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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年戊戌年，由於上戊下戊，戊屬大土自然剋水，剋
水的效果，自然水無靈動性，流動性受掣肘，自然貿易不
章，而不流的水就變臭變腐，所以十一劃及七劃之姓氏，
不是受衝擊的感覺很強，就是感到煩擾及被不開心的際遇
影響。
而今年己亥年2019年，土退氣，自然內地有弱勢之

象，受正路的外緣力量針對和衝擊，甲己剋合，但甲己結
果又化大土，故無大礙。
但從個人際遇而言，姓陳、馬、郭、嚴……等十劃之姓

氏的讀者們，需特別留意，會受到身邊相熟的人，包括親
人、丈夫、妻子、子女、朋友等，他們雖出發點未必有惡
意，但亦會好心做壞事，弄巧反拙，給予你衝擊和壓力，
同時亦要小心官非、是非會隨時發生。
而在健康層面，己（細土）可代表石，由於「甲己」代

表膽，甲會反剋辛（管道），小心膽管、尿管有石阻塞，
若廚房雜物一多，亦隨時有膽石、脂肪肝出現！
當然，甲代表頭，己合甲，隨時頭會生瘤，可幸的是，

以良性居多，還有一點就是，姓氏十劃的人，亦會因為異
性緣而感到壓力。
以下便是一些媒體新聞出現的例子：

例子一： 月 年
陳 己 戊 己(我、瘤)
淑 壬 辰 亥
莊 己 戊乙癸 壬甲(頭、官非)
–己土除代表石仔外，也可代表小的瘤，小的瘤合入

頭，即甲木，自然除官非外，也代表頭生瘤。
例子二：何艷娟之「爺孫戀」結束後，被媒體踢爆與另

一位百億男士交往甚密，那位男士姓名如下：
陳 己 (我) 己
燿 乙 (異性宮) 甲 亥
璋 戊 壬甲 乙
–乙木是異性宮，化進成甲木，即異性宮化動，合自己

（己土），有蜜運到，但甲木會剋合己土，所以蜜運令自
己有壓力。
十劃的姓氏當然不只陳姓，當然還有其他姓氏同屬

「己」土，例如飽受「安心」偷食事件影響的馬國明、被
控涉嫌強姦非禮的藝人高雲翔等。
其中一單駭人聽聞的新聞主角，在熟睡中被智障妹妹挖

掉眼珠的個案更震撼人心。一個坎坷家庭在4月30日，女
子突然由睡房走出向正在廳熟睡的66歲長姐施襲，二姐
在聽到呼叫後醒來立即制止，幸好制止及時。而此新聞主
角正正就是姓「馬」，十劃己土。
再舉另一TVB藝人郭子豪的例子：繼涉嫌醉駕被捕

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又被揭背女友「偷食」港姐鄧
卓殷，遭正印發現，最終分手收場。
所以，不難發現，己亥年，如馬國明「己壬乙」、郭子

豪「己甲辛」、高雲翔「己辛丁」等個案的共同點就是
「己」土被甲木剋合，因此有時剋合的力量也不能小看
啊！
當然亦有「己」土的人是遇上喜事的，說的就是37歲

女藝人陳法拉，在今個月己巳月下嫁法籍外交官：
陳 己 己 己 (我)
法 乙 甲 夫宮/異性宮 巳 亥
拉 乙 甲 丙戊庚 壬甲 乙(夫宮)
–己（我）落運，同時甲木化退成乙木（夫妻宮）動，

乙木剋己土，即我被管束也，婚姻訊號出現，而在總局
中，兩乙化進成甲木，合自己「己」土，所以出現非常親
密的男女關係，亦有機會觸發子女宮。
–而己土受到丙火（印星）所生，即巳月得到婚配地位

的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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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札記之己亥年
的啟示

百力滋向來是休閒小食之
一，夏天來臨，固力果百力滋
決定為全港零食迷帶來清新感
覺，推出全新期間限定之「固
力果百力滋芫荽味餅乾條」，
外盒設計別出心裁，滿滿的芫
荽圖案帶來自然清新感覺。芫
荽味百力滋採用真實芫荽製
成，並保留原香原色，令百力滋呈現成淡淡青草綠，入口
更散發濃郁芳香的芫荽味，而每一支百力滋都經過烘焙而
成，口感特別鬆脆，芫荽控不容錯過！
另外，卡樂B薯片口味一直層出不窮，每次均為零食迷

帶來無限驚喜，適逢今年卡樂B屹立香港25周年，品牌破
天荒推出兩款全新香港地道口味：「深井燒鵝味薯片」及
「細蓉味薯片」，每一塊均充滿地道特色滋味，每一口均
充滿香港濃厚情懷。
兩款全新口味薯片各具特色，「深井燒鵝味薯片」入口

