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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戰國時代，若要找英明的代表，必然是趙武靈
王。趙武靈王，嬴姓，趙氏，名雍，從五行角度看
他的個性特質，就必須將「嬴」字「趙」字和
「雍」字，翻譯成五行是「癸」「辛」和「甲」，
癸即行事善巧通變，而「辛」乃實務主義者，具有
革命性的思想，做應做當做的事情。「甲」木則有
倔強、奮發圖強、自強不息的個性特質。
趙武靈王對趙國之強盛絕對起了絕不可代替的關

鍵作用，趙國強盛之時，甚至能擋住了強秦的東進
長達十年。
公元前307年，他提出了最有前瞻性、革命性的

改革：胡服騎射，建立了一支最強之騎兵，通常要
執行革命性的改革必然難關重重，尤其是人難，當
時許多大臣反對，包括趙武靈王的叔父——公子
成，他提出不能「變古之教，易古之道」為由拒絕
穿胡服。趙武靈王於是親臨公子成家，親自游說，
明言要繼承趙簡子、趙襄子的事業，振興趙國。他
的慷慨陳辭，令公子成感動，於是第二天，他的叔
父便穿上胡服上朝。得到他的支持，趙武靈王有更
大信心將改革貫彻下去，當向全國發布胡服命令，
大臣反對，便批評他們不知時變，不諳治國，最後
不得不接受胡服。
趙武靈王的改革很快收到成效，胡服騎射開拓了

疆土，壯大了趙國實力，公元前305年，趙武靈王
親率騎兵打敗了臨近的中山國，收服了東胡和臨近
幾個部落，改革實行了七年後，中山林胡、樓煩都
被收服了，趙國土地擴張了很多。

由於經常外出打仗，公元前299年，他把國君的位傳給兒
子，趙惠文王，最初他先立與韓國公主所生的趙章為太子，
後來後悔改立趙何為太子，可惜當他將大位交給趙何後，即
趙惠王便要聽命於兒子，甚感不是味兒，於是與趙章希望能
復辟奪權，可惜事敗，最後更困在沙丘宮中餓死了。
從他的姓名趙雍，亦可看到此悲慘結局的端倪︰

趙 辛
雍 甲 子女宮、妻宮
1）給以下犯上的際遇添上了伏筆！
接，便要說孟嘗君，名叫孟田文（姓名五行為「乙戊
辛」）是齊國的貴族，有養士之好，凡是投奔他門下的人，
都被留下來供養。而孟嘗君聲名最大，有數千食客，而門客
中，有一人叫馮諼，齊國人，家裏窮得幾乎無法生存，而且
沒有什麼本領，其他客戶總瞧不起他，於是只給他粗茶淡
飯。
突然有一天，他背靠圓柱，有節奏地唱起歌來：「長劍歸

去吧，這裏沒魚吃。」孟嘗君聽到禀報後，便說：「給他吃
魚。」又一次，他又背靠圓柱，唱起：「長劍歸去吧，這裏出
門沒車坐！」又給孟嘗君知道後，即令人給他坐車。不久，又
有一次，他又唱道：「長劍歸去吧，在這兒無法奉養老人。」
恰巧孟嘗君親自聽到歌的內容，便命人一天三餐派人給他的
母親送上食物，從此再也聽不到馮諼再有擊劍高歌了！
一天，孟嘗君派馮諼到薛邑去收租債，臨別時，馮諼問：

「收完後，需要買些什麼回來？」孟嘗君說：「你看我家缺
什麼，就買什麼吧！」
馮諼第二天很快就回來，當然孟嘗君很驚訝：「債都收回

來？」馮諼答：「收了！」孟嘗君問：「那麼買了什麼回
來？」馮答：「我幫你買了你家最缺的『義』回來！」原來
馮諼將票據全都燒了！
一年後，齊王革了孟嘗君之職位，無奈只好回封地薛邑去

安家，百姓知道此消息，便扶老携幼傾城而出，迎接孟嘗
君！孟嘗君非常感動，並說：「今天見到先生買回來的
『義』了！」
接馮諼說：「狡兔有三窟」此才算是一窟，並不安全，

