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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是「霸」，可以是眾望所歸、心悅誠服、軟硬兼施的
強勢領導，也可以是恃強凌弱、雙重標準，只許州官放
火，不許百姓點燈的霸。
如此兩面性，套用在春秋首霸的齊桓公小白身上最貼切

不過。初心胸懷大志、兼善天下，見周室衰微，無力統領
群雄，對自己能力滿滿自信，便借勢發揮其兼善天下的抱
負。但當公元前681年，齊桓公奉周天子通知各諸侯到齊
國西南邊境開會，只有宋、陳、蔡、鄭四國到來，其餘抱
持觀望態度，因此齊以此為借口殺雞儆猴，制服了魯國，
但公元前684年，齊桓公即位的第二年，又派兵攻打魯
國，魯莊公對一再欺負他們的齊國忍無可忍，於是與齊一
決死戰，但自視過高，貪勝不知輸，於是嘗到慘敗的結
果！
公子小白在登位前後，其出類拔萃的智慧和胸懷，就判

若兩人。
公元前686年，國君齊襄公死於非命，襄公有兩個兄

弟，一個叫公子糾「乙」一個叫公子小白甲戊，兩人身邊
都有輔助的能人，輔助公子糾的叫管辛仲癸，輔助公子小
白的叫鮑癸叔乙牙辛。兩人聽聞襄公被殺消息，都爭快回
齊爭奪帝君之位。
管仲對魯莊公說：「公子小白離齊國很近，萬一較快回

到齊國，那我就不妙，讓我先帶一路人馬在路上截殺
他。」
正如管仲所預料，公子小白快到齊國之際，管仲隨即拈

弓搭箭，向小白射去，公子小白大叫倒下，原來是假裝
的。
當公子糾和管仲進城，小白和鮑叔牙早已趕到了齊國都

臨淄，小白自然做了國君。齊桓公為報一箭之仇，發兵攻
打魯國，並逼魯莊公殺掉公子糾，又把管仲送回齊國治
罪，魯莊公無可奈何，只好照辦。
而齊桓公最出類拔萃的地方就是他的豁達大度，聽從鮑

叔牙之推薦曾射殺他的管仲，桓公不但沒有治管仲的罪，
還任命他為相，管理國政。
當然管仲也沒有令齊桓公失望，盡心輔助桓公的霸業。

在國內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在經濟上，實行租稅改革，
採取了一些有利於農業及手工業發展的政策，在管理上，
他號召禮法並用，知禮可以使民眾懂得廉恥，明法可以使
民眾遵守規矩，兩者結合才能使齊國力大增。
在政治上，管仲積極促使齊桓公尊王攘夷，由於單靠自

己的力量是不能稱霸的。於是，齊桓公首先與周室結親，
迎娶周莊王之女共姬，向全國表明自己與周天子有姻親關
係，加上尊王口號，便取得各諸侯的支持。
公元前679年，原先國內政局很混亂的宋國和鄭國，在

齊國的幫助下，實現了初步的穩定，齊桓公的霸主地位終
於被各諸侯國認可，稱霸中原。
而齊國最重要的功臣管仲，辛癸，從姓名學總格顯示

「辛」金，是實務主義者，講求實事求是，講究細緻之邏
輯思維行事法。「癸」水講求善巧，通學變，辛與癸（金
生水）吐秀格，自然，有好名聲，無怪乎，管仲也變了一
代賢相的代表，連諸葛亮也將自己比喻成一代賢相管仲。
己亥年齊桓公奉周莊王之命通知各諸侯會盟。

公元前681年
己~周室
亥
壬甲→齊

乙大運
乙運化進變甲，齊東面稱霸，以周室之名義合甲化大

土，希望團結力量去駕馭。

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具有
很強的聯繫，無論是在愛情
中或在業務上，它可以預知
現有關係的加強或新的信
號。和諧與寬容是關鍵，與
那些沒有那麼幸運的人分享
你的好運氣，亦是一個在你
的生活中找到平衡及新開
始。
而且，這可能是一個好時機，一直在你身邊的人，是個

