然在這個七月炎熱的夏天雖然在這個七月炎熱的夏天，，吃辣總給人有種很熱的感吃辣總給人有種很熱的感

覺覺，，有時會令人在這麼熱的天氣下卻步有時會令人在這麼熱的天氣下卻步。。不過不過，，筆者發現了今個月有間新派筆者發現了今個月有間新派

米線店特別推出了集鮮米線店特別推出了集鮮、、香香、、麻麻、、辣於一身的水煮川味系列辣於一身的水煮川味系列，，分為一人或二分為一人或二

人餐人餐，，可選牛魔王必吃的可選牛魔王必吃的「「水煮牛魔王水煮牛魔王」」及一次過滿足花心食客的及一次過滿足花心食客的「「水煮自水煮自

由配由配」，」，再配特色小食再配特色小食、、香菜濃湯米線香菜濃湯米線//薯粉及任何凍熱飲品薯粉及任何凍熱飲品，，價格合理價格合理，，嗜嗜

辣的你不妨在炎熱的夏天辣的你不妨在炎熱的夏天，，也來辣一辣也來辣一辣，，或可消暑或可消暑。。 ■■文文、、攝︰吳綺雯攝︰吳綺雯

香港人好食海鮮， 城景國際
City Cafe特別在今個7月推出
「八蟹盛會．海鮮自助晚餐」，
於各國搜羅八款時令靚蟹，包括
皇后蟹、松葉蟹、法國蟹、皇帝
蟹、布朗蟹等，讓客人可以一次
過品嚐8種時令蟹，當中推介包
括花雕蛋白蒸法國蟹 、風味香
辣軟殼蟹、橋底炒荷蘭布朗蟹、
即煮築地蟹皇水蟹粥、黃咖喱煮
皇后蟹等，另有任食空運美國及
紐西蘭生蠔、鱈場蟹腳、布朗
蟹、荷蘭藍青口、澳洲凍蝦 等
時令海鮮及日式刺身，每位客人
更免費獲贈沖繩岩鹽照燒皇后蟹
腳伴日式柚子醋汁一客。現凡出
示城景國際Facebook專頁之自
助晚餐優惠，由即日起惠顧即可
享優惠價成人HK$418起，逢星
期一至四惠顧更額外享「4人同

行1人免費」優惠，生日客人當
月惠顧更尊享免費自助晚餐。
而另一款是「鮑參花膠極尚

宴」套餐（每位HK$298，酒水
任飲），用料也是澳洲鮑魚、海
參、花膠等，配合富地方色彩炮
製多款菜式，包括芝士薑葱焗釀
蟹蓋、蠔皇六頭鮑魚扣海參、桂
林風味啤酒雞、椰汁燉燕窩及樂
雅軒招牌燉湯—羊肚菌燉靈芝功
夫湯等。據城景市場傳訊部的同
事講，知道有人認為他們品種不
夠人多價錢不算平，但他們希望
走精品路線，皆因他們的餐廳只
容納百多人，所以不會搞大堆頭
貨品式的自助餐，要用食材的質
量取勝，令客人吃到高品味的色
香味俱全的佳餚，一分錢一分
貨，熟客就一定知他們不會吃
虧。 ■文、圖︰寧寧

適逢夏天，米線陣推出這個水煮川味系列，
水煮醬汁以馥郁撲鼻的四川麻辣，包括青花
椒、胡椒及辣椒乾等多種辛辣香料熬製而成，
聞起來香麻滿溢。主食共兩款供食客選擇，首
推「水煮牛魔王」（一人餐︰HK$72；二人
餐︰HK$168），餐廳特意挑選坊間罕有的水
煮牛四寶，包括嫩滑牛肉丶牛丶牛肚及牛
舌，配上鴨血丶大豆芽丶芫荽等川味必備的配
菜，麻辣香口。
如不嗜牛肉者，可以選擇「水煮自由配」
（一人餐︰HK$68；二人餐︰HK$158）為主
食，自由配備有多達26款配餸選擇，總有一款

合你胃口，其中更有手工配餸，當中包括滷水
豬大腸、鮮蝦雲吞等由自家廚房精心炮製，款
款真材實料。配餸亦備有川味必備的配菜，包
括鴨血丶大豆芽丶芫荽，非常豐富。

「水煮川味系列」內的四款小食包括脆香腐皮
卷丶香酥豬頸肉丶蒜香手拍青瓜丶醋香雲耳，風
味十足，一人餐可選一款，二人餐則可選兩款。
套餐包括的招牌香菜濃湯米線，湯底以上等豬
骨、金華火腿、白胡椒等精心熬製逾四小時，再
加入香氣四溢的芫荽烹煮，豬骨中的骨膠原令湯
底格外香濃惹味。

同 期 加 映

八蟹盛會．海鮮自助晚餐
四送一 生日免費

配餸豐富 香麻撲鼻

風味小食 自家熬製

清熱特飲 清涼開胃

■■中西合璧風味香辣軟殼蟹加皇中西合璧風味香辣軟殼蟹加皇
帝蟹海鮮配牛肝菌意大利飯帝蟹海鮮配牛肝菌意大利飯。。

■沖繩岩鹽照燒皇后
蟹腳伴日式柚子醋汁

■■北海道帶子松葉蟹肉伴牛油北海道帶子松葉蟹肉伴牛油
果咯嗲果咯嗲■■羊肚菌燉靈芝功夫湯羊肚菌燉靈芝功夫湯

■■涼拌日式溫泉松葉蟹棒雞絲米線涼拌日式溫泉松葉蟹棒雞絲米線

■■「「水煮牛魔王水煮牛魔王」」一人餐一人餐（（HK$HK$7272））

■■特色小食特色小食

■■健脾亞塔子普洱茶健脾亞塔子普洱茶
及潤燥涼粉火麻仁及潤燥涼粉火麻仁

■■水煮自由配水煮自由配

現在，為慶祝餐廳第8間分店開業，由即日起至7月31日，只要你的香港身份證號碼包含
「8」字即可以68折惠顧「水煮牛魔王 / 自由配」套餐，優惠只限米線陣尖沙咀加拿芬廣場分
店。

■■體驗採芒果樂趣體驗採芒果樂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