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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世間有種關係：「有又煩，無又煩」，是什麼關係？
那就是「男歡女愛」。
未有之時，忐忑不安，荷爾蒙驅使下很難對合眼緣的對

象不動心！但往往癡男怨女，各有所好，時間未到，往往
事與願違，你喜歡的對象，不喜歡你，你不喜歡的人，又
往往死纏爛打！
真想問一句：「月老，你在哪？可否撮合一段良緣給

我？！」
當然人生不同階段，側重點不同，眼見有些人，異性緣

很旺，身邊的伴侶如走馬燈，看得你眼花繚亂，如果自己
正值青春期，空虛難耐，當自己的硬指標的標準、市場，
周邊生態供求嚴重失衡，無反應，唯有退而求其次；就算
自己是幸運兒，遇見心儀首選，彼此也有動心。
本來可喜可賀，但一日未簽死約作實還是會有風險！愈

是快樂，愈是痛楚，稍不留神，情屬他人，不幸失戀了便
像天塌下來一樣！或許在一些人的眼裡只是失戀嘛，沒有
什麽大不了，即使有機會復合，很多外人也會像判官上身
一樣「不應該原諒她/他。」大放厥詞。
外人怎會知道，每個人有不同的五行組合，同樣遇到失

戀，一些人瀟灑得很，「仔死仔還在或女死女還在」，毫
不在意，但若五行組合包含有極強「木性」的人卻容易經
不起傷害！
若果讓她或他（木性極強的人）選擇：究竟，生意失敗

苦、遇意外入院苦、名落孫山苦……還是失戀苦？
我相信：他/她一定會認為「失戀才是末日最苦！」但
人是矛盾的，剛山盟海誓，才說過此情不變，最諷刺的時
刻終會來臨，因最好的東西就往往是得不到的東西，五行
一合過後，何謂「合」：甲己合，乙庚合，丙辛合，丁壬
合和戊癸合！當見到與自己五行合的對象，最重要就是
「時間」的撮合，或許「時間」才是真正的「月老」，自
然迫令雙方，牽腸掛肚，見再多也不夠，有講不完的情
話，於是因結織而結合，舉一例：
本來兩個個體容（己）與楊（甲）就有磁石效應，很容

易就投緣，但「月老」運未到，就算有好感，也沒有下
文。

2019年
容 己 己 楊 甲
祖 庚 亥 遇到 政 庚
兒 乙 壬甲 龍 癸
直到己亥歲次亥中藏壬甲，今次月老終於能將己與甲連

成一線，經紅線一穿引，自然水到渠成，像孖公仔一樣形
影不離，但當「月老」悄然離去，就算曾經山盟海誓，承
諾海枯石爛，此情不變，也會不堪一擊，例如：
范 乙 李 癸
冰 癸（夫妻宮） 晨 壬
冰 癸
李姓進入了范冰冰的夫宮，本來2015年5月21日戀情
曝光，2015年乙未月老又出招，李晨「壬丁合」妻宮，范
冰冰「乙」落運，生出感情接受男方。但到2019年己亥
年庚午月，己（月老）發惡剋絕夫宮「癸」，雙方的關係
就脆弱了，選擇「分手」。
2015年
李 癸 乙
晨 壬 未

己丁乙
范 乙 李 癸 2019年
冰 癸(夫宮) 晨 壬(妻宮) 庚 己
冰 癸 午 亥

丁己 壬(→癸)甲
彼此，夫妻宮皆水，在范小姐而言，就是化動，由壬變

癸受己剋絕。而在李先生而言，妻宮壬見癸亦會化退，受
剋，因此，情海翻波，在所難免。

早前，台灣嘉義縣政府來港推介農特產，包括港人最喜
愛的生果，於香港半島酒店舉辦一場嘉義縣農特產推介
會，邀請嘉義縣農會及企業共10家與香港當地企業及商
會進行洽談合作，當天不僅推薦了嘉義縣優質的農特產，
而且見證百仙行與成記欄農產採購簽約儀式。
嘉義縣擁有得天獨厚的地理環境，今次推介會拓展了嘉

