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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雨文

新都城中心一期
「仲夏
『食玩』
派對」

踏入八月中，暑假即將完結，小朋友要上學去了，趁還有約三星期，你們還會到哪
兒遊玩？最近，筆者發現一年一度大受歡迎的 Sanrio 展覽今年首次移至澳門舉行，早
前筆者更率先走進了位於新濠影匯 8 號轉播廳舉行的「Our Sanrio Times」，同時亦在
大和夏祭市集裡品嚐和風美食，如爸媽只有一至兩天的假期，而又是 Sanrio 粉絲，不
■ 高 達 3.5 米 的 巨 型
Hello Kitty毛公仔
Kitty 毛公仔

妨過大海，帶同子女一齊穿越時光隧道，締造溫馨天倫樂，過一個寫意的暑假。
■文、攝︰吳綺雯 小模特兒︰梓諾

炎炎夏日，由即日起至8月20日，陽光房地產基金旗下上水中心
購物商場及將軍澳新都城中心一期以沙灘營地作場景佈置，並聯同
本地漫畫作者貓室合力大搞「食玩」派對。貓室筆下主角人物癲噹
及一眾好友齊齊換上沙灘裝或山系造型擔任暑期活動大使，與各位
顧客及粉絲互動狂歡，又食又玩，共度暑假沖走悶熱。
仲夏「食玩」派對活動精彩浪接浪，當中重點推介：夏日輕食
Market——精心搜羅多款特色消暑、潮流美食，上水中心更引入兩
大人氣甜品店期間限定登場，有日本京都抹茶甜品過江龍茶匠清水
一芳園及世界第 2 好味雪糕蜜瓜麵包。而且，在周末期間，大家可
玩「甜甜圈大對決」攤位遊戲，一顯身手同時為「民社服務中心」
籌款做善事；消費滿指定金額即可換領癲噹 & Friends 萌爆限量禮
品。

新都城中心一期 夏日送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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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進時光隧道 重拾童年時光
■Sanrio
Sanrio小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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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和夏祭市集
嚐盡東瀛滋味

■ 和風佈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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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朋友像潛入了毛公仔中
當走入「我們的 Sanrio 年代」
展覽中，猶如走進了一條時光隧
道似的，每個 Sanrio 卡通人物都
是時代的標記，陪伴我們成長。
今 次 ， 場 內 共 有 100 個 經 典 角
色，超過2,000隻公仔登陸，對於
現在的小朋友是頗新鮮的，但對
於一眾爸媽們，可能是他們重拾
童年時光的時候，同時也可與子
女交流一下爸媽的童年回憶，是
一堂不錯的親子課。

■與大口仔合照
展覽區內，分為多個主題區，
如 Sanrio 時 光 隧 道 、 懷 舊 小 經
典、毛公仔世界、公仔紙變變
變、懷舊文具屋、手繪展覽室、
繪畫教室、Sanrio 小鎮、友誼森
林、士多啤梨新聞室、士多啤梨
事務所、封面照相館及 Sanrio 遊
澳門等，每個區域都有特定的經
典卡通人物，當中最吸引小朋友
的莫過於高達 3.5 米的巨型 Hello
Kitty 毛公仔，以及一眾 Sanrio 家

■與Patty & Jimmy合照
族成員的毛公仔隧道，他們都好
奇地觸摸。
對一眾車迷的小朋友，這個
「Sanrio 小鎮」的確迷倒他們，
這 兒 100 個 Sanrio 經 典 角 色 齊
集，有些成員會坐上帶有懷舊復
古風的 Sanrio 號列車，是仿照東
京 五 反 田 於 1970 年 代 開 業 的
Sanrio Gift Gate 的裝置做藍本，
小 朋 友 登 上 列 車 可 與 Patty &
Jimmy及大口仔合照。

