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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我與表弟閒聊，他問我一個問題：「做人的意義是
什麼？」我答：「酬業」！「酬」即應酬，「業」即我們
所作的事情、行為，包括好事和壞事，受因果所支配。
由於我們是「凡夫」，在酬業之中，「酬」就變成

「囚」，每個人都囚在不同領域的獄中，有「名」獄，有
「權」獄，有「慾」獄，有「利」獄，有「情」獄……只
要我們還是凡夫就會被無邊無量的「凡籠」所束縛。
一入「凡籠」中，豈得返自然，煩惱不斷，在凡夫的世

界，物質富裕，富貴就是快樂。
所謂有錢就是任性，最近一單娛樂新聞，花生指數甚

高。
話說四太的小兒何猷君，丙甲丙，以99,999支花，包起
了一個商場的數層，實行秘密求婚。
當然花生友的反應兩極，有人覺得真有羨煞旁人的效

果，亦有花生友覺得他土豪之風格比起內地的土豪還更
「土」，無論任何看法，相信也減不了當事人的興致與快
樂，而何猷君相信是富豪何鴻燊少有最搶眼球的兒子，讀
書成才，數學天才，時間比人短便完成麻省理工的學業。
24歲現時已是上市公司主席，絕對是一般人認定的人生勝
利組。
何 丙 (我)
猷 甲
君 丙
丙：有完美主義，熱情開朗，行事自覺光明磊落，但帶

偏激性易躁。
甲生丙遇丙：記性好，通明格，不喜遇壬，有衝擊感。
他所選擇的對象，往往以「甲」的特質最符合他的喜

好，即勤奮而帶點高傲感的女子最符合他的口味。
而這次求婚的對象，是內地有名的超模，她的名字叫奚

夢瑤「己壬辛」。
奚 己 (我)
梦 壬 (夫宮)
瑶 辛
自己是「己」土，個性沉穩，不衝動，早出身（弱土剋

壬水），而「壬」夫宮得「辛」生，財富不俗，但「己」
我的意向希望能駕馭另一半，可惜夫宮「壬」，大水無
制，事與願違。
而危機位在何生而言，妻宮甲除要生自己「丙」亦另生

外卦丙。至於奚小姐的名字外卦亦生自己的夫宮。
俗語云：「在求偶時，男人絕對願意付出一時，再難再

多，也絕無問題，但天下間是沒有越𡁻越甜的香口膠，若
不轉化，少時夫妻老時伴。就會因誤會而結合，就此例
「甲」的個性特質是以自尊心強作為本體而顯現冷傲、高
傲，正正與「己」土駕馭不到的「壬」水，任性的特質所
展現的高傲，既相似又不相同。
所以快樂的開始，到日後有期望上之落差時，能否恩愛

到底，實是很大的考驗。
就算正如周星馳電影裡的名言「愛你一萬年」，做到了

又如何？然後呢？牛頓認為時間是絕對的，愛因斯坦已證
明是錯的，相信大家應有經驗，看一套3小時緊湊的荷里
活片，時間過得很快，像是一剎那，但失意時，時間總覺
得度日如年。
所以世間所有的事情，不論「人」與「事」都是無常，

變幻莫測，但無論怎樣變幻其背後的本體就是「一時」，
就是「空」。
「成」是一時「敗」也是一時，「快樂」是一時，「悲

哀」也是一時，再多的享受所帶來的快樂也是一時，再悲
痛的經歷也終會過去。
二祖慧可要達摩禪師「安心」，達摩禪師叫他把「心」

拿出來，慧可發現觀心不可得，原來心也是不空、變幻、
捉不到、拿不得，既然如此，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吧！隨緣
隨順，放下執着，才可從凡籠中，掙脫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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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籠」

食得滋味食得滋味

如置身北海道工場小屋如置身北海道工場小屋 又食又玩拎禮品又食又玩拎禮品
文、圖︰雨文

冰室文化在香
港早已盛行，普
遍冰室也是以正
宗香港風味招徠
客人。而近來在
銅鑼灣一帶則有
一 冰 室 別 樹 一
幟，星馬風味聯

乘港式美食的南山冰室，讓
食客可一嚐正宗馬來西亞風
味。大廚文哥是市場少見的
馬來西亞人，推出的菜單也
有不少地道馬來西亞菜，當
中以肉骨茶為例，冰室每天
也會到藥材店購買八角、桂
皮等再以豬肋骨煲成，味道
香厚濃郁，能品嚐到滿滿的
藥材及香料味道卻又不會過
濃，恰到好處。
冰室主打創新東南亞美