義縣的農產品市場通路，展示了珍珠芭樂、高山茶葉、義
竹玉米棒、水上蓮藕粉、黑霸王蓮霧等優質農產品，嘉義
縣農也將會與3228有限公司簽署合作備忘錄，希望與
3228有限公司每年有超過100萬美元採購當縣農產，這次
交流也為嘉義縣政府農特產外銷拓展了新商機。

採訪︰實習記者 王芊

美食資訊美食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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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老」在哪兒？

嘉義縣農特產推介嘉義縣農特產推介

可能大家會覺得去日本任何地方都能
看到豐富的食材，當然是近海會多些海
產，內陸必定多蔬菜及家畜，每個縣都會
有其特產。有個例子，沖繩人參加旅行團
去北海道，去到當地一定會吃鱈場蟹，皆
因是北海道特產，雖然同樣在日本，沖繩
人只會吃運輸過去的蟹，講新鮮，當然要
在當地吃。我今次想講講鹿兒島食材，鹿
兒島面積是在日本各縣十大之內，無論海
上、陸上食材都應有盡有，十分豐富。每
次去，最開心莫過於去居酒屋，基本都會
用當地食材，又平又好味，其中大家都會
聽過的鹿兒島和牛最出名，特徵就是紅肉

及脂肪分佈平均，於各地出產的品牌和牛
中，我覺得鹿兒島算Top。
其次出名的必然是黑豚，最美味地方

是牠的脂肪，因為肥而不膩，不是油立
立，尤其做涮涮鍋，好明顯不會見太多泡
泡或肥油走出來，證明是高質的油脂。至
於海產就更多選擇，有油甘魚、勘八、新
鮮鮪魚（吞拿魚）等，例如「きびなご」
即日本銀帶鯡魚，只有鹿兒島出產的，魚
雖小，但好甜好鮮，所以不用芥末醬油，
用醋味噌刺身食一流。
另一種我鍾愛的是鰹魚，做刺身，或

用於不烹調嘅料理都好食，做成鰹魚
酒盜——即是好魚肝鹽漬，配
鹿兒島燒酎100分的佐酒小食。
加上，鹿兒島氣候宜種番薯，
番薯亦是做燒酎的原材料，所
以當地生產的燒酎佔日本全國
產量第一位， 水準好高。我建
議大家可叫個薩摩芋天婦羅
（番薯）配燒酎，一流！
我上次去這間，款款料理都

是 600 日 圓 左 右 （ 約 HK
$45），十分滿足！

文：KEI SAN

盛夏驕陽似火。千両於今個月推出限定「夏之餐目」，搜羅豐洲魚市場頂尖的時令漁產，如長崎

縣伊佐木、日本池魚、北海道北寄貝及香魚等，再由餐廳職人因應其特性，透過食材搭配及烹調方法，在合適的時節以最佳處理

手法，將魚鮮送至食客面前，讓食客細味當中海產的鮮味。 文、攝︰雨文

於限定「夏之餐目」期間，除
供應清爽的北寄貝刺身、酒蒸鮑
魚、鹽燒子持香魚及鹹檸檬日本
雞肉鍋外，更分階段推出魚鮮料
理，首階段（由即日起至7月31
日）主打長崎縣時令伊佐木，第
二階段（8月1日至8月下旬）則
以日本池魚為主打，以刺身、壽
司或沙律方式料理。此外，餐廳
亦準備了數款日式甜點及夏季限
定佳釀，讓食客能藉此消除悶熱
盛夏之躁，在餐飲體驗中享受仲
夏時光。

長崎縣伊佐木肥美
當中，較為特別的是伊佐
木，牠屬白身魚，主要棲息於
溫暖、高鹽度的岩礁或人工魚
礁外圍的寬闊水域，伊佐木魚
身較小，最長可達約30厘米，
但一般供應市面的約長 18 厘
米，平均體重不超過一公斤。
伊佐木近乎全年都可捕獲，但
初夏梅雨季節前後正值其產卵
期，故五月至七月的伊佐木最
為飽滿及肥美，其肉色白裡透
紅，肉質軟腍微帶爽脆，適合
以刺身、燒物、汁煮及炸物等
方式製成日本美饌。

