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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神話中的
雅典娜女神，把第
一棵橄欖樹種植在
亞克波里斯的岩石
間，賦予它能量。
從此，地中海沿岸
特殊的地形和氣
候，造就出橄欖樹獨有的生命力及對人類的貢獻，因此被
奉為生命之樹；橄欖樹的枝葉被作為聯合國 「地球和
平」的標幟，也是健康的象徵。
追溯橄欖油在地中海文明史中的蹤跡，可以發現它幾乎

無處不在，自始至終就被當地居民視為神賜的禮物。古希
臘傳說中，智慧女神以劍觸地，播下橄欖樹的種子，為新
生的雅典城帶來了光明和希望。
羅馬傳說中，大力神行走在地中海沿岸，手持的橄欖手

杖一路留下樹根，自此橄欖油融入地中海人民生活的各方
面。在克里特島米諾斯王宮遺址中，考古學家發現了許多
存放橄欖油的陶罐和榨油的石製工具。壁畫中描繪了
3,000多年前地中海人用橄欖油祭神的場面。種種證據表
明，在古地中海人的眼裡，橄欖油的妙用無窮：除食用
外，希臘人為運動員塗抹橄欖油紓緩肌肉，女子用橄欖油
保養皮膚。可以說，地中海文明的成熟與橄欖油的浸潤密
不可分。
要說橄欖油是上天賜予地中海的禮物，不是沒有道理

的。直至科技昌明的今天，橄欖油仍是這片土地的重要物
產和驕傲。據國際橄欖油理事會近年來的統計，98％的橄
欖油產自於地中海周邊國家。其中西班牙是全球最大的橄
欖油生產國和出口國，每年的橄欖油產量在60萬噸以
上，50％用於出口。而希臘人稟承了老祖宗愛油用油的傳
統，年均人消費橄欖油20升，居全球第一。
橄欖油之所以眷顧地中海這片土地，與這裡得天獨厚的

氣候條件直接相關。橄欖樹喜歡溫暖乾燥的生長環境，不
能忍受低於零下12攝氏度的低溫。地中海地區冬季溫暖
漫長，夏季炎熱乾燥，日照充足，土壤多為沙地，非常適
宜橄欖樹的成長。橄欖樹通常在5、6月份開花，花季後6
到8個月，也就是11月到來年3月進入橄欖成熟收割期。
橄欖油被譽為「液體黃金」，是當之無愧的綠色保健食

品。科學家研究發現，
橄欖油有着其他動植物
油無法比擬的優勢。它
不含膽固醇，卻含有油
酸等不飽和脂肪酸和多
種維生素，對心血管疾
病、糖尿病和癌症等都
有預防作用，此外它還
能增強消化能力，幫助
骨骼生長，治療燙傷……甚至有人作出結論：克里特島上
百歲壽星多，就是因為他們食用橄欖油。其實橄欖油最令
人着迷的地方是它獨特的口味。
同時常吃橄欖有助提升財運與運氣，在西方魔法世界裡

橄欖更可以治療各種不同的疾病，讓惡運與詛咒遠離你，
猶如得到雅典娜女神的保護一樣。人類利用橄欖樹木已經
有很長一段時間。古希臘神話中有這樣的記載，女神雅典
娜在雅典城聖殿山之間種植了一棵橄欖樹，這棵樹具有照
明，治癒和賦予營養的力量。聖經裡也談到， 摩西下令
免除橄欖種植者的兵役。橄欖枝是和平和繁榮的代表，橄
欖油是純淨和善良的象徵。 古希臘奧林匹克競賽的優勝
者被授予橄欖葉編織的花環。

話說風水

為迎接戊戌狗年的來臨，MegaBox由即日
起至3月4日特別與風靡全港的超人氣卡通片
Nickelodeon《PAW Patrol汪汪隊立大功》合
作，舉辦「MegaBox×PAW Patrol喜氣洋洋
慶新春」大型宣傳活動，包括連串精彩節目
及極具特色的新年裝置，為大家帶來一個喜
氣洋洋、旺氣逼人的狗年。
在商場L5的全港首個《PAW Patrol 汪汪
隊立大功》新春主題大型賀年裝置中，5位
《PAW Patrol》主角以「喜氣洋洋慶新春」
為主題，齊齊首次換上賀年新裝，於各個充
滿中國賀年氣氛的主題裝飾，為大家送上新
年祝福。10呎高穿上唐裝服飾的Chase聳立