特別吉祥的魔法符號啓示！
什麼才能永遠帶來幸福、和諧和歡樂？成功和成就感也

與愛有關。在所有情況下，經驗豐富的回報將是情緒的穩
定，它可以帶來好消息和持久的愛。
情緒充滿挑戰的時候，將不滿的能量減退，學會讓時間

令你退後一步，嘗試避免陷入不愉快的情況。耐心是關
鍵，事情會比你希望的更慢。它標誌着艱難的時刻，但你
會通過。一定要記住，我們最艱難的時刻來到對我們最寶
貴的是吸取經驗。新的開始，這就是蓬勃發展的好時機。
來吧，你準備好重新出發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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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霸齊桓公的兩面

魔魔法館法館

香港著名西洋玄學家，天生
一對藍瞳目，能靈視你的未
來，善於各類型西洋占卜術，
超過二十年的占卜經驗，更獨
創數字占卜命盤—「BT9 型
格」，親授之學生遍佈世界各
地，亦得「導師中的導師」美
譽。

Benny Wong

愛情來的時候

在開舖之初，Johnson鑒於現今
香港人生活忙碌，每日面對着

不同壓力，於是便自己一手策劃餐
廳的設計，藉以將忙碌的港人帶回
上世紀60及70年代的舊香港，讓港
人見證當時的風貌及體驗舊香港情
懷，聽着當年流行的廣東歌，可以
與親朋好友過一個輕鬆的晚上。
踏入餐廳裡，既能看到多款獨具
風格的懷舊海報，甚至是擺放在門
口及卡位的舊信箱、收銀處旁的舊
式雪櫃、方格階磚地板、吊扇及燈
架、多款牌匾，或是以銀號包裝而
成的收銀處等，都令人彷彿置身於
60、70年代。
加上，店內還使用了懷舊風格的
餐具，Johnson更特意搜羅了多款當
時的生活用品如水杯、水壺、火水
爐、風筒及收音機等作裝飾，為餐
廳增添氣氛。而且，當時家喻戶曉

的綠寶橙汁亦隱藏在裝飾架中，
Johnson希望能傳達給發現它的有心
人一種會心微笑的暖意。

外賣優惠套餐選擇多
一向以來，大家都認為火鍋只可

堂食，今次Johnson及Kathy特地在
3月時創新推出外賣優惠套餐，當
中的湯底及食材選擇多，如湯底更
有 8款可選，大家可在秘製麻辣
湯、老港沙嗲湯、鹹蛋芥菜湯、花
雕醉雞湯、濃番茄薯仔肉片湯及芫
荽皮蛋魚頭湯中6選1，或另加38
元轉冬甫美人鍋、胡椒豬肚少爺雞
湯。
至於食材配料方面，則有牛肉

類、丸餃類、肉類、粉麵類等可作
選擇。在牛肉類中，可於安格斯牛
肉、極級封門柳、梅花黑豚肉+秘
製豬頸肉中3選1，亦可加50元轉

手切牛肉。在丸餃類，於手
打四寶丸或手工四寶餃中2
選1。另外，肉類配料可9
選3，於黑栢葉、8吋長蟹
柳、水土魷、魚皮餃、芝士
豆腐磚、豬肚、蟹籽丸、醬
爆瀨尿牛丸及貢丸中選擇。
最後，選粉麵類，則有稻庭
烏冬、新竹米粉及紅薯粉3
選1。當然，餐廳還包括了
即炸響鈴、灌湯小籠包及田
園拼盤，優惠價568元。

