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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 前 ， 法 國 瓷 器 品 牌 BER-
NARDAUD聯乘香港福茗堂茶莊在銅
鑼灣崇光百貨12樓集雅廊舉辦了一場
「BERNARDAUD×福茗堂－法國
瓷器與中國紅茶的華麗邂逅」賞杯品
茶雅敘，選用如藝術品般典雅精緻的
法國里舞斯瓷器茶具，品嚐福茗堂的
頂級中國矜貴紅茶，以嶄新方式享受
法式下午茶的愜意時光。
眾所周知法國人非常懂得享受生
活，而法式下午茶正好體現法國人的
優雅生活品味。傳統法式下午茶一般

以紅茶為主，較常見的有英式早餐
茶、伯爵茶、大吉嶺紅茶等。由於上
等瓷質茶具能有效保持熱茶的溫度，
故法國人喜用精美的瓷器茶具品茗，
再配以三層架鹹甜糕點享用。
說到紅茶，西式紅茶似乎較為大眾

所熟悉，但其實中國也有許多鮮為人
知的上品紅茶，當中包括一些香濃醇
厚的珍貴茶種。BERNARDAUD與福
茗堂攜手合作，決定一反傳統，創新
地以法國瓷器茶具品嚐中國紅茶，帶
來非一般的品茶體驗。

當一人非常執着，不是自以為是便是原則性過高，當然此種個
性的人除苦了自己，同時也容易傷害了他人。此種人的八字日元
往往是上下通根，例如乙卯日辛酉日等。其實，凡事極端，就算
如成語「一絲不苟」，本來此話是用以讚美一個做事嚴謹認真的
人，但每一樣事情都過分地一絲不苟，不是被定性為「行為潔
癖」，便是完美主義者，甚至被形容為「一條線都過不得」，那
就會變成mean或harsh，不近人情或太苛刻了。
所以，好的事情或做法，過了頭那就不太好，因此中國人的
哲學就鼓吹「貴在中庸」，但也要「不爭之爭」，既爭取又不爭
取。或許記性好又看過電影《葉問》的人，一定覺得非常熟悉，
這兩句，正正就是葉問一角的對白。
因此，凡事有兩面，宏觀如經濟學所講到的那隻無形之手、均
衡點、自由市場，都被認定為最好的創富方法。所以如若採用阿
當史密斯的主張，不干預市場，什麽小政府、大市場，全由人類
自私所形成的供求去決定一切的話，無怪乎，香港遇到曾蔭權在
位時，採取積極不干預政策，對公營房屋幾乎「零」供應，才有
今天房價天價，供求不均，導致幾乎連一點立錐之地也難找到的
局面出現。
所以西方經濟學，又被人稱古典經濟學，「古典」？即是

「out咗」，幸好中國之所以由一窮二白，短短30年間左右，躍
升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系，就是因為此雙軌制，既有國企又有民
企，互有良性競爭之餘，各有優點。而一旦面對外資、金融大鱷
的追擊，私人企業卻難以抵擋危機，但綜觀國企又不及民企的靈
活與進取。
無怪乎有學者稱呼西方經濟學是「理論神學」！
對不起，說得太遠了，其實五行學理也非常重視「兩手」、
「雙軌」及「平衡」之學問，例如我生者，金生水，木生火，水
生木，火生土，土生金；即天干乙生丁，丙生戊等，一比一的分
量，稱之為吐秀，為人有秀氣，有捨棄心，慈悲聰慧，理解力
強，且通情達理。
但吐秀過分，即比例不對稱，例如辛生壬，丁生戊，乙生丙，
癸生甲，己生庚，「辛壬」就會變成唯利是圖，而「丁戊」無力
堅持，於是精明變計較，缺點就會出現。
以下與大家分享一個無意中看到的一則娛樂新聞報道，便是我

頗為欣賞的吐秀格。

例子：
黎 戊 我
姿 庚 夫宮 內外卦

曾經一線的女藝人，既要早出身，「戊」生「庚」，大金庚吐
秀可從事演藝事業，有光芒外，亦有精明的一面，即「看得見的
尊貴」。當然，此宮乃夫宮，也表示其配偶亦是非常之精明。
由於此名字只得兩個字，所以既是內卦也是外卦，也是夫宮，
「內卦」者為自己一切相熟，親密關係的人，包括兄弟，姊妹。
外卦即朋友，社交圈子的外人。由於「戊」即我，生即是愛、生
扶內外卦，所以她對受嚴重意外重傷之胞弟「黎嬰」照顧有加，
不離不棄，慈悲精明，即雙手作事，平衡，實令人欣賞。
現在她已改名為黎珈而，而最巧合的是此組合仍然是戊庚癸，

頭兩字仍然沒變，所以其經營的美容集團可做到有聲有色，可以
上市，完全靠她的吐秀及精明。
當然，從其八字的資糧來看，用我前文所教之五行學理，火剋
金打木就更能看到其配偶背景及有傷的情況：

