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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訴你中秋前早鳥優惠……

2019年8月20日（星期二
■醉）
榴香首創「
流心榴槤月
餅」系列

全新口味
■奇華餅家

月餅新滋味
流心奶黃榴槤大熱
雖然下個月才到中秋節，但剛剛結束的美食博覽主力推廣月餅新口味及優惠，從中看到不少月餅品牌

今年繼續推陳出新，在傳統的月餅皮下，盡是創新獨特的餡料口味；不少餐廳還推出其自家月餅系列，
讓大家買月餅的同時，亦獲餐券。當然，從各種品牌的月餅系列來看，除了特別新推的口味外，今年依
然是流心、奶黃、榴槤的天下。

文、攝（部分）︰雨文

餅家新搞作

多樣化選擇

今年，力求創新的奇華餅家又有新
搞作，推出全新「果味乳酪奶皇月」
系列，將乳酪奶皇配上清新果乾，兩
款新口味「草莓乳酪奶皇月」及「朱
古力味香橙乳酪奶皇月」均混合質感
幼滑的奶皇，每一口皆散發着陣陣香
濃的奶香之餘，同時亦滲透乳酪的酸
甜清新。
加上，品牌還特地舉行中秋期間限
定課程，讓大家親手製作 Sanrio 角色
造型的果味乳酪奶皇月，包括草莓及
香橙乳酪味，並備有四款模具可供挑
選，包括人
氣 卡 通 Hello Kitty、
My Melody、PC狗及
AP 鴨，大家
可為親手製
■英記餅家
英記餅家「
「玲瓏捌 作的乳酪奶
皇月印上自
月禮盒」
月禮盒
」

東海精心呈獻三款月
餅，款款香港製造，早鳥
優惠更低至 68 折。當中
如迷你金腿瑤柱月餅，餡
料豐富，鹹香濃郁的上等
金華火腿及瑤柱粒，配上
具口感和層次的合桃及欖
仁，粒粒嚼勁。而迷你金悅奶黃月餅，糅
合中式做餅功藝與西式餡料技術，濃香的
奶黃以極上蛋黃及優質牛乳精製而成，細
滑香甜。如於 8 月 31 日前預購，迷你金腿
瑤 柱 月 餅 ， 優 惠 價 HK $246 （ 原 價 HK
$328）、迷你金悅奶黃月餅，優惠價 HK
$216（原價HK$288）。
金域假日龍苑中菜廳今年全新推出「四

■奇華
奇華「
「果味乳酪奶皇月
果味乳酪奶皇月」
」系列
己喜愛的 Sanrio 角色頭像。整個過程
中，從搓製月餅皮、餡料混合以至印
模，一概親力親為。
英記餅家最新上市的玲瓏捌月禮
盒，以豐富的色彩、靈動的玉兔，以
及變化中的月亮形態為設計靈感，八
個風味迥異的精緻月餅，置中兩個月
餅又大又圓，為經典口味的雙黃白蓮
蓉及金腿伍仁，兩旁的迷你月餅有豆
沙、伍仁，以及坊間少見的紅蓮蓉、
斑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英記獨創的
奧爾良辣味月餅。其創新的奧爾良辣
味月餅採用奧爾良香料炮製，細膩的
蓮蓉中帶着獨特的甜辣，配合絲絲誘
人的香氣。

買月餅送餐券
太 興 今 年 創 新 帶 來 ■大家樂
大家樂「
「陳皮豆沙月餅
陳皮豆沙月餅」
」
「滿燻燒鵝果仁叉燒月
餅」，王牌蜜汁叉燒配
上秘製「滿燻燒鵝」，
當中的「滿燻燒鵝」採
用 5 種獨門香燻料秘製
而成，搭配聞名遐邇的
■ 太興
太興「
「 滿燻燒
太興叉燒，呈現黃金鹹
鵝
果
仁
叉燒月
甜比例，而且精選的優
餅
」
質果仁，鹹香與果仁香
味相互交融，恰到好處。在9月8日或 細嚼更顯陳皮淡淡甘香，甜而不膩。
之前購買，可享優先價 HK$198（原 「陳皮豆沙月餅」搭配甘香起沙的鹹
價 HK$218），另如購買任何太興月 蛋 黃 ， 現 在 優 惠 價 HK $199 （ 原 價
餅更即送總值 HK$160 的晚市及滿燻 HK$375） 。另如購買蓮蓉系列月餅
更可獲贈 HK$20大家樂現金券，購買
燒鵝優惠券。
大家樂今年推出全新「陳皮豆沙月 其他口味月餅則可獲贈 HK$10大家樂
餅」口味，綿軟起沙的紅豆蓉配上醇 現金券。購買任何款三盒月餅，更送
而不烈的陳皮，入口初嚐豆沙微甜， 限量版收納袋，多買多送。

榴槤控之選
醉榴香今年全新推出迷你一口流心貓山
王榴槤冰皮月餅及迷你貓山王軟滑榴槤冰
皮月餅。前者「細細粒、容易食」，一啖
一粒；後者採用特別配方，令榴槤餡如甜
品般軟滑！迷你一口流心貓山王榴槤冰皮
月餅（優惠價 HK$250，標準價$399），
以及迷你貓山王軟滑榴槤冰皮月餅（優惠
價HK$140，標準價HK$260）。
美心冰皮每年都會推出新口味，今年亦
不例外，全新的「榴槤控榴槤冰皮禮盒」
特別加入兩款馬來西亞天然樹上原熟的榴
槤肉——金鳳凰及金露。金鳳凰味道甘
醇，入口即溶，更有貓山后的美譽；金露
香濃而清甜，加上 D-24 榴槤，入口回甘，
榴槤控不容錯過。
今年滿福樓首次採用來自馬來西亞的上

■美心
美心「
「榴槤控榴槤冰皮禮盒
榴槤控榴槤冰皮禮盒」
」

期間限定體驗館
感官饗宴迎中秋

■龍苑四合
一迷你月餅

■東海月餅
合一迷你月餅」禮盒套裝，一盒
八個及四款味道，每盒 HK$388
（早鳥價 HK$271），包括以細膩清香的
白蓮蓉、香濃的咖啡粉及谷咕粉，以及軟
滑的意大利芝士和忌廉芝士製做的「提拉
米蘇迷你月餅」，另一款芳香清雅的「鳳
梨柑桔迷你月餅」，有清甜的鳳梨柑桔果
餡、加上清香的白蓮蓉及油潤鹹蛋黃，讓
你品嚐不一般的滋味。如於 8 月 31 日前預
訂月餅，可享早鳥價。

■醉榴香
醉榴香「
「流心榴槤月餅
流心榴槤月餅」
」系列

乘「貓山王」，推出「迷你貓山王榴槤月
餅」，將榴槤香味升級。「貓山王」一向
備受推崇，以其甘香濃郁及軟滑綿綿的口
味見稱，深受榴槤迷喜愛。「迷你貓山王
榴 槤 月
餅」，限量
供 應 300
盒，售價為
HK $388 一
■大班冰皮榴槤月餅系列
盒。

■滿福樓
滿福樓「
「迷你貓山王榴槤月餅
迷你貓山王榴槤月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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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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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不要被人利用
聽聞，美國三藩市有位市民向市長反映希望能通過電視台製作一個
教育節目，避免市民受騙，於是安排騙子和專家同台 PK 舉辦多場辯
論。
第一場辯題是宇宙起源，騙子講盤古開天闢地，物理學家講大爆
炸，結果，在小學生而言，根本分不到誰對誰錯，彷彿對神話更着
迷，要中學生才知神話是騙人的。
第二場講生命起源，騙子 PK 生物學家。騙子講靈魂輪迴，生物學
家論述進化論，中學生傾向相信騙子，只有大學本科生才明白相信進
化論。
第三場講健康養生，騙子 PK 醫學專家，騙子的綠豆茄子可治百病
則完全取勝。
第四場講性格類型，騙子的星座血型更迷暈了有學識的女研究生及
年輕人，心理學家則全被比下去。
第五場，騙子更能證明經濟學家才是騙子，不然怎會有多次金融海
嘯！
最後一場辯論，騙子對政治家！騙子雖大好形勢，但一聽對手是政
治家，他即場要求退出，因講大話的本領，騙子自覺是業餘，政治家
才是專業！
所以，搞政治的人物就如前大律師公會主席、資深大律師……居然
不是守護法治，一方面在香港大學校友會說什麼孫中山不是校友嗎？
鼓吹革命，一方面 8 月 7 日代表法律界出現支持表示什麼「一定要基
於法理！」
莫非變了政治家就可搬龍門，只許自己放火，不許他人點燈！
「以往的革命是因為民不聊生，但現在聲稱的革命就導致民不聊
生。」
各位善信大德，縱然你們對政府有任何不滿，要用和平方法表達，
勿從個別事件或數個單一事件來推斷事情始末。看似對其實最多只是
點、線的對，而非從點、線、面的角度皆對，這是非常危險的，很容