食，亦同時提供港式風味及
招牌燒味菜單，以迎合不同
食客需要。冰室位於銅鑼灣
繁華地段，有別於同區懷舊

冰室，反傳統聯
乘 星 馬 風 味 菜
單，午餐平均消
費60元左右。性
價比高。提到馬
來西亞就不得不
試 一 下 喇 沙 湯
麵，筆者點的是
一個厚切豬排喇沙。喇沙中
的椰奶香甜順滑，湯頭口感
稠滑，口味頗為不俗，而且
魚片爽口彈牙，實在值得一
試。另外在豬排上，店家為
了鎖住美味的肉汁，採用麵
包糠作炸粉，特別地先用低
溫油炸後再用高溫炸，令到
這炸豬排外脆內軟，為整道
菜加分不少。
加上，主食推介還有馬來

沙嗲牛肉撈麵，沙嗲牛肉麵
是港人至愛，大廚糅合馬來
風格，利用秘製的馬拉沙嗲
醬拌牛肉配上港式粗麵，更
豐富及濃郁的口感，令此地

道美食有了不同演繹。而海
鮮喇沙，配上豐富海鮮，選
用蝦米、蝦膏、乾蔥、蒜茸
等材料調製成的喇沙湯底，
味道甘香而帶有椰香微辣風
味，貼合本地大眾的口味，
又能保留喇沙之神髓。
另外，馳名海南雞配椰香

飯利用低溫烹調手法，令雞
肉保持鮮嫩口感，配搭以蒜
頭、香茅、椰奶製成的椰香
飯，為客人帶來「南山」風
味的海南雞飯。加上，印尼
炒飯更使用自家製參巴醬、
蝦肉及雞肉等材料製作，配
以由大廚特別調配的沙嗲汁

而製成的雞串燒，既開胃又
滋味。
最後，不得不提的是冰室中

還有數款比較少見的飲料，例
如香港少見的馬來咖啡、荔枝
冰、龍眼冰等。另外，在特色
小食上，有別於一般的滑蛋三
文治，以「特厚」作為賣點，
用上農場雞蛋慢火炒至嫩滑豐
厚，口感豐富一試難忘。而咖
央厚多士及咖央西多士，含雞
蛋及椰奶的咖央醬料，由大廚
親自製作調配，與地道的多士
結合，製作出混合馬來西亞口
味而不失本地風味的冰室小
食。

同 期 加 映

白領至愛的馬拉冰室 嚐正宗肉骨茶與喇沙採訪︰徐朗軒

■首次於香港登場的口味■季節期間限定

■■ROYCE'ROYCE'里程故事里程故事

city'super為日本北海道人氣朱古力品牌ROYCE'由
即日起至7月15日期間，在銅鑼灣時代廣場中庭舉辦
一個有得食、又有得玩的「ROYCE' ChocoLand 」
活動，場地化身成為一個北海道工場小屋，進行多個
以朱古力為主題的活動，如動態相框美拍、水印紋身、
巧克力分享會及ROYCE'里程故事。同時，在場人士
凡購買滿指定金額ROYCE'產品，更可於現場的日式
販賣機換領心水精美禮品。
如喜歡影相打卡的朱古力迷，就一定要試試大會

為今次活動設計的動態相框美拍，可以拍攝美圖之
餘亦可加上多款可愛的朱古力主題框架，主題框架

更有動感效果，設計別致，朱古力迷可把合成照片
即時上載至社交網站。想將該相片放在隨身口袋？
現場亦設有即時相片列印服務。
而且，品牌同場推介四款口味，當中兩款為季節

期間限定，另外兩款更是
首次於香港登場。四款口
味包括生朱古力焙茶味、
朱古力磚——可可粒120
克、生朱古力橙酒味及片
裝朱古力——可可70%20
件。

■■馳名海南雞配椰香飯馳名海南雞配椰香飯 ■■位於銅鑼灣的南山冰室位於銅鑼灣的南山冰室

■■肉骨茶肉骨茶、、咖央厚多士咖央厚多士

■■馬來沙嗲牛肉撈麵馬來沙嗲牛肉撈麵

■■厚切豬排喇沙厚切豬排喇沙

另外，美酒佳餚自古形影不離，享用刺激佳餚之同時，
餐廳亦設有酒吧區，搜羅多種環球佳釀，如紅白酒、威士

忌酒、雞尾酒、日本酒、
啤酒等，貼心為食客冷卻
一下熱熾的味蕾。 由於
餐廳暫時未有酒牌，暫不
提供酒精類飲品，但還有
不少特色時令飲品，四款
解辣飲品推介包括特大新
鮮果茶、粉紅西柚菠蘿冰
沙、西柚冰茶及桂花芒果
冰沙。