日 月 年
己 丁 辛 食

夫宮 未 酉 亥
己乙 辛 壬甲
比卩 食 財官

丁剋酉打乙木，在地支代表手腳有傷，而「官」星甲、夫星、
在祖上宮合夫宮，即「甲」「己」見「辛」有貴，年紀大但有
貴，宿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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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札記：
承擔不等於偏激

食得滋味食得滋味

法式下午茶愜意時光法式下午茶愜意時光
文、圖︰雨文

早前，麗新餐飲與著名台灣食品品
牌KiKi合作在同一舖內開設「茶．
米」餐廳及「KiKi茶」店，餐廳室內
設計風格簡約，處處展現返璞歸真的
生活態度，設計師選用木材、石材、
水泥、紅磚、藤、黃銅等天然材料，
營造自然舒適的氛圍。牆上放有色彩
斑斕的壁畫及選用雀鳥形的群組燈，
襯托出和諧愉悅的氣氛，讓一眾饕客
悠然地享受精心佳餚及茶飲。
以亞洲傳統市集文化為藍本，「茶
．米」主打一系列亞洲地方美食，行
政總廚周智偉表示：「香港是文化之
都，來自不同地方特色的菜式都應有
盡有，我們希望將日常的粥、粉、
麵、飯類等菜式，以非一般的佐料重
新結合呈現。而在茶飲方面，我們與
KiKi團隊經過多月不斷用心試味及改
良，專注打造大家喜愛的台式茶飲風
味。」
在午餐時段，餐廳會供應粥粉麵飯
及素食套餐，包括主菜、前菜、精選
甜品及一杯豆漿、夏枯草或竹蔗茅
根，每款套餐售HK$148，食客亦可
多加HK$18，轉配KiKi茶特飲。至
於單點菜式，餐廳亦提供一系列特色
生滾粥、自製手磨米漿滑腸粉、亞洲
風味炒粉麵及KiKi拌麵、特色釜飯、
素食菜式和各式各樣的亞洲風味小
菜。

例如，自
製手磨米漿

製成的櫻花蝦蟹肉撈腸粉，腸粉即叫
即做，有別於一般傳統中式腸粉，餡
料不是包裹在腸粉內，而是放在腸粉
上，滿滿的櫻花蝦及新鮮蟹肉與腸粉
拌勻。同時，富香港地道風味的避風
塘豬頸肉炒河及海鮮湯麵也值得一
試。另亦可選西班牙辣腸排骨釜飯，
偉師傅將米、高湯及所有食材同時放
入鍋內煲煮，令米飯吸盡高湯、西班
牙辣肉腸及排骨的精華，不用多加調
味已惹味非常。
當然，這兒最大特色是在餐廳內的

「KiKi茶」，KiKi茶主打台灣天然茶
飲，嚴選來自台灣的茶葉、黑糖及蔗
糖，並於餐廳內引入全港第一部、美
國BKON真空萃取泡茶機，其使用的
萃取技術，不用兩分鐘，便可以根據
不同的水溫及經過兩次抽真空，萃取
不同濃度和味道的茶，將茶葉的精華
及獨有的味道，發揮得淋漓盡致。
其團隊貫徹品牌堅持專業和細心的

態度，專程由台灣請來調茶師，為香
港團隊培訓出精確的沖茶技巧，打造
一絲不苟的台式茶飲。偉師傅與KiKi
茶團隊研發出三款自家手作特色味道
珍珠：川味珍珠、夏枯草珍珠及芋頭
珍珠，每日限量發售。KiKi茶外賣餐
牌已有最少十六款茶飲可供選擇，堂
食亦將供應五款人氣之選，包括金鑽
鳳梨青茶、雪絨川味珍珠冬瓜茶、夏
枯草珍珠茉莉綠、堅果奶蓋KiKi烤茶
及黑糖珍珠鮮奶。

近年，台式茶飲風潮席捲香港，各式各樣的台式茶飲店如雨後春筍般湧現，現在除

了街上的茶飲店外，有些更開設成餐廳，成為非一般茶飲店，提供台式茶飲之餘，亦

供應特色美食，如麗新餐飲與著名台灣食品品牌KiKi合作，在金鐘太古廣場推出兩個中

檔餐飲成員——主打亞洲地區美食的「茶．米」及首推台式茶飲的KiKi茶。同時，台灣

元祖級珍珠奶茶店「翰林茶館」亦進軍尖沙咀海港城，推出招牌茶飲及一系列以茶入

饌的美食。這樣，食客可在繁囂的市區，躲在舒適偌大的餐廳內稍作休息，悠然享受

一頓頓豐盛的佳餚，再呷一口清新的鮮萃茶，實在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文︰吳綺雯 攝︰雨文、焯羚