夏際必嚐池魚滋味
池魚則盛產於日本東京灣至

九州一帶，是日本最受歡迎的
魚鮮食材之一，棲息於海底礁
石上方處，或是湧流處，屬迴
游型魚種，行動敏捷主要捕食
小型浮游生物及海藻類，產卵

期為六月至八月。盛夏之旬的
池魚鮮嫩肥美，魚油甘香細
膩，是日本家家戶戶的夏際必
嚐的滋味。

天然摩登簡約設計
今次，筆者身處的千両希慎分

店，餐廳剛剛全新裝修，由來自
日本GTDI的品牌策劃師Henry
Ho及香港知名室內設計師Alex-
ander，將日本傳統的建築物
料，透過一店一素材的概念，貫
穿千両「一（Hajime）」的理
念，於每一間店舖為食客帶來不
一樣的純粹。店內，一抹明亮透
徹的紙製店面映入眼簾，藉和紙
獨特的紋路及變化多端的特質，
堆疊出簡約而不簡單的層次與空
間感，配合光線映襯年輕人的坦
率活力及獨特個性。融入日式樹
樁盆景，將傳統的天然素材滲入
現代摩登簡約設計，建構出獨特
的清新自然、爛漫悠閒的餐廳氛
圍，讓食客在繁華鬧市中享受恬
靜時刻，細味品嚐日式美饌。

■■紫蘇池魚卷紫蘇池魚卷

■■沖繩菠蘿批沖繩菠蘿批
配海鹽雪糕配海鹽雪糕

鹿兒島縣飲食文化

■■伊佐木刺身伊佐木刺身

■■番薯天婦羅我建議配抹茶鹽番薯天婦羅我建議配抹茶鹽
食食，，不太鹹不太鹹，，吊起番薯的甜味吊起番薯的甜味。。

■■和牛肉包住牛脂燒你食過未和牛肉包住牛脂燒你食過未??我鍾意我鍾意
配燒酎熱飲配燒酎熱飲。。

■■和牛串燒和牛串燒，，真的好香好香真的好香好香，，可加檸可加檸
檬汁檬汁。。

■■池魚壽司及伊佐木壽司池魚壽司及伊佐木壽司

■■活北寄貝刺身活北寄貝刺身■■鹽燒子持香魚鹽燒子持香魚

■■鹹檸檬日本雞肉鍋鹹檸檬日本雞肉鍋

■■千両希慎分店千両希慎分店，，將傳統的天然素材滲入現代摩登簡約設計將傳統的天然素材滲入現代摩登簡約設計。。

沉溺於甜食、冷凍飲料
等，不要濫用你的消化系
統。

玩樂來勁得很，玩伴愈
多愈好，而且還是來者不
拒，小心玩物喪志。

夥伴能讓你工作發展無
往不利，加上天生魅力讓
推銷事物毫無阻礙！

永遠在不自覺中散發無
限魅力的你，時尚加上你
就是迷人的小秘密。

事事要求平衡，但就偏
偏最容易感染寂寞孤單，
分享是你人生的座右銘。

迷人的笑容，與眾不同
的品味及特質，能令你成
為情場大贏家。

情場上絕不孤單，因此
易有情感的糾紛，加上優
柔寡斷的個性，後果難
堪。

不喜作決定，喜歡逃避
問題猶疑不決，所以朋友
對你來說是一個很重要的
角色。

伴侶處於戰戰兢兢的精
神狀態，長期累積下來，
容易有腸胃潰瘍的毛病。

風趣和幽默使人如沐春
風，懂得自我追求散發熱
情的特質更是迷人。

良好的記憶力，也適合
從事歷史研究與考證的工
作，大利工作運。

三分鐘熱度的善變，又
因為太愛玩，令人有種玩
世不恭、不可靠的感覺。

文：BENNY WONG塔羅星座塔羅星座

■■牛油燒鮑魚牛油燒鮑魚

夏日夏日細味海隅之鮮細味海隅之鮮

■おごじょ家位於鹿兒島縣鹿兒島市山之口町
11-7

■■這個就是銀帶鯡這個就是銀帶鯡
魚及鰹魚酒盜魚及鰹魚酒盜，，兩兩
樣都好送酒樣都好送酒。。

■■牛奶芭樂牛奶芭樂

■■甜瓜甜瓜 ■■霸王蓮霧霸王蓮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