抗疫搞新意推外賣火鍋

在香港面臨第二波疫情爆發下，餐飲業雪上加霜，上星期政府

再推出第二輪防疫抗疫基金，惠及的行業更多。在防疫上，對於

飲食業來說，餐廳做足政府相關防疫指示，確保食客吃得安心，

而九龍城同撈同煲創辦人Johnson及Kathy有見出現打邊爐家族

群組後，食客極速減少，便搞新意推出外賣優惠火鍋套餐，讓不

敢到餐廳打邊爐的食客，都可以足不出戶品嚐他們足料的火鍋，

期望大家吃過後愛上，疫情後能親到餐廳，置身於舊香港風貌中

品嚐餐廳的獨有風味。 文、攝︰雨文

吃出風味感受香港舊情懷

湯底及食材料足新鮮
一向以來，Johnson及Kathy極着重
火鍋湯底及食材配料的品質，食客可
先喝湯，而食材務必真材實料，以單
點形式供食客選擇，讓食客安坐位中
吃得滋味。例如，冬甫美人鍋（雞
湯），採用女士們必愛的桃膠、蟲草
花、花膠、走地雞、竹笙、金華火腿
骨等熬煮8個小時以上而製成，味道
清甜不太油膩，花膠軟腍容易入口。
而餐廳中較有特色的可算是糖不

甩，其象徵祥瑞的鯉魚形狀外觀吸
引，Kathy更創立了一種全新食法，
將糖不甩放落火鍋湯底灼熟，煮熟的
糖不甩微微沾上湯香，然後再加上花
生碎一併享用，既有湯底鹹香及精
華，又帶甜甜的花生粒口感層次。
而且，多款火鍋配料及飲品更是自

家製作，手工餃及各款丸類如梅菜豬
肉丸、養顏美人餃、芋頭臘味餃等，
其餡足料。還有清熱飲品如冬瓜薏米
水、山楂紫背天葵及杞子圓肉菊米蜜
等。同時，最值得留意的是，他們在
疫情下特別為食客推出原條象拔蚌優
惠，堂食288元，外賣388元，與食客
共度時艱。

盡本分望眾同心抗疫
在堂食上，自疫情之初，餐廳已特

地派人每天開市前進行一輪消毒清
潔的工序。他們說，這是每間食肆都
應盡的本分，目的是讓食客可以吃得
安心。本來餐廳的座椅空間設計都以
寬闊見稱，讓食客可以坐得舒適，在
現時的「限聚令」下，他們再將餐廳
的桌椅稍作調動及減少，做足政府的
指引，希望到來的食客也能在這個時

期安心食用。
在現時的疫情影響下，他們都有申

請第一輪抗疫基金，繼續添置更多防
疫用品，但因營業額的確急降不少，
補助有限，也會嘗試申請第二輪抗疫
基金，他們都希望不裁員、不減薪，
能繼續維持餐廳營業，員工有工開。
而 Johnson 更衷心期望︰「在疫情
下，大家不要分你我，要同心抗疫，
希望疫情早過去，大家肯安心出來吃
飯，經濟自然變好。」

全自動送餐機械人
作為香港首間酒店

引 進 由 RICE RO-
BOTICS 研發的全自
動送餐機械人——
「GENIE」的如心南
灣海景酒店，旨在透過日常服務中實踐人工智能和
自動化為住客帶來更方便的住宿體驗。新成員GE-
NIE已於3月份正式啟用，送餐機械人將根據預設
路徑更有效率地為酒店住客提供優質的客房餐飲服
務。它現提供有限度服務，並亦額外增設兩位家庭
成員，全面照顧住客的需要。 文︰雨文

■■以銀號包裝設計的收銀處以銀號包裝設計的收銀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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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賣火鍋優惠外賣火鍋優惠
套餐套餐，，款式選擇款式選擇
眾多眾多。。

■■外賣套餐只需外賣套餐只需568568元元，，足夠足夠44人食用人食用，，
此套餐另加了此套餐另加了3838元轉冬甫美人鍋元轉冬甫美人鍋。。

■■餐廳環境寬闊餐廳環境寬闊，，並極具舊香港情懷並極具舊香港情懷。。

■■JohnsonJohnson期望大家不期望大家不
分你我分你我，，齊心抗疫齊心抗疫！！ ▲▲糖不甩糖不甩

▶▶山楂紫背山楂紫背
天葵及杞子天葵及杞子
圓肉菊米蜜圓肉菊米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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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記留意
呢。

高塔這張牌不要太擔
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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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舊既唔去新的就不會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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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不安的事情發
生，但只要樂觀面對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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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是戰車牌在搞鬼
呢！

魔術師牌令到你想到要
多外出、結識更多的朋友
仔，令你圈子更闊更廣。

文：BENNY WONG塔羅星座塔羅星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