已有 32 年歷史的「翰林茶
館」，首家於1986年在台南赤崁
樓旁的民族路上誕生，現在已搖
身一變成為「翰林茶餐飲連鎖集
團」。茶館既是珍珠奶茶的始
祖，亦是黑白珍奶的原創者，主
打的黑白珍珠熊貓奶茶當然必
試，以獨家配方調成，茶韻悠長
的紅茶底醇厚濃滑，晶瑩剔透的
白珍珠，顆粒較小，但不失咬
口；黑糖珍珠則大大粒，口感煙
韌，味道香甜。追求健康的客人
更可選用鮮奶珍珠奶茶，淡淡的
奶香，更添滋味。
近年，冷泡茶的熱潮勢不可

擋，利用長時間浸泡茶葉，令茶
的甘甜慢慢釋出，相較於咖啡或
熱泡茶，冷泡茶釋出的咖啡因含
量更低，而翰林的冷泡茶更採用
原片茶葉，較坊間的香醇。冷泡
茶製作看似簡單，但其實非常講

究時間和水溫精準的控制，稍一
不慎則會令茶葉走味，而香港分
店則推出翰林全球獨家的草莓果
粒冷泡紅茶，味道甘甜，毫不苦
澀，清甜草莓香氣更令人回味無
窮。
茶館內，除了招牌茶飲，更有

一系列以茶入饌的美食，店內設
用餐區域，餐牌內有多款台式美
食，當中有不少菜式皆加入了茶
的元素，例如鐵觀音茶麵，採用
日本古茶麵技術，以茶入麵，用
炭燒鐵觀音融入麵條，每一啖彈
牙麵條，都帶着鐵觀音的清香，
更有點焦糖餘韻，再配上不同的
食材，例如紅燒牛腩、客家鹹豬
肉等，令整個茶麵的質感再提升
至另一個層次。另一推介普洱茶
葉蛋，更是以雲南普洱茶滷製三
天三夜而成，破殼而出的茶香加
上土雞蛋的蛋香，觸動味蕾。

非一般茶飲店攻港非一般茶飲店攻港
邊吃邊喝悠邊吃邊喝悠閒閒自得自得

■■櫻花蝦蟹肉撈櫻花蝦蟹肉撈
腸粉腸粉（（HK$HK$8888））

■■海鮮湯麵海鮮湯麵
（（HK$HK$9898））

亞洲風味小菜配台式KiKi茶 以茶入饌配翰林珍珠奶茶

■■翰林茶館小翰林茶館小
食︰烤香腸食︰烤香腸、、脆脆
脆杏鮑菇脆杏鮑菇、、椒鹽椒鹽
花枝丸花枝丸（（33粒粒））。。

■■翰林茶館翰林茶館
於尖沙咀的於尖沙咀的
分店分店。。

■■翰林茶館職翰林茶館職
員在炮製熊貓員在炮製熊貓
珍珠鮮奶茶珍珠鮮奶茶

■■草莓果粒紅茶草莓果粒紅茶
高山金萱高山金萱（（香港香港
限定版限定版））

■■珍珠奶茶珍珠奶茶

■■客家鹹豬肉茶麵客家鹹豬肉茶麵

■■餐廳室內設計風格簡約餐廳室內設計風格簡約

■■茶茶．．米與米與KiKiKiKi茶同在一舖內營運茶同在一舖內營運

■■避風塘豬頸肉炒河避風塘豬頸肉炒河（（HK$HK$118118））

■■行政總廚周智偉與行政總廚周智偉與
其招牌西班牙辣腸排其招牌西班牙辣腸排
骨釜飯骨釜飯（（HK$HK$9898））

■■餐廳以亞洲地道小菜為主餐廳以亞洲地道小菜為主，，並首推台式茶並首推台式茶
飲飲。。

■■五款人氣之選茶飲五款人氣之選茶飲

■■賞杯品茶雅敘賞杯品茶雅敘

■■武夷金駿眉與珍貴華麗的武夷金駿眉與珍貴華麗的VENISEVENISE搭配搭配

得到金星眷顧，投資生
意皆無往而不利，貴人照
耀。

煩惱多事奔波勞碌，心
情煩躁，以靜制動，勿衝
動！

萬事皆在變動當中，勿
意氣用事，凡事應以合作
行先！

樣樣事胸有成竹，旺事
業財富，不妨大膽出擊！

人緣強勁，留意身邊的
機會，大有機會找到個好
對象呢！

不宜急進，應以長遠目
標為主，勿因一時之氣，
而後悔莫及！

多計劃多思考，從事創
作策劃人士有利，其他事
項則平穩。

大吃大喝沒煩事，唯一
留意伴侶的訴求，勿忽略
另一伴侶呢！

宜小投資買賣，皆可望
有不俗的斬獲，好好把握
良機。

注意身體要多休息、多
調理，皆因你並不是鐵
人，多加注意手腳問題。

日捱夜捱，還是多作休
息吧，要學習固本培元
呢！

考慮與女性朋友合作等
事宜，可有不錯的效果
呢！

文：BENNY WONG塔羅星座塔羅星座

■■鳥鳴秋意系列鳥鳴秋意系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