四川直送香料藥材

近年，不少人喜歡打邊爐，就連川菜「霸王川莊」都將四川成都火鍋文化引入香港，於其尖沙

咀的第四間分店首次加入四川養生火鍋，誠邀師承中國國家級四川菜大師彭子渝的入門弟子吳紅

初師傅，吳師傅善於選取不同種類的香料及食材入饌，融會貫通，把火鍋最根本的湯底以約半百

種不同的四川香料、藥材調配成獨特的味道，而且大部分更是四川獨有的材料，加上多個小時的

熬製，湯味濃郁，讓食客享受刺激及耳目一新的辣味文化。 文︰雨文 攝︰焯羚

新店有別於其他分店的裝修風格，以自然環境為設計概念，面積約七千
平方尺，提供二千多尺的露天花園雅座及兩間獨立包廂，為食客在煩

囂市區中帶來一片能優閒地享受美食的綠洲。前門有非常吸睛的火爐燒烤
吧，中庭可看見不同香料及天然樹木，全店牆身以多幅意景獨特的風景照組
成，加上戶外設露天花園雅座。入座時，餐廳還會為每位食客奉上以傳統四
川蓋碗茶具盛載的八寶茶。所謂「蓋碗茶」，包括茶蓋、茶碗、茶船子三部
分，故稱蓋碗或三炮台；「八寶茶」是促進消化及日常保健的養生茶，除了
放玄米茶外，還要放紅棗、枸杞、圓肉、冰糖、菊花、陳皮、甘草等，是四
川人最愛的茶文化。

滋補濃湯養生火鍋滋補濃湯養生火鍋

今次推出的六款滋補湯底，其中必試首推招牌四川
霸王鍋屬鴛鴦湯鍋，配以水煮鴨血豆腐及鮮天麻燉鴿
為湯底︰水煮鴨血豆腐鍋以豆瓣醬、二荊條辣椒、花
椒、香砂、白豆蔻、桂丁等20種香料煮成濃湯，巧
妙運用香料誘發出辛辣而香麻的滋味；配搭鴨血、凍
豆腐等軟滑食材；鮮天麻燉鴿鍋則選用四川天麻（天
麻是珍貴的中藥食材，對偏頭痛等症狀尤其有效），
把鮮鴿及天麻、川芎、白芷、淮山等藥材放在熬了八
小時的濃湯內慢煮，味美鮮嫩，益氣又滋補。
火鍋中的濃湯，把新鮮食材在最短時間煮熟以保留

食物鮮味，同時亦將湯的精華與食材交融，營養及鮮
味同時進入口腔，才算一絕。因此餐廳特選三款招牌
火鍋配料，如精選牛肉拼盤、海鮮拼盤、蔬菜拼盤
等，為味覺提升。

首推四川養生火鍋

餐廳具多年經營川菜的經驗，善於以四川
空運到港的獨家香料，烹調出傳統味道，再
配以新派演繹︰自家創製四川四色四辣調味
粉為即場燒烤的重慶川燒增添玩味及特色巨
盤水煮魚（直徑14”大盤，重20磅），令
食客帶來驚喜。其他招牌菜還包括四川保寧
醋香排骨、 成都陳麻婆豆腐、老四川樟茶
鴨、巴蜀香辣爆蝦球、川莊辣子蒜片牛肉、
雙味秋葵、瀘州醬燒蝦球、巴蜀辣子素菇、
四川紅糖冰粉等，菜式包羅萬有，猶如四川
的麻辣文化，百味百格。

追尋四川麻辣真味

■■霸王川莊中庭設有不同香料及天然霸王川莊中庭設有不同香料及天然
樹木樹木，，川莊教你認識火鍋配料藥材川莊教你認識火鍋配料藥材。。

■■海鮮火鍋配料海鮮火鍋配料 ■■三款牛肉三款牛肉

■■新店備多款火鍋配料選擇新店備多款火鍋配料選擇

■■酸菜泡椒豬骨鍋酸菜泡椒豬骨鍋

■■粉紅西柚菠蘿冰沙及桂花粉紅西柚菠蘿冰沙及桂花
芒果冰沙芒果冰沙

工作上可能會遇見是
非，勿一時衝動，要沉得
住氣！

單身人士可望脫離孤寡
行列，已婚的就要安分守
己喇。

不安的情緒令到事情更
壞，是非亦會不斷，三思
後行！

吃喝玩樂又一天，只會
累積更多酒肉朋友，適可
而止！

遇上不平事，一定要開
口暢言，不然留下一連串
問號！

當知道自己真正需要
時，就要立即行動，勿錯
過機會！

慎防大使費、朋輩借
貸，以及投資買賣損失！

事業有成，得以發展，
好好把握，更上一層樓。

一切在於變動，成功得
失，取決大膽求變！

心緒不寧，愛侶多爭
吵，若有重要事，還是別
急於一時！

縱然有難事也安然渡
過，身邊總有貴人在保
佑。

適宜團體合作，一人難
成。先難後易，事半功
倍。

文：BENNY WONG塔羅星座塔羅星座

■ROYCE' ChocoLand
打造成北海道工場小屋

■■蔬菜配料蔬菜配料

■■露天花園雅座露天花園雅座

■■三款牛肉三款牛肉

■■水煮鴨血豆腐鍋水煮鴨血豆腐鍋

■蒜泥白肉卷香蔬（左）及麻辣螺肉（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