於是馮諼去梁國對梁惠王說：「齊國把大臣孟嘗君放逐國
外，而他有才德，哪個國家任用他，哪個國家就強盛起
來！」梁惠王覺得有道理，於是帶一百輛車子，黃金千斤前
往薛邑聘請孟嘗君，而齊王聽到消息後，大為震驚，懊悔自
己當初太冒失，馬上命太子老師帶齊涽王自己的佩劍、謝罪
書，請回孟嘗君再任相。此後，孟嘗君當了十年齊國宰相，
並順順當當，可見孟嘗君最好的福分就是惜才。

德福廣場、青衣城及PopCorn三大港鐵商場攜手
推出美食購物獎賞優惠，由即日起日推出「仲夏夜
滋味」主題活動，三大商場之星級食肆將一連6個
星期推出「HK$1至Hot招牌菜」，讓顧客以HK
$1即可品嚐餐廳的馳名大熱菜式。在推廣期內，
親臨指定參與食肆即可以HK$1親嚐招牌菜（需堂
食/個別食肆需消費），如梅丘壽司美登利總本店
HK$1三文魚三貫、別府HK$1招牌拉麵、樂天皇
朝HK$1小籠包（10 粒）、The Point HK$1水牛
芝士車厘茄羅勒番茄醬Pizza、土司工坊HK$1星
洲叻沙等。

而且，MTR Mobile App登記用戶尊享日日獎賞，品嚐商
場食肆的美饌佳餚同時賺取餐飲優惠券，顧客於平日在商場
晚市用膳除了HK$1餐飲優惠及購物禮券獎賞外，商場於星
期五、六及日更推出「周末購物優惠券獎賞」推廣活動，只
需於任何兩間非食肆零售商戶消費滿指定金額，即獲高達
HK$200港鐵商場購物優惠券，盡享多重夏日優惠獎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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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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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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廳坐落於加州大廈23樓，開揚
的景觀可飽覽中環核心商業區

的景致，亦可遠眺維多利亞海的壯麗
海景。在室內設計方面，餐廳以奪目
的紅色為主調，靈感源自京都伏見區
（Fushimi-ku）稻荷大社的千本鳥
居，牆上畫有代表日本文化的鯉魚，
象徵好運。抬頭一看，便是用餐廳名
字拼湊而成的大型字母裝置，亦是一
大特色拍攝位置。

恍如置身京都千本鳥居
品嚐創新居酒屋和食

一向以來，日本料理深得港人歡迎，大家都愛親身到日本

品嚐，但現在還未是時候出外旅行，幸好最近位於中環蘭桂

坊的日本餐廳Kyoto Joe於加州大廈重開，以全新面貌和餐

目示人。同時，餐廳亦將日本居酒屋文化帶到香港，新增設

的爐端燒及天婦羅吧，提供多款下酒小吃，加上豐富的日本

酒選擇，與朋友知己舉杯暢飲，體驗日本正宗的熱鬧居酒屋

文化。 文、攝︰雨文

踏入夏天，相信大
家都想吃甜點及雪
糕，現在由即日起至
7月31日，唯港薈大
堂餐廳GREEN與愛
爾蘭甜酒品牌BAI-
LEYS及著名雪糕品
牌Häagen-Dazs攜手
呈 獻 BAILEYS ×
Häagen-Dazs下午茶，為饕客們
帶來嶄新的下午茶體驗，提供多
款 以 BAILEYS Original Irish
Cream、 BAILEYS Chocolat
Luxe 及 Häagen-Dazs 雪糕製成
的特色甜點及雞尾酒。
今次的下午茶體驗首先以酒店

自家製英式傳統鬆餅，配上奶油
忌廉、果醬及一杯自家製BAI-
LEYS軟雪糕揭開序幕，酒店糕
餅行政總廚何維城師傅（Danny
Ho）續以一系列令人垂涎並含微
量酒精的BAILEYS甜點展開一趟
舌尖上的旅行。當中重點推介的
是充分突出Original Irish Cream
及Chocolat Luxe濃郁、幼滑口感
的金箔榛子朱古力及蛋白杏仁
餅，BAILEYS的酒香與甜味充分
呈現在甜點中。而且，何維城師
傅亦特以兩款BAILEYS甜酒和雲
呢拿製成三層口味的BAILEYS意
式奶凍，提供香、滑、濃三重味
覺享受。
同時，食客更可一嚐BAILEYS
朱古力火鍋，其中的朱古力醬融
入了香濃的牛奶朱古力、Origi-

nal Irish Cream及Chocