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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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資本主義主導下的世界，由於奉行「Winner takes
all」的精神，即勝利者提取全部利益，自然加劇貧富懸
殊，社會兩極化，貧者愈貧，富者愈富。
而在亞當史密斯的《國富論》中更明言，只要每個人都
盡情只顧自己、私利，社會就會極速進步，即鼓勵每個人
積極進取，唯利是圖就可以締造財富。由於地球資源有
限，往往創富是基於以強權手段去掠奪他人的利益，這一
被視為不友善的進取！
在五行而言，這就是「金」的特性。「金」性進取，金
在唯識代表武器，有主動攻擊之意，而金也代表物慾，故
變相鼓勵兼併。弱肉強食，君不見俗稱富裕國家如美國，
富人雖相對多，但露宿者也是多得很。
在兩極化的世界，在眾多不同的價值觀中，有兩種最為
普遍且頗具玩味的，分別有第一種「我要求不高，只希望
將來買任何東西，都不再需要看價錢牌」，第二種「我無
乜要求，三餐一宿就可以」。
驟聽之下，我即時聯想到晉惠帝，當饑荒來臨的時候，

要挖草根來吃，晉惠帝居然昏庸得令人吃驚，他居然說：
「何不食肉糜？」
他真是不食人間煙火，不懂世情？就以上述第二種觀點
而言，看似非常隨遇而安，相對第一種價值觀而言，是一
般較懂世情的普羅大眾，搵食艱難，除非你是富二代或富
三代！精明購物，精打細算，還是需要的！
而「三餐一宿」，就以香港這個國際大都會而言，真是
這麼容易嗎？樓價動輒過萬元一呎，或甚至幾萬元一呎，
能購買到一間納米樓也不容易。當然租金高昂，加上衣食
住行，根本就不是簡單的任務。以下舉幾個姓名學例子，
曲線說明，人在江湖，搵食真不容易呀！

月 年
李 丙 己(傷) 己
天 辛 巳 亥
翔 丁 丙戊庚 壬甲

丁 辛(財)
裸辭無線，最壞打算轉行，估計火發動剋金，丁火剋辛
金，條件惡劣，應該是想轉型經商。

月 年
吳 丙 壬 丁→丙
曉 癸 子 酉
東 乙 癸 辛
他負責眾籌的公司財困，在2017年公司僅餘20萬資
金，估計，天無絕人之路，辛合丙，應有資金入，但可知
營商亦艱難。
所以，無論打工或營商，皆不容易。因此，各位生活能
安頓有福的人，請惜福。能在自己有餘力之下，能幫忙弱
勢者，請盡點綿力。為人子女者，應體諒父母在驚濤駭浪
的商業社會下生存也不是簡單的任務，很多時候身不由
己。盡力是必須，但福報還是不能強求，要理解父母的偉
大！

為了讓大眾了解咖啡粉囊回收
及 可 持 續 發 展 計 劃 ， 香 港
Nespresso首設期間限定展覽，向
公眾推動及宣揚相關訊息。
「The Capsule Journey」展覽由
即日起至8月11日期間於Elements
圓方舉行，讓公眾了解粉囊回收
的過程，同時對品牌在整個生產
過程中推動的可持續發展策略有

進一步認識。
限定展覽共分成三大區

域 ， 分 別 為 一 、 AAA
Sustainable Quality可持續品質計
劃及如何協助農夫提升生產力及
福祉；二、回收的鋁殼如何重造
成日常用品，展開第二生命；
三、回收咖啡渣如何再生成為天
然堆肥。大家可以透過展覽深入
幕後，細看每粒鋁質咖啡粉囊的
完整生命周期，再了解如何透過
參與粉囊回收計劃，實踐可持續
發展生活。
現場更設有工作坊，包括咖啡

賞析、盆栽種植及再生鋁製品工作
坊，名額有限，大家可以於 http:
//bit.ly/CapsuleJourney 報名。 ■■盆栽種植工作坊盆栽種植工作坊

生計

香港人生活忙碌，
不少人都工作至深
夜，可口可樂全新推
出 的 「Coca-Cola
ENERGY」能量飲
品正是為生活忙碌的
香港人而設的能量飲
品，既有熟悉的經典
味道，亦能提供正能
量，讓大家可以時刻充電。這能量飲品備有
有糖及無糖兩種選擇，蘊含Guarana（瓜拉
納）萃取物及維他命B3和B6，更不含牛磺
酸成分，當中瓜拉納萃取物來自一種叫瓜拉
納的植物，與咖啡豆、茶葉及可可豆等植物
一樣，含有純天然咖啡因，常用於能量飲
品。 ■文、圖：雨文

蘊含純天然咖啡因蘊含純天然咖啡因
的能量飲品的能量飲品

The Capsule JourneyThe Capsule Journey體驗展覽體驗展覽

今年，蠟筆小新餐單都是全新設計
的，共有17款點心、2款飯類、7款甜品
和4款飲品，近三個月的最新款式是：小
新舉鐵炸雲吞（HK$59）、蝦餃、腸
粉、鹹牛肉芝士西多士（HK$69）等，
而腸粉均以新西蘭龍脷柳作餡，蝦餃上
印了賴床中的小新；腸粉上有小葵和小
白在睡懶覺得好意，唔捨得食！餡料有
越南原隻大蝦、帶子和蟹柳。而三兄弟
鮮蝦餃，小新同埋阿呆、正男三個齊齊
瞓喺度，入面包着越南原隻大蝦和手打
豬肉，並混入秘製豬油做成。
原隻鮑魚燒賣（HK$79）燒賣以本地
鮮豬肉混越南大蝦作餡，面頭再放了日
本原隻鮑魚，比一般的燒賣更巨型。
曖昧朱古力流沙包（2個）HK$49/
籠；不理不理左衛門奶黃流沙包2個
（HK$49/ 籠），流沙奶黃餡用秘製鹹
蛋黃，混合了好立克粉、煉奶和鮮牛
油，鹹香得來不會膩。
而甜品種類更多，包羅了香脆牛油蛋

撻（HK$49）、雪耳陳皮燉雪梨（HK
$39）等；還有，推介動感屁屁奶凍
（HK$49），小新招牌的滑嘟嘟、震
騰騰的pat pat 也在甜品中登場，pat
pat下面的奶凍用日本3.6牛乳和淡奶油
混合日本魚膠片！另外，在飲品方面，
原個菠蘿特飲（HK$59）及原個西瓜
特飲（HK$59）等不容錯過。
地址：尖沙咀彌敦道100號The ONE

3樓L308號舖
網上訂位：www.dimsumicon.com.hk

蠟筆小新陪歎茶蠟筆小新陪歎茶
趣致點心多滋味趣致點心多滋味

暑假是學生哥的天下，家長都盡量滿足孩子的願望，讓學生可以釋放返學時累積的壓力。如果你的小

朋友是蠟筆小新迷不妨到尖沙咀的「点心代表」探訪一下，其三年前推出過蠟筆小新點心，Fans反應超

熱烈。今個暑假（即日至10月14日）再推出蠟筆小新主題點心＋甜品，整個蠟筆小新餐單都是全新設

計，加上配合2020年東京奧運會運動元素，又保留了惡搞元素，符合小新得意搞笑的人物性格。而

且，還可看到小新和朋友仔在運動會上舉啞鈴、踢足球等，看到非常趣致的點心造型，特別開心，對一

家大細的家庭客有一定吸引。 採、攝︰焯羚

以前去尖沙咀港威商場都是去戲院看戲，
久未去港威，最近再去發現多了許多食肆。
原來的港威戲院已變成食肆「點一龍」的回
店，而且生意不錯。原來他們有粵式點心和健
康小菜及川菜滿足各類食客，價格合理，吸引
了不少寫字樓客及遊客。
「點一龍」店舖裝潢時尚雅致，大膽的配
色結合傳統元素，讓食客享受不錯的用餐體
驗。食店賣點一向在點心，這回廚師團隊為
全新主餐牌加入多款新穎點心、風味菜式及
精緻甜點。

精緻點心必嚐
在點心選擇上，必嚐的推介點心有脆網皮

海皇腸粉（HK$59），廚師先將鮮味十足的
蝦粒、帶子粒和翠玉瓜粒炒香，再用越南米
網紙包好並炸至脆身，最後再包上即拉腸粉
皮，口感先滑後脆，不能錯過！龍蝦湯三皇
餃（HK$55）的靈感來自傳統灌湯餃，但換
成濃郁龍蝦湯作底，餃子以煙韌的餃皮包住
由海蝦和蟹肉製成的餡料，啖啖爽脆彈牙，
海中鮮美在口中徘徊！馬蹄甘筍姬松茸湯
（HK$55）特別加入香氣十足的姬松茸，馬
蹄和甘筍亦能為湯水帶來不少營養，熬成的
湯水清甜不膩，健脾養生。
而全新主餐牌中新增了綿滑粥品系列，特別