■設計精美的照
片，每張
每張$
$80
80。
。

至於在遊玩上，這兒重現了爸
媽兒時玩換公仔衫遊戲的「公仔
紙變變變」，小朋友急不及待地
替 Kiki 及 Lala 紙公仔換上新裝。
同時，位於士多啤梨新聞室裡，
粉絲可一覽歷年經典的士多啤梨
■Sanrio
Sanrio遊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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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羊居居酒
屋的甲羅燒。
屋的甲羅燒
。
■日本溫室蜜
瓜 可 麗 餅
（ $40； 配 雪
糕︰$50）
如不想太趕的話，不妨也可考慮住宿套
票，如夏祭家庭樂酒店住宿套票（由 HK
$1,298 起），包括了「大和夏祭巿集」澳
門幣 250 元現金券及超級英雄禮品包等，
可由即日起至 8月31日入住。同時，亦有
我們的 Sanrio 年代酒店住宿套票（由 HK
$1,298 起），包括「我們的 Sanrio 年代」
門票三張及 Sanrio 特別版紀念品一份等，
可由即日起至9月3日入住。

共同遊樂留影 打開記憶寶庫

■小朋友在士多啤
梨新聞室裡玩樂

遊畢展覽後，不妨走到附近的大和夏祭
市集醫肚，這兒佈置成如和風一樣，設有
和食和手工甜點的食檔，限時匯集了
Sanrio 角色蛋糕、水信玄餅、各式抹茶甜
點、雪糕、大阪燒、章魚燒、甲羅燒、日
式炸雞、沖繩美食等，配一杯冰凍啤酒或
創意茶飲，風味十足。

■公仔紙變變變
新聞之時，小朋友也可坐在士多
啤梨造型的咕上玩樂。
最後，爸媽與子女不妨在封面
照相館來張合照，成為士多啤梨
新聞的封面人物，而在展覽接近
出口處，展示了以澳門特色文化
■會場限定商店

及文化遺產的拍攝場景，Sanrio
家族到訪大三巴、澳門旅遊塔等
熱門景點留影，是一個不錯的拍
照點。
加上，一系列如會場限定手機
殼、行李箱貼紙套裝、隨身充電
器、帆布袋等商品率先登場，而
會場限定商品店設於展覽場內，
只限入場人士選購。每位粉絲更
可憑預售門票到現場換領一套
「Our Sanrio Times」獨家限定
特別版貼紙，而在會場限定商店
購物滿$200 商品可隨機換領一款
獨家限定精美磁貼，款式多達
100 款。展期至 9 月 3 日，正價門
票$150，粉絲們萬勿錯過。

同

期

加

映

香港著名西洋玄學家，天生一對藍瞳
目，能靈視你的未來，擅於各類型西洋
法館
占卜術，超過二十年的占卜經驗，更獨
Benny Wo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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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魔

西洋易經……
25 個符文意義（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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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波洛卡（Berkana）
誕生，代表字母「B」
誕生是一種母性力量（創造）的展現，也是一個
象徵生育的符文，一個與「家庭」互相連結的符
文。通常代表的是指心靈層面的歸處。
誕生除了有新生命的誕生的含意，也有新想法的出現、新路程的
顯現、新的展開等等的意思。它提醒占卜者要用母親一般溫柔、耐
心的態度去面對事件。若是此時有什麼計劃正在釀續，它的出現是
一種督促與鼓舞實行的意向。
在幸運符文中，有加強耐心與母性溫柔的功效，亦有守候新事件
展開的提醒。
關鍵字：孕育、溫柔與耐心、實行計劃、家庭。
19. 耶瓦茲（Ehwaz）
駿馬，代表字母「E」
駿馬是一種移動的力量，象徵「遷移」與「改
變」。可能暗示即將遷入新住處或者是有身體或
心靈上的改變。
移動也可能是「旅行」的展開，是一種良性且正
面、穩定的前進、緩而漸進的發展。
另一說法則說駿馬符文有忠誠與毅力的展現，亦是一種沉穩力量
的表現方式。
在幸運符文中，有協助自身的轉變、使事件朝好的方向展開、旅
途平安的功效。
關鍵字：移動、改變、正面的前進。

■文︰雨文

仲夏池畔派對
投入伊維薩風情
隨炎炎盛夏氣溫高企，正是參加狂熱
派對消暑狂歡的最佳時機。澳門派馳「仲
夏池畔派對」於今個夏日載譽重臨新濠影
滙，在熱帶主題室外游泳池景區內再度捲
起一股西班牙熱情小島的伊維薩風情浪
潮。而且，於今個星期六（8 月 19 日）的
池畔派對最終回，將由美國重量級浩室混
音天王兼格林美得獎唱片騎師 Roger Sanchez 壓軸演出，於晚上 10 時池畔派對結
束後，大家亦可繼續徹夜狂歡，延續狂熱
節奏。

