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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式豚肉串燒
自家創意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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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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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nny Wong
得「導師中的導師」美譽。

魔

水晶礦石真的有能量嗎？（上）
東方所說的業障，也就是西方
的負面能量。懂得運用水晶礦
石，能加強你的身心靈健康成
長。
剛接觸水晶或接觸水晶很久的
朋友，不懂如何運用水晶能量來
改善生活，這樣真的很可惜……
朋友及客戶們也不懂為何我每
天都要用水晶來做功課？
最主要是因為人體上的七脈
輪，而神奇有效的水晶礦石顏色能量，若剛好對應在人體的七
個脈輪，就可以運用光波與水晶礦石顏色能量，進入失衡的脈
輪頻率中，來協助回復脈輪應有的能量正常頻率。
當我們的七個脈輪當中有淤塞的情形（卡住就是所謂的業
障），卡住的負能量會影響到運氣與健康，造成工作、感情、
健康與財運的不順。所以，每天運用水晶勤做功課（透過水晶
來清業障），在生活上、個性上、感情上，健康與財運都會有
明顯的改善就是這個原理！

近日，大家由於非洲豬瘟
關係，對吃豬卻步，不過這
間由日籍料理達人 Kei San 親
自監修的日式豚肉串燒專門
店 Moku Moku Yakiton， 主
要豬種來自岩手縣產白金
豚、山形縣產豬腩、西班牙
伊比利亞黑毛豬、本地新鮮
豬內臟，得衛生署嚴格把

■串燒大廚
串燒大廚Gary
Gary

關，希望讓食客食得安心，
能一次過品嚐這麼多款的新
鮮豬料理，豬肉控的你不容
錯過。

■人氣日式豚肉串燒專門店一系列特色豬料理

文、攝︰吳綺雯

向以來，香港常見的串燒店，主要食材通常以雞為主，今次 Moku Moku Yakiton
有別於一般的串燒店，除了有多款不同豬肉串燒外，亦有市面少見的豬內臟串燒
系列。另外，尖沙咀店亦特設白金豚特撰，加入白金豚肉流心蛋卷、十分罕見的白金豚
豬雜鍋等，供一眾豬肉控品嚐，令人回味無窮。

一

創意特色豚肉料理
由入行超過 16 年、曾於多間日式料理餐
廳擔任主廚、出身自串燒界代表南蠻亭的
串燒大廚林智聰師傅（Gary）坐鎮，將多
年豐富和食及串燒經驗融會貫通，悉心設
計多款創新菜式，誓必成為人氣日式豚肉
串燒專門店！Gary 入行十數年，認為串燒
是一門手工藝。他喜歡與客人交流，希望
吸收不同意見，創出更多更獨特的菜式，
令客人享用到豬的極致味道。
於香港出身的Gary 花時間研發了多款符
合香港人口味的創意特色料理，如豬肝醬
釀雞翼、需要高難度技巧處理的豬肚串、
白金豚肉流心蛋卷和十分罕見的白金豚豬
雜鍋等，都是尖沙咀店限定。另外更提供
自家秘製醬汁，如日本梅醬、番茄味噌醬
等，令人驚喜不斷。Gary 更將港日飲食文

■西班牙產串燒拼盤

■白金豚豬雜鍋
化結合，製作出新派日式料理。作為豬的
忠實粉絲，不想錯過的就要專程來厚福街
品嚐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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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雨文

親製
「櫻桃小丸子」
糕品
奇華餅家去
年於中秋期間推
出的「小丸子奶
皇月餅班」大受
歡迎，為感謝一
眾「櫻桃小丸
子」迷及顧客的
支持，奇華工作
坊於今年新春期
間再度聯乘「櫻
桃小丸子」，推
出新春限定課
程 ——「 櫻 桃
小丸子臘味蘿蔔
糕 及 紅 棗 糖 年 ■奇華餅家林師傅示範製糕程序
糕」班，讓你可
親身體驗製作新春賀年糕品外，更可帶回家中與摯愛一同品嚐
這份獨一無二的喜慶滋味。
港式臘味蘿蔔糕材料選用自家製的奇華鮮肉臘腸，以頂級豬
上肉作食材，酒味香濃，肉香四溢；而製作紅棗糖年糕過程中
需親手將紅棗磨成棗蓉，極具挑戰性，陣陣濃郁棗香，入口香
甜軟糯，令人回味無窮。完成後，除了可以帶走兩款親手製作
的糕品外，更附送精美的「櫻桃小丸子紙盒」作包裝。此課程
亦另設有親子班，讓你可與小朋友合力製作賀年糕品，一同提
早體會濃濃的新年氣氛，小朋友又可以體驗製作傳承至今的經
典賀年美食。
此外，亦會隨課程附送總值超過港幣 80 元正的櫻桃小丸子
精品，包括「櫻桃小丸子 A4 文件夾」、「櫻桃小丸子揮春」
（一套四張）及「櫻桃小丸子利是封」（一套十個）乙份，櫻
桃小丸子及花輪同學分別換上旗袍、唐裝，造型相當俏皮搞
鬼。明天截止喇，想參加即上 https://studio.keewah.com 登
記。

■厚切白金豚肉

■櫻桃小丸子臘味蘿蔔糕及紅棗糖年糕
■煙燻豚和卷

■沖繩豬手

自家釀製果酒燒酎

■多款果酒燒酎

說到串燒當然少不了冰涼的飲料，新
店提供多種自家釀製果酒，最適合與朋
友把酒言歡。除了一般串燒店提供的啤
酒和日本酒之外，尖沙咀店更增添了多
款果酒，如英式紅茶、伯爵茶、藍桑
子、紅莓等口味，配以 25%酒精的燒
酌，令燒酌更容易入口。多款口味，總
有一款合你心水，同時亦可減低串燒的
油膩感。