推介原隻鮑魚雞球粥（HK$98），在綿滑的雞
球粥中加入煮得軟腍入味的鮑魚，分外美味窩
心。瑤柱雞球粥（HK$58）粥綿雞滑，啖啖充
滿瑤柱香，鮮味滿載！

照顧重視健康客人
每天上午11時後更供應多款時令粵式小

菜，款款都花盡心思，盡顯廚師功架。例如
水煮鴛鴦魚(HK$148)、四川蝦仁(HK$98)，
水煮鴛鴦魚以指天椒、花椒及紅椒乾等多種
香料烹調而成，配上惹味的自家秘製醬汁，
集合了香、麻及辣幾種元素，燴煮時醬汁精
華盡滲龍脷魚塊和魷魚當中，以達至香濃入
味，客人品嚐此菜式必定感受到醬汁的火
辣！
四川蝦仁是將爽脆蝦仁與指天椒和蒜蓉同

炒，味道香辣，旁邊伴以清炒西蘭花，色彩
繽紛之餘，同時亦充滿咬口，讓你感受獨特
的四川風味！
豉汁帶子蒸豆腐(HK$108)、蟲草花蒸魚塊

(HK$88)，蟲草花蒸魚塊中的蟲草花營養價值
高，健脾益肺，配搭魚柳一起清蒸，健康又
有益！豉汁帶子蒸豆腐是另一健康清新之
選，讓客人可以放心地大快朵頤！
鬼馬菠蘿咕嚕肉（HK$83）先將梅頭豬肉

炸至香脆，再拌入菠蘿、青椒及香葱等與糖
醋汁一同爆炒，最後再加入已切粒的油條，
油條盡吸當中精華！乳香脆魚塊（HK$88）
將龍脷魚塊以南乳汁醃好，並炸至金黃香
脆。新鮮魚塊配上香濃南乳，味道配合得天
衣無縫！

新推四款主題菜式

■■動感屁屁奶凍動感屁屁奶凍

■■甜品加入足球甜品加入足球
運動會場景元素運動會場景元素

■■曖昧朱古力流沙包曖昧朱古力流沙包

■■原隻鮑魚燒賣原隻鮑魚燒賣

同 期 加 映

文、圖︰焯羚

■■以蠟筆小新為主題的點心代表
以蠟筆小新為主題的點心代表

■■使用鋁質咖啡粉囊設計使用鋁質咖啡粉囊設計

■■再生鋁製品工作坊再生鋁製品工作坊

■■The Capsule JourneyThe Capsule Journey體驗展覽體驗展覽

■■三兄弟鮮蝦餃三兄弟鮮蝦餃
■■水煮鴛鴦魚水煮鴛鴦魚

■■四川蝦仁四川蝦仁

■■全新點心︰鹹牛肉芝士西多士
全新點心︰鹹牛肉芝士西多士、、小新舉鐵炸雲吞

小新舉鐵炸雲吞、、晚安龍脷柳腸粉等
晚安龍脷柳腸粉等。。

本星期抽到女皇牌，恭
喜你，令你財富、人緣都
不錯呢！

如魔術師牌一樣，長袖
善舞，應酬多主意多，樂
而忘返！

本身學習能力高的你，
抽到智慧老人這張牌，令
你更加好學不倦。

媽媽們要小心家中小
孩，抽到力量這張牌，係
時候要發揮母愛了。

戀人牌寓意你感情事相
當順利呢，只要改善吓壞
脾氣就是。

太陽牌的出現會有些開
心事情等待你呢，不要錯
過喇！

抽到命運之輪這張牌，
將要發生一些喜慶事情，
迎接歡樂的來臨吧。

節制牌的出現，看來是
要三思而後行，不要一時
貪快而忽略重點。

月亮牌要多些留意情緒
的表現，遇上心事只管收
藏，就會亂入胡同呢。

馬路如虎口，要打醒十
二分精神，戰車牌有機會
令手腳損傷呢！

星星牌帶來光明光芒，
突如其來的開心事，好好
享受上天給你的驚喜吧！

滿腦子計劃如不實地行
事，再好也是徒然的，審
判牌的啟示正是勇於實
踐。

文：BENNY WONG塔羅星座塔羅星座

探味「點一龍」尖咀新店
多種類點心小菜滿足三類客人

■■小新打網球小新打網球

■■豉汁帶子豉汁帶子
蒸豆腐及蟲蒸豆腐及蟲
草花蒸魚塊草花蒸魚塊 ■■原汁原味西瓜糕原汁原味西瓜糕

■■小新舉鐵炸雲吞小新舉鐵炸雲吞，，如舉如舉
啞鈴啞鈴，，栩栩如生栩栩如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