塔羅星座

新都城中心一期特別為本報讀者送出夏日
禮品，禮品為癲噹&Friends 百變抱枕空調被
或夏日沙灘拖鞋，名額各 8 位，如有興趣的
讀者，請選取喜愛的禮品，並剪下此文匯報
印花，貼於信封背面，連同 HK$10 郵資的
F4 回郵公文袋，郵寄至香港仔田灣海旁道 7
號興偉中心 3 樓副刊時尚版收，封面請註明
「新都城中心一期夏日送禮」，截止日期︰
8月20日，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 癲噹&Friends百變抱枕空調被
□ 癲噹&Friends夏日沙灘拖鞋

文：BENNY WONG

今個星期有啲病魔困擾
你，可以多戴白水晶的飾
物來預防一下。

黃水晶能令你今周的財
富更見使，不妨考慮一下
吧！

吊人牌的出現令你今周
要多加留意腰背痛的問
題，可以選擇對腰患有顯
著紓緩的石榴石手鍊。

工作上出現了很多的變
化令你無所適從，多佩戴
茶水晶就能令事情更快、
更順利。

月亮石的光芒更能讓你
硬頸的頭腦及性情柔軟下
來，更能令你人緣大放異
彩。

今個星期要好好打理飲
食習慣，不應暴飲暴食，
不然美好身段就會前功盡
廢的。

抽到代表自己化身的正
義牌，運氣無往而不利，
但要留意小心氣燄過盛
啊。

口多多、手快快就種下
了是非的源頭，可以多佩
戴藍色的水晶，或多或少
也有點幫助的。

人馬女性就真是天大的
喜訊了，抽到女皇牌，購
物都不亦樂乎，但月結單
來時就苦難了。

工作上有點兒阻礙，但
不用怕，綠幽靈水晶能夠
有效幫到你順利過渡。

魔鬼牌的出現往往都會
出現財赤的問題，太陽石
能改善問題及加強財運，
不妨多用。

愛發夢的你今周又胡思
亂想了，不如放個綠松石
的飾物在床頭，能夠有助
安寧入睡的。

話說風水

擇屋

俗話說「福人住福地」。見過很多人在運氣好
的時候，買樓沒有費煞心思，只憑一時感覺便輕易購到旺屋。
相反，走霉運者雖然之前做足準備功夫，但購回來的樓宇卻強
差人意，就算是租屋住，甚至有很多吉樓讓你現址選擇，也不
一定能找到旺自己的吉祥屋。
大廈保安隊目英姐的女兒 Vienna 自從生了 BB 後，一直想將
家居搬近公司，其一方便上落班，二是可以節省乘車時間，早
點歸家照顧 BB，終於在灣仔囍帖街一幢新樓找到兩個較合心
意的單位。一個高層，一個中層。兩個單位各有優點和缺點，
夫妻倆因此便出現了選擇困難症。
星期天下午，Vienna邀約我過來幫她拿主意。於囍帖街，她
看中的大廈前，用羅庚度得乾巽坐向，即坐西北向東南。第一
站是高層的單位，此單位與大廈反方向，開西南門，廳及房的
大窗全部朝西北，下午時分西斜陽光照入大半邊屋。前景開
揚，舉目盡見各大廈的天台水箱，遠處有玻璃建築物像激光柱
似的將太陽光反射過來。這是嚴重的光煞，容易使人脾氣暴
躁。強光同時會影響氣場，氣不聚即財難守，更何況西南大門
今年「破軍」星到，如此單位必然扣分，雖然只租二年，但不
建議。
接我們來到中層的另一屬意單位。這個單位四周高樓，雖
然同樣有西斜，但有樓遮擋，陽光沒有那麼直接和刺眼。幸好
前面是一排矮樓的天台，令前方有個開闢的明堂，不至於「樓
陷困城」。窗前方有一平台可以當為「案台」，遠處的高樓成
了「朝山」。這單位開東南門，今年九紫喜慶星飛臨，有添丁
晉升的好事發生。明年當令財星駕到，這對只簽二年約的她來
說，無疑是個難得機會。大門納吉氣乃可遇不可求，二年後大
門將有「破軍」星降臨（破軍是退氣和被盜），正好符合住二
年便要搬走的Vienna。
文︰勞斯 yukkongsir@yahoo.com.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