易被人洗腦，以偏概全。
就算宣揚「和、理、非」的人們，現在其實已被激進有心人作為火
藥、後盾、綁架了，可憐那些心智未成熟的青少年見到人潮就以為與
激進的人們是同一夥，就以為自己是持劍衛道，萬料不到自己居然變
成了犧牲者，君不見被捕之黑衣人是着全副武裝、戴豬嘴、連眼也封
起來，永遠都是一班戴口罩、黑衫之人做了代罪羔羊被捕！
撩事鬥非的專業黑衣人，前線衝擊完，到處挑起警民互相怨恨後，
便慢慢退後，自然煽動其他人衝擊後，他們就會漸次消失，又去另一
地方搞事後，又撤退！
本來極不想談論此話題，因身邊有位門生，正正就因自己的兒子被
捕，憂心忡忡，兒子現還被拘於羈留病房。
所以君子不立危牆之下，現在形勢嚴峻，作為父母要用軟話勸喻年
輕人，不要以身試法，不要強權、高壓，因強權高壓只會親手把孩子
推向偏激的陣營。我們的社會的確有很多事情需要改善，但改善要時
間，更需要和平、和衷共濟的氛圍！當年輕人的幸福感增多了，向上
流的機遇多了，正如我認識的內地親朋戚友，縱使他們自由度不及香
港，但是他們幸福感高於香港，自然愛國情懷才會高起來。現說回姓
名推算吧。
母 李 丙
O 丁
壬（子女宮）
辛
己
O 壬（子女宮） 申
未
亥
庚壬戊
己丁乙 壬甲
丙我
1) 李母「我」由丁化進變丙我；
2) 壬，人潮得透出「壬」日干，又得庚生，又通根於日支；
3) 自己的子女宮「壬」沖丙；
4) 自己受兒子的事衝擊。

■期間限定體驗店
荷塘月色
下，與摯愛良
朋一起品嚐星
級月餅、芬芳
名茶，由即日
起 至 8 月 31
日，半島精品店於中環太平行特別設置
「Moonlit August by The Peninsula」期間限
定體驗館，為大家提供今年度的特色月餅和高
級名茶，中環星級半島體驗館內更設置如詩似
畫的荷花池畔五感光影區，與大家共同迎接中
秋佳節。
踏入場館，星級禮賓體驗正式開始。首先，
大家會進入美點品嚐區，可在此品嚐馳名月餅
和精選半島名茶。在服務員帶領下，隨即進入
五感體驗區，瞬間從煩囂的中環進入寧靜清雅
的荷花池塘，在光影中體驗五感變化。
「看」—眼前四周是風姿綽約的荷花，皎潔明
月高掛空中（視覺）；「聽」—悠悠清風聲，
陶醉在其中（聽覺）；「嗅」—荷花的沁人清
香，在空氣中飄蕩（嗅覺）；「觸」—輕觸燈
光裝置，拍下動人時刻（觸覺）；「味」—走
進「Moonlit August by The Peninsula」中環
太平行期間限定體驗館，一邊品嚐半島名茶和
經典月餅（味覺），一邊拍照打卡。
而且，你還可留下動人倩影，拍下特別新奇的
一刻，把照片上載至個人 Instagram 或 Facebook，並tag @ThePeninsulaBoutique #MoonlitAugust #TraditionReinvented ，最具創意的
50位顧客將可獲贈半島精品店名茶禮品乙份。
今年，在米芝蓮星級名廚、半島酒店集團中
式餐飲顧問鄧志強師傅監製下，推出兩款全新
月餅，口味分別為合桃奶黃月餅和桂圓奶黃月
餅，除備有獨立盒裝外，亦加入了「星廚賞月
禮盒」；另外，深受歡迎的「迷你名茶月餅」
系列加入兩款特色 ■「迷你名茶月餅
迷你名茶月餅」
」系列
新口味，包括鐵觀
音奶黃月餅和早餐
茶奶黃月餅，以饗
食客。
文、圖︰雨文

塔羅星座

文：BENNY WONG

節制牌正好表示你必須
從生活的各種細節裡學習
和包容。

女皇牌的出現，就像金
星降臨在你身上照耀着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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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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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記留意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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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舊嘅唔去新嘅就不會來
的，這正是正義牌所帶來
的啟示。

感情上像吊人牌一樣懸
吊着，令人不安的事情要
發生，但只要樂觀面對自
然會得到解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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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魔術師令想到要多外
出、結識更多的朋友仔，
令你圈子更濶更廣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