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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有云：「男人付出一時，女人付出一世。」現實又是否
如是？有一笑話：「親愛的，你喜歡什麼花？我買給你」
「啊！我只愛一種花，就是『任我花』！」「親愛的，你很
美。」「怎樣美？」「就是想得美！」
我真有一位好友的太太，她的姓名五行組合是「辛壬丁」，
她對其夫說：「我要求不高，只想買東西時，不需要看價格
牌，這不算過分吧？！」我聽罷，只有唯唯諾諾，虛應了一
下，就不知如何是好……而我這位朋友，他的姓名五行組合是
「乙壬壬」。這是一個無常、令人唏噓的感情故事，而用姓名
學的學理去分析其兩性相處關係，它所顯現的側重性如下：

男命 乙 我
壬 妻宮
壬

–從男命的角度看，「壬」代表容易被多變、帶點任性個性
的女士所吸引，而「壬乙」，即水大木漂，由於姻緣以致自己
要離鄉別井，而壬水生乙木，由於生即生扶、幫忙的概念，但
分量不適中，反而造成過度幫忙，拔苗助長。

女命 辛 我
壬 夫宮
丁

–從女命的角度看，「壬」水無制也無根，由於「我」是辛
金，是細金，要生大水「壬」，會出現疲極之象，於是覺得自
己已為這位丈夫弄致心力交瘁，但由於「辛」會理智分析，最
後覺得還是現實一點好。
雖知，無論在男方，知道女方生自己，即對自己有愛，而女
方亦會生夫宮，也愛丈夫，為何也出現分手的結局？
這就是感情無常，蜜月期如磁石般相吸時，男為女放棄香港
一切，遠走他鄉，女的也為男奔波前程，彼此排除艱難才走在
一起。如今此情不再，變成陌路人。
無怪乎，有一笑話：「有人問，如何找到幸福婚姻？」答

道：「在圖書館的科幻小說中就找到！」當然不是全部的姻緣
都如是，畢竟也有善姻緣，不過為數不多而已。
話說回來，一般人而言，能找到一個對方重視自己多於自己

重視對方，應該較有更強的幸福感。例如找到對方是「吐秀
格」，所謂「吐秀格」即我生者+ + 或- -互見：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庚 辛 壬 癸 我
丙 丁 戊 己 庚 辛 壬 癸 甲 乙 夫妻宮

例子： 呂 丙
慧 戊
儀 戊

–喜歡穩重、成熟、有承擔型，縱使沒有多大情趣，也覺對
方吸引；
–自己確立了要對伴侶多加愛錫、重視。
當然有些總格是非常容易遇人不淑的情況，舉兩例以資說

明：

例一： 張 壬 我
慧 戊 夫宮
儀 戊

–根據此總格，對她有吸引力的那類異性具有「戊」土的特
性：看起來要穩重、成熟、有承擔的那一類男士，可是事與願
違，時常會判斷錯誤！
–原因是五行物理現象「壬」水在上，「壬」水類比大海之
水，有任性一面、愛自由、不受管束、多主意。「壬」水性向
低流，偏偏遇着戊土，粗暴阻截，故此格局非常不吉，會遇人
不淑，在感情事，總令自己時常動彈不得，內外交困。

例二： 陳 己
雅 丁
倫 己

–此人喜歡「丁」優雅的對象，有情調；
–但「丁」火本屬脆弱的五行，當一「丁」生兩己土，氣極
弱；
–當夫宮氣極弱時，當然感情便難以成事。

（待續）

食得滋味食得滋味

姻緣篇（續）

文︰雨文

滿記甜品繼早前為大家帶來矚
目全城的Little Twin Stars夢幻甜
品屋，早前再度與 Sanrio聯乘合
作，位於銅鑼灣的滿記甜品旗艦
店及西貢總店搖身一變打造充滿
舊香港情懷的滿記甜品 ×Hello
Kitty「復刻甜品屋」，呈獻一系
列以可愛經典Sanrio 人物Hello
Kitty為主題的自家製甜品及懷舊
精品，讓一眾Hello Kitty粉絲們
一起重溫美好經典回憶。
「復刻甜品屋」以懷舊港式甜
品檔為設計藍本，筆者尚未踏進
店內，已不難發現店外一系列充
滿Hello Kitty元素的裝潢佈置，
而門口別具西貢標誌性的牌坊不
但加插Hello Kitty的代表性蝴蝶
結，Hello Kitty更特別以懷舊裝
扮站在牌坊大門歡迎大家。
而且，周邊亦有不少其他懷舊

佈置，如玻璃樽汽水收納箱、
Hello Kitty倩影的相畫、一盞盞
紅色吊燈及霓虹招牌等，帶領大
家走進上世紀80年代別致港式懷
舊甜品的世界，猶如大家坐上時
光機，旁邊更設有Hello Kitty懷
舊影樓，滿佈Hello Kitty的可愛
造型，處處都是影相位。
為了配合「復刻甜品屋」的主

題，滿記特地炮製一系列Hello
Kitty精美甜品，特別精心挑選招
牌中式甜品巧妙改造，變成充滿
回憶的Hello Kitty主題甜品，如
蘋果杞子燉桃膠（凍）、芒果桃
膠雪蛤膏（凍）、焗蘋果西米布
甸（熱）、Hello Kitty香蕉船、
雜果涼粉西瓜盅、Hello Kitty小
巴脆多士、椰汁芒果糯米飯及椰
汁芒果河粉等。
當中筆者特別愛蘋果杞子燉桃

膠（凍），整個蘋果挖空，內裡
載滿滋潤的杞子燉桃膠，整個蘋
果盅更以冰鎮上碟。Hello Kitty
香蕉船巧妙加以Hello Kitty與好
朋友Tiny Chum於香蕉船上，而
Hello Kitty小巴脆多士則在脆多
士內夾上粟米蛋沙律，並以香腸
作車輪，以仿照當年大家乘坐小
巴到西貢。
同時，滿記還精心設計多款

Hello Kitty懷舊造型禮品發售，
如懷舊瓷碗套裝、懷舊搪瓷杯連
蓋、陶瓷吸水杯墊（圓形及方
形）及膠紙帶等，重拾當年收藏
卡通精品的美妙回憶。
「復刻甜品屋」由即日起至

2019年1月6日，堂食每位最低
消費HK$125，每枱用餐時間為
75 分鐘，Hello Kitty 迷不容錯
過。

趣致甜品美點趣致甜品美點
賣相討好惹垂涎賣相討好惹垂涎

由即日起至9月2日，全港首個梳乎蛋精選美
食節登陸朗豪坊，7大人氣美食品牌推出獨家首
創梳乎蛋Comfort Food，從味覺及視覺着手，
治癒你的心靈 。例如，鮮製香腸專家
「Gusteau's」 、 摩 登 養 生 品 牌
「CheckCheckCin」、主題甜點店舖「山下菓
子」、知名乳酪雪糕品牌「Smile Yogurt」和欣
宜星級曲奇「Homie Cookies」等，以及人氣餐
廳——日式甜點名店「i Cremeria Cafe」和港式
甜品代表「滿記甜品」，為各位粉絲送上滋味、
梳乎的Gudetama Comfort Food。
美食以外，場內更有5大戶外野餐風的打卡

位，當中如新角色「雞動哥」及「蛋黃兒」等，
並設「梳乎限定店」獨家優先首賣官方精品，讓
各位生活修行者以這個集食、買、玩的「朗豪坊
Gudetama梳乎美食遊」為「朗豪坊Gudetama
梳乎遊記」的終站，功德圓滿！