於裝置中央向大家拜年，加上特有可愛狗腳
印金元寶及金幣，定必成為拍攝熱點！
同時，於Chase旁邊可愛甜美的Skye已將

粉紅直升機停泊於停機坪上，大家可坐機上
拍照留念，寓意狗年旺到飛起！大踏步向前
走，便看到首度換上小鳳仙裝扮的Everest帶
着花開富貴新春花籃，歡迎大家投入新春
PAW Patrol世界！放眼遠望，大家更可坐上
金幣車與財神爺Rubble一起鏟金幣，沾沾旺
氣，希望新一年富貴吉祥！而穿上紅噹噹賀
年裝扮的Marshall 更帶同「學業進步」揮
春，祝願所有小朋友狗年學業順利，取得好
成績！

■■新春主題大型賀年裝置新春主題大型賀年裝置。。

■■汪汪喜慶攝影區汪汪喜慶攝影區

踏入新一年，
正值草莓最當造的
季節，arome東海
堂嚴選日本九州盛
產的赤莓新鮮直送
到港，呈獻「九州
赤莓」蛋糕系列，
當中全新的「赤莓
．濃情」九州赤莓
慕 絲 蛋 糕 （HK
$268），雪白的忌
廉面層鋪滿日本九
州原粒赤莓，鮮紅
奪目的赤莓灑上金
箔，部分更以香濃
的黑朱古力點綴，
味道香甜豐腴的赤莓與朱古
力完美配合。鬆軟的海綿蛋
糕夾層豐富，細緻幼滑的牛
奶慕絲和草莓慕絲蘊着粒粒
草莓果凍，每一口都縈繞着
驚喜誘人的草莓滋味。
而帶有淡淡粉紅色的綿密

海綿蛋糕輕輕盛
載着兩層由日本
直送的新鮮原粒
九州赤莓的「美
人．赤莓」九州
赤莓慕絲蛋糕
（HK$348），
經過精心挑選色
澤艷紅的赤莓佈
滿面層，配以珍
貴金箔及天使光
環般的忌廉襯
托，外形時尚精
緻。蛋糕內蘊藏
細緻幼滑的草莓
慕絲、蛋白蛋糕

及草莓白朱古力脆脆等，帶
來多重口感。中層再鋪滿綻
放着絲絲莓香的草莓果凍，
每一口都享受到甜美果香的
極上味覺體驗，適合在不同
的活動及聚會中與三五知己
一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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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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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聖的橄欖……神聖的橄欖……
「「液體黃金液體黃金」」

陽宅風水雖然講究前有明堂後要有靠山，但對
靠山就有一定的要求，如果怪石嶙峋、寸草不生
就不是好靠山，反成惡煞沖背，其應數在於使家
人事業受挫，小人纏繞，貴人乏力。而明堂遇
煞，壓力重，健康差，抱負難於施展。
浩仔住在黃大仙區一幢新型豪宅高層，後面以

獅子山作靠。入住兩年來，事業運反覆，太太體
弱多患，下屬陽奉陰違，不依指令導致工程屢屢出錯。浩
仔束手無策，開始懷疑家居風水有問題。
那個周末來到上址，因為主人房置於大廈後背，從落地

大窗望出去剛好見到獅子山的獅頭。他說之所以買這裡，
是因為當年廣告以見獅子山為賣點。他心想天天見獅子，
或可令自己像雄獅般勇往直前，闖出事業新天地。可惜，
事與願違，入住後不久就厄運連連。有朋友曾說他可能命
弱食不消這獅頭山之威力，問是否有這樣的講究。
「獅子山頭石壁嶙峋，風水上稱為『廉貞山』。以此等
惡巒為靠山，也不用我多說，你們入住後的際遇已經證明
了。」
他忙問有沒有化解辦法。
想減弱「廉貞煞」的影響，大窗必須長期落簾，這樣一
來，主人房將失去日夜之分。
來到大廳前的企樓，見對面幾幢大廈的天台水箱一字排