■參加工作坊的
參加工作坊的，
，可得
可得「
「櫻桃小丸子揮春
櫻桃小丸子揮春」。
」。

塔羅星座

文：BENNY WONG

若果在平穩中加多些努
力，就更加完美了。

女皇牌顯示了財富的豐
收，早前的難題，被你的
毅力所征服。

遇上難事，不要收藏心
裡，坦白說出來，有人助
你渡過難關的。

思考近來的方向，千萬
不要錯悔當初，時光是不
留人的。

任性頑皮的你，不要小
看自己的破壞力，星星之
火可燎原。

力量牌提示你要量力而
為、以靜制動，不宜主動
出擊，留守待發。

魔鬼牌纏身，小心合約
條文，勿亂簽文件，誤交
損友！

鐵人也需要休息的，要
保持良好的身心靈才能繼
續發光發熱的。

鬥氣經常發生，雖然無
傷大雅，但也令你身心勞
累。

不妨多出外旅行走走，
吸收大自然的空氣，對運
程還有幫助！

工作壓力頗大，工作量
不斷增加，上司對你施
壓，令你進退兩難。

你說什麼愛侶都認同，
甚至盲目追隨，愛情就是
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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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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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札記：苦海紅塵
有言道：「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加上人生無常，往往
在滾滾紅塵內，就算得人身，無福無慧，也是極其悲哀的
事。尤其女生，在古時封建社會，男尊女卑，固然對女性不
公平。
但就算現今社會不斷提倡男女平等，但要做到公平談何容
易，沒有事情是絕對公平，只有感情領域的問題上，才有機會
是公平的。有男生被女生傷害感情，一般而言，男性只付出一
時，在熱切追求的初段，為達到追求的目標，往往最容易被傷
害。
有一例，有一日本男性，曾受女生傷害過感情。事業穩定
後，竟然娶虛擬歌手——初音。所謂虛擬即不存在，雖然是虛
擬偶像，但也願意大擺筵席辦婚禮，何等莫名其妙！
近 乙
藤 庚 我
顯 甲 妻宮
彥 庚
這姓名的妻宮，認真莫名其妙！庚代表科技，而「沖」即：
甲庚沖，乙辛沖，丙壬沖，丁癸沖，就代表「動」，動則不穩
也，所以兩庚沖兼剋盡甲木，妻宮氣絕，不穩，打絕，因此才
出現「既存在也不存在」的概念情況，在此應化了「虛擬新
娘」
！
當然有男性被傷害感情，自然亦會有女性被傷感情的事情發
生。從近排花生指數極高的男藝員疑似「𡁻完鬆」事件，遭女
影迷大控訴，只願與人家發生性關係，從不曾想過負責任。
黃 丁 我
子 甲 異性 宮
恆 庚
1）本來丁火代表彬彬有禮，有風度 。
2）更由於有甲木生丁火，本來會有自重感 。
3）但甲木被剋，被沖，形成多情而欠穩定性 。
其實男女之事，永遠恍似一本讀不透之書，但畢竟任何一方
受到傷害，遇人不淑，皆是痛苦萬分的。
有一喪盡天良的例子，天津男子張軼凡，相信任何人等只要
聽聞此報道無不指責此人，為了一己之私，平時過着奢靡生
活，豪爽打賞主播，電腦儲存了 158GB 的色情片，又經常購
買線上色情服務也算吧，但居然為了巨額保金而殺妻！
事緣，為了支持自己奢靡的生活，居然打算殺妻，而殺妻前
購買了多份保險，保險額竟高達三千多萬人民幣。 然後帶着
妻子與二十個月大女兒，一家三口同赴泰國布吉旅遊，最終被
揭發暴毆妻子及將之溺死，其後訛稱妻子意外溺斃，多份保險
金的受益人全是他。
當看見屍體傷痕纍纍後，其妻子的父母情緒即時失控！天
呀！殺人還可以如此的泯滅人性！幸好，天網恢恢，疏而不
漏，事情終水落石出。
張 丙 我
軼 庚 妻宮
凡 甲 卩（妻星）
1）由於金代表貴，現實，精明，而火剋金，就代表不貴，
動武，亦有「不生性」的趨向，有水轉化則另作別論，無轉
化，壞習慣如嫖賭飲蕩吹的情況屢見不鮮。
2）妻宮被甲沖，關係不穩而加上被丙火剋，自己不貴之餘
更對妻子不好，甚至動武。
3）所以戊戌年，丁化動變丙，辛化動變庚，自然剋甲木，
才有動武殺妻的念頭。
最後，懷古思念一例子，就是「秦淮八艷」之冠陳圓圓。陳
圓圓，字畹芬，明末清初名妓，相傳也有傾國傾城之貌，無怪
乎外戚周奎欲將之獻給崇禎，可她的命途多舛，一生中被
「嫁」了多次，每一次都是她始料不及又無法作主的。
陳圓圓身不由己的一生由名字組合是否可看到端倪？
陳 己我
陳 己我
圓 甲 內卦
畹 甲 化退乙
圓 甲 外卦
芬 乙 化進甲
男女宮及內外卦都與我尅合，合入我，一種無可奈何的關
愛，非常喜愛自己，雖非我所願；因被甲木（官星）剋合，官
星代表伴侶或男性朋友(壓力煩惱由此而起，內卦外卦剋合表
示無論相熟與否，皆容易生傾慕之情，一種無奈的鍾愛）。就
算用陳圓圓的字畹芬來看，甲乙化進化退，伴侶不穩定，亦會
有相同情況出現，當下就會驚嘆人生的無奈及姓名學學理之神
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