隨着處暑過去，天氣漸漸涼快，筆

者終於感受到秋天的來臨，胃口也隨

之大增。最近，筆者看到不少趣致又

可愛的甜品美點，賣相相當討好，尤

其是卡通人物 Helllo Kitty 主題的美

食，以及種種創新的甜品，在未品嚐

之前，眼睛已經大快朵頤，手機還可

以先食了。

文、攝（部分）︰吳綺雯

甜蜜滿記 復刻回憶

滋味梳乎 治癒心靈

■■椰汁芒果河粉椰汁芒果河粉 ■■Hello KittyHello Kitty香蕉船香蕉船

■■Hello KittyHello Kitty小巴脆多士小巴脆多士 ■■蘋果杞子燉桃膠蘋果杞子燉桃膠（（凍凍））

■■一系列以可愛經典一系列以可愛經典Hello KittyHello Kitty為主題的自家製甜品為主題的自家製甜品

■■餐牌以餐牌以「「糖水日報糖水日報」」設設
計計

■■朗豪坊朗豪坊GudetamaGudetama梳乎美食遊梳乎美食遊

■■梳乎美食梳乎美食

■■滿記甜品滿記甜品×Hello Kitty×Hello Kitty「「復刻甜品屋復刻甜品屋」」牌坊大門牌坊大門

■■室內設計充滿上世紀室內設計充滿上世紀8080年代別致港式年代別致港式
懷舊甜品世界懷舊甜品世界。。

■■經典紅白藍紙經典紅白藍紙
傘傘

■■雪糕菠蘿冰雪糕菠蘿冰

■■桌椅設計有不同的桌椅設計有不同的Hello KittyHello Kitty主主
題畫作題畫作

■■懷舊搪瓷杯連蓋懷舊搪瓷杯連蓋

魔術師牌令你長袖善
舞，對需要人事工作的朋
友，絕對是事半功倍。

皇后牌令你財運大上大
落，既搵錢又大使，豪氣
非常。

月亮牌代表情緒上的不
安，將有要事令你心情十
五十六。

留意節制牌所帶給你的
反思，有時間回想前事，
也可以進步起來。

留意一下高塔為你帶來
的機會，有危亦有機，一
切考考你的眼光了。

當皇帝牌出現，工作新
轉機，如能好好把握，成
功自然在望的。

抽到隱士牌，學習能力
特別強勁，亦不滿現狀，
因此進修連連。

命運之輪出現，生活上
出現不可抵抗的改變，準
備迎接新的一天吧！

萬樣事從根基開始，若
想一步成功，恐怕力有不
逮，實幹要緊。

多加留意，可能會有人
正在暗戀你，單身人士要
留意。

出現了死神牌，不用太
擔心，死神的出現可能正
代表舊患真正得到治癒
了。

新機會在眼前，機會是
不等人的，因為太陽牌在
前方照耀你呢！

文：BENNY WONG塔羅星座塔羅星座

拉麵迷必試！卡樂B首度聯乘人氣拉麵王一風堂，將一風堂
其中一款招牌拉麵赤丸新味的精華，與卡樂B薯片融合，炮製
成今次卡樂B×一風堂赤丸新味薯片，用上一風堂25年歷史的
烹調秘方所製作出來的濃郁豚骨湯底為基礎，再配上黑蒜油及
秘製味噌而成，以紅色加白色的包裝設計，封面配上其招牌赤
丸新味拉麵的照片。
打開包裝，即散發濃郁的豚骨湯香味，入口香脆可口，啖啖
豚骨滋味衝擊味蕾，黑蒜油及秘製味噌逐步滲透於口腔中，愛

吃拉麵及薯片的你不
容錯過。這薯片淨重
量55克，全由香港
工場新鮮生產，讓大
家品嚐到最新鮮的薯
片，產品已於各大超
級市場、便利店及零
售店以期間限定形式
發售。

食薯片享拉麵滋味

■■卡樂卡樂B×B×一風堂赤丸新味薯片一風堂赤丸新味薯片

姓姓名館名館

禪悟居士，正職與玄學、術數無關，信奉
藏傳佛教，自初中開始在「玄學發燒友」父
親耳濡目染下接觸面相、紫微斗數、八字等
知識，再經父介紹認識了教授佛法之恩師，
除學習佛學之外，恩師亦傳他文王卦及陽宅

風水至今35個年頭。2013年通過禪定，悟得前所未有的契悟，
終明白了五行與際遇實相之間的關聯性，像石破天驚一樣，整合
了一套獨一無二、與宇宙本體相應的禪悟姓名學，依此因緣，祈
以公開部分千古未傳姓名學之奧秘，望有緣人得到裨益！

facebook: 禪悟—千古未傳姓名推命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