開，上面密密麻麻豎着各種發射器，還有一口鍋形衛星接
收器。先不說輻射，就以這些發射柱以及大鐵鍋構成的形
煞已經很強勁。直柱形體的發射器，於巒頭叫「頂心
煞」，會使人脾氣暴躁，不利健康。至於「鍋形煞」，會
導致家人整天周身疲倦及精神不振。
浩仔問能否擺些什麼來擋煞。
屋前屋後的煞氣實在難以抵擋，擺什麼法器都無濟於
事。根本住在這裡有如置身險境，長此以往只會換來衰敗
與退財，故建議他搬為上策。
浩仔對這屋情有獨鍾，要放棄，真有點依依不捨。

■文︰勞斯
yukkongsir@yahoo.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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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gaBox×PAW Patrol

喜氣洋洋慶新春

■文、圖︰雨文

「九州赤莓」蛋糕系列

家家戶戶都會於農曆新年相聚，以豐盛
的佳餚慶團圓、賀新歲。曾連續五年榮獲米
芝蓮一星殊榮的城市花園酒店中菜廳
「粵」，將於2月16日起推出「春盈福滿九
大簋」（每席HK$3,800，8位用）。「九
大簋」是昔日富貴人家的喜慶筵席，以九道
佳餚奉客以示隆重。時至今天，坊間已鮮見
「九大簋」宴，大多隱身於客家圍村之中。
酒店中菜部行政總廚賴正成師傅特意把
這一份傳統味道帶入酒店，讓更多食客能一
嚐傳統民間風味。賴師傅更加入優質食材，
包括首度引入香港、深受世界級名廚推崇的

愛爾蘭Silver Hill頂級鴨肉及上乘龍蝦，打
造富貴版「九大簋」宴，與大家一起尋味迎
新歲。
「九大簋」中的所有菜式均同時奉上，
營造豐盛之感，寓意盤滿缽滿。饗宴中沒有
特定的上菜次序，但大多會以水鴨湯為始，

炒粉絲作結。當中的菜式
如吉祥水鴨花膠湯、鴻圖
龍蝦饌、新春迎銀鴨、富
貴蠔豉卷、鳳凰醉鍋、年
年有餘龍躉球、五福臨門
炆豐肉、豐盈濃汁燴花
菇、翡翠上湯炆魚鰾及古
味炒長遠等。

春節饗宴春節饗宴
「「粵粵」」喜迎狗年喜迎狗年

今年，迪士尼樂園及
三間迪士尼主題酒店亦
於今個新春呈獻近70
款賀年美饌，由傳統賀
年大餐到特色小食，應
有盡有。樂園內美食如
大街餐廳的「大街新春
套餐」、廣場飯店的「賀年宴」及市集餅店
與戶外小食亭的賀年小食如「年年有餘」

等。而迪士尼好萊塢酒店的影廠酒
廊亦推出特色菜餚「撈起」，寓意風生水
起，福氣滿滿。

城景酒店
的樂雅軒於2
月起推出全新
新春撈起全饗
宴，每位只需
HK$368起即
可嚐到濃厚節
日氣氛的賀年
菜，包括新春
撈起拼盤、鮑
魚花膠功夫湯、金盞獅城蝦球等
11款意頭菜，於新一年為大家帶
來滋味滿載的中式盛宴！席間更
無限供應指定啤酒、紅白餐酒及
汽水，無論是與親友聚餐還是過
年過節宴客，肯定能讓你大飽口
福！

新春撈起全饗宴，包括新春
撈起拼盤、「如魚得水」鮑魚
花膠功夫湯、「哈哈大笑」金
盞獅城蝦球、「好事大利」蠔
豉炆豬脷、「身體健康」金勾
瑤柱銀絲雜菜煲、「年年有

餘」女兒紅蒸斑球、「鴻圖大
展」桂花糖吊燒雞、「五穀豐
收」荷葉臘味糯米飯、「金銀滿
屋」流心煎堆仔、「笑口常開」
笑口棗及「幸福團圓」十勝紅豆
沙配麻蓉湯圓，供應期為2月1
日至28日。

位於尖沙咀的點一龍，以精緻
粵式點心及巧手小菜馳名，由2
月1日至3月2日，總廚古炎龍師
傅為春節推出共六款別具心思的
賀年小菜，分別以好兆頭的新春
賀詞為名，包括「生意興隆」瑤
柱甫北菇扒生菜（HK$168）、
「金銀滿屋」金沙帶子（HK
$148）、「龍馬精神」馬蹄杞子
翡翠蝦仁（HK$138）、「喜氣
洋洋」洋葱滑蛋帶子（HK
$98）、「家肥屋潤」蓮藕炆腩
仔（HK$93）及「年年有餘」燒
汁葱度魚柳（HK$88），吃過新
一年必定大吉大利！