鵝香滿溢，恰似剛出爐之熱辣辣燒鵝可口惹味，燒鵝的炭
燒及醬汁味道配合
得恰到好處；而
「細蓉味薯片」入
口則散發淡淡鮮蝦
餛飩鮮甜味，滿滿
的本土獨有情懷。
兩款口味都充分代
表着香港，亦是屬
於香港人的味道。

食得滋味食得滋味

零食好滋味
文：雨文

在一系列「龍皇御膳」菜式，澤師
傅是有參考孔子後人提供的孔家食譜，
澤師傅糅合特殊烹調技巧和視覺美學，
其中的「龍皇吐霧酒香鮮鮑魚」、「石
鍋龍皇御膳泡飯」最為突出。
龍皇吐霧酒香鮮鮑魚（HK$88），
這道菜特別嚴選珍貴的南非6頭孔雀鮑
製成，鮮鮑以秘製滷水汁浸泡，分外鮮
甜入味。最特別的是這道菜式除了用料
上乘，師傅更創新地糅合現代視覺元
素，上菜時會先將乾冰鋪滿底部，然後
食用皂的氣泡逐漸越脹越大，直至爆破
的瞬間煙霧瀰漫整個餐桌，頓時呈現恍
如「龍皇吐霧」的仙境，蔚為奇觀。
至於石鍋龍皇御膳泡飯（HK

$198），韓式石鍋當然吃得多，但
中式石鍋泡飯吃過嗎？泡飯用
的湯味道幾乎決定了好吃與
否，澤師傅就用孔府招牌的
三套魚湯，即用牛骨、豬
骨、魚煲數小時，得出的
精華湯，再將石鍋燒熱，將
新鮮的龍蝦肉、番茄粒、勝
瓜粒、大頭菜粒、葱花、草菇
粒、米飯逐一放入石鍋炒一
下，然後將三套魚湯倒入，便製
成「石鍋龍皇御膳泡飯」。飯粒吸收
了三套魚湯的精華後，吃起來粒粒飽
滿，味道上更感鮮香暖胃、不油不膩，
食時加脆米，口感更好。

糅合粵菜精粹與魯菜元素

在香港的歷史上在香港的歷史上，，觀塘區給人印象都是工廠區觀塘區給人印象都是工廠區，，消費力不高消費力不高，，看似沒什麼高檔餐館看似沒什麼高檔餐館，，近近

年多了金融機構年多了金融機構、、媒體媒體、、影視製作公司進駐影視製作公司進駐，，自然也多了一些高質的食店自然也多了一些高質的食店。。在觀塘駿業街在觀塘駿業街

5858號的號的Club EastClub East洞天大廈就有多間不同類型食店洞天大廈就有多間不同類型食店，，其中有間叫孔夫子中菜酒樓其中有間叫孔夫子中菜酒樓，，由多年由多年

來醉心鑽研孔府菜的主廚譚澤權來醉心鑽研孔府菜的主廚譚澤權（（澤師傅澤師傅））掌舵掌舵，，糅合粵菜精粹及魯菜元素糅合粵菜精粹及魯菜元素，，為食客呈獻為食客呈獻

新派孔府菜的獨特味道新派孔府菜的獨特味道，，他們以時令高級食材入饌他們以時令高級食材入饌，，再配合師傅精心設計再配合師傅精心設計，，菜式變成藝術菜式變成藝術

品品，，由即日起至由即日起至77月月3131日更特別推出日更特別推出「「龍皇御膳龍皇御膳」」菜式菜式，，當中主打的當中主打的「「龍皇吐霧酒香鮮鮑龍皇吐霧酒香鮮鮑

魚魚」」更巧妙地利用食用皂來製造餐桌上的更巧妙地利用食用皂來製造餐桌上的「「龍皇吐霧龍皇吐霧」」奇景奇景。。 文文、、攝︰寧寧攝︰寧寧

日 式 丼 物 專 家 丼 丼 屋
（DONDONYA）致力提供
正宗日式丼飯及多元化日式餐
目，每年更積極走訪日本全
國，搜羅不同地方的名物丼，
務求將東瀛味覺新感受帶到香
港。為了持續給香港食客帶來
新鮮感，餐廳於2016年起從
「日本丼物選手權」引入多款
當地名物，更於上年起與日本
權威丼物組織「全國丼連盟」
聯手合作，今次已是第二回聯
乘。由即日起，丼丼屋於全線
分店獨家推出來自日本大阪老
店的美食「滑蛋吉列豬扒
丼」，同場加映更有兩款特別
口味「芝士番茄滑蛋吉列豬扒
丼」及「泡菜滑蛋吉列豬扒
丼」，一次過滿足多種口味。
三款丼物均是日本大阪著名吉列豬

扒丼專門店「喝鈍」之人氣丼物，老店
一代傳一代，開立至今已有36年歷
史，以招牌吉列豬扒丼招徠一眾丼迷。
能夠在美食餐廳林立的大阪屹立數十
載，甚至累積不少對丼飯有相當要求的
常客，足見「喝鈍」的吸引力，最近更
於新一屆「全國丼物大賽」的「吉列豬
扒丼部門」中獲得金賞丼物的美譽。

今次登陸丼丼屋的「滑蛋吉列豬扒
丼」以秘製的高湯炮製，配上日本產豚
肉及雞蛋，雖然食材簡單，但「喝鈍」
講究細節，呈現傳統正宗滋味。「喝
鈍」亦不斷作出新嘗試研發更多新口味
去滿足不同客人，創出驚喜新版「芝士
番茄滑蛋吉列豬扒丼」及「泡菜滑蛋吉
列豬扒丼」，分別加入意式香濃芝士番
茄及韓式酸辣泡菜為丼物增加層次及口
感，別有一番風味。

新派孔府菜獨特味道

另外，陳年花
雕焗龍蝦尾（HK
$128 每位），以
中式的陳年花雕稍
作調味，混合飽滿
多汁的龍蝦肉鋪在
殼上，再掃上一層
惹味的蒜蓉牛油，
更使龍蝦尾肉質爽
甜彈牙之餘蝦味濃
郁，如想吃此菜，
必須預訂。
而黑松露魚扒
也很有創意。另一洞天一品小炒
皇（HK$238），用了海蔘、XO
醬、鮑魚絲、西芹、腰果等材料

鹹鹹香香，加上鑊氣十足，令人
食指大動。過去只有名門、達官
貴人才能吃到的美味佳餚，如今
你也可以吃到了。

「龍皇御膳」呈龍皇吐霧

不一定名門
也可吃到的佳餚

同 期 加 映

大阪老舖之味
「滑蛋吉列豬扒丼」重現

文︰雨文

■■孔夫子主廚澤師父孔夫子主廚澤師父

■■石鍋龍皇御膳泡飯石鍋龍皇御膳泡飯

■■黑松露魚扒黑松露魚扒

■■孔夫子孔夫子

■■陳年花雕焗龍蝦尾陳年花雕焗龍蝦尾

■■丼丼屋與丼丼屋與「「全國丼連盟全國丼連盟」」聯手合作聯手合作

「「滑蛋吉列豬扒丼滑蛋吉列豬扒丼」」
定食定食

■■「「芝士番茄滑蛋吉芝士番茄滑蛋吉
列豬扒丼列豬扒丼」」定食定食

「「龍皇吐霧酒香鮮鮑魚
龍皇吐霧酒香鮮鮑魚」」

■■「「深井燒鵝味薯片深井燒鵝味薯片」」
及及「「細蓉味薯片細蓉味薯片」」

■■芫荽味百力滋芫荽味百力滋
採用真實芫荽製採用真實芫荽製
成成

■■固力果百力滋固力果百力滋
芫荽味餅乾條芫荽味餅乾條

節制牌正好表示你必須
從生活各種的細節裡學習
同包容。

女皇牌的出現，就像金
星降臨在你身上，照耀得
財富、人緣異常順利。

月亮牌令到你心情煩
躁，心緒不靈，會有失眠
的狀況呢！

太陽牌的出現將會照耀
你整個星期，日日是好日
呢！

隨着星星牌的出現，正
好表現了你諗頭多多，從
事設計的人士真是一大喜
訊。

認真要留意了，因為魔
鬼牌的出現會令到你在金
錢上略有損失，要密切留
意呢！

高塔這張牌不要太擔心
住，因為這可能會是一個
新的轉變機會呢！

有事情重新計劃過，因
為舊的不去新的就不會
來，這正是正義牌所帶來
的啟示。

感情上像吊人牌一樣縣
吊着，令人不安的事情發
生，但只要樂觀面對自然
能得到解決。

皇帝牌令你脾氣大壞，
小小事情也能令到你大動
肝火，苦了身邊人。

不知道點解懶惰的你今
個星期突然努力激進起
來，原來是隻戰車牌搞鬼
呢！

魔術師令到你想到要多
外出、結識更多的朋友
仔，令你圈子更闊更廣
泛。

文：BENNY WONG塔羅星座塔羅星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