例如，寓意「龍馬精神」的馬
蹄杞子翡翠蝦仁是清新健康之
選，翠綠西芹與彈牙蝦仁炒香
後，加入爽口馬蹄及甘甜杞子，
色彩繽紛。而名為「金銀滿屋」
的金沙帶子則先將新鮮帶子煎
香，再拌入金黃色的鹹蛋黃醬汁
一同爆炒，鹹香惹味，旁邊伴以
清炒西蘭花，味道及賣相均互相
輝映。

春盈福滿九大簋春盈福滿九大簋

巧心思賀年小菜巧心思賀年小菜

新春撈起全饗宴新春撈起全饗宴

多樣化賀年美饌多樣化賀年美饌

■■撈起撈起
■■新春富貴全盒新春富貴全盒

■■（（上上）「）「龍馬精神龍馬精神」」馬蹄杞馬蹄杞
子翡翠蝦仁子翡翠蝦仁（（HK$HK$138138））
（（下下）「）「金銀滿屋金銀滿屋」」金沙帶子金沙帶子
（（HK$HK$148148））

■■美人美人．．赤莓赤莓

■■赤莓赤莓．．濃情濃情

■■鴻圖龍蝦饌鴻圖龍蝦饌 ■■年年有餘龍躉球年年有餘龍躉球

■■新春迎銀鴨新春迎銀鴨

■■新春撈起拼盤新春撈起拼盤

■■「「如魚得水如魚得水」」鮑魚花膠功夫湯鮑魚花膠功夫湯

■■城市花園酒店中菜廳推出的
城市花園酒店中菜廳推出的「「春盈福滿九大簋

春盈福滿九大簋」」

命運之輪啟示你會有重
大的決定或改變，前路未
知去向，但仍須努力。

女祭司啟示你凡事抱學
習心態，虛心請教，成功
自然在望！

審判牌在即，提醒你勿
失信約，別信口雌黃。

節制牌的出現，來提醒
你別因情緒問題而影響工
作事宜，平常心面對。

尋新工作，最緊要得到
朋友幫助，本星期絕對能
得此運勢。

悠然自得又一星期，太
陽牌的照耀，想差也難
啊，順順利利過渡。

月亮牌會影響本星期的
情感，小心胡思亂想而鬧
意見不和，不值得呢。

星星牌的出現令你有着
童話故事的想法，但也不
能太天真草草了事，也得
努力工作。

礙事的問題隨着正義牌
的出現，終於得到解決，
問題不再糾纏，樂得安
心。

賢者牌有不斷學習的精
神，進修、拓展、大膽是
絕對的決定。

凡事學識忍耐是力量牌
的提示，小心自把自為所
帶來的負能量。

開心是要實踐的，世界
牌是要你讀萬卷書，不如
行萬里路，實踐要緊。

文：BENNY WONG塔羅星座塔羅星座

今年今年，，22月月1616日新春才到日新春才到，，先向大家送上衷心祝賀先向大家送上衷心祝賀，，祝願各位祝願各位

狗年大旺狗年大旺。。雖然離春節還有大約三星期雖然離春節還有大約三星期，，但相信大家都已經想但相信大家都已經想

在哪兒與一家人吃團年飯在哪兒與一家人吃團年飯，，甚至新春後的開年飯甚至新春後的開年飯，，都是為新一年都是為新一年

帶來好意頭帶來好意頭。。作為農曆新年的重要聚餐作為農曆新年的重要聚餐，，當中尤其是以粵菜為主當中尤其是以粵菜為主

的餐廳的餐廳、、酒家的新年菜式豐富酒家的新年菜式豐富，，菜牌寫滿了好意頭菜名菜牌寫滿了好意頭菜名：：生菜蠔生菜蠔

豉豉（（生財好市生財好市）、）、年年有魚年年有魚（（餘餘）、）、生魚湯生魚湯（（生生猛猛生生猛猛））等等，，讓讓

人聽得開心人聽得開心、、吃得熱鬧吃得熱鬧。。今期今期，，筆者為讀者介紹一些賀年美饌筆者為讀者介紹一些賀年美饌，，

大家齊齊喜迎狗年大家齊齊喜迎狗年。。 ■■文文、、攝攝（（部分部分））︰吳綺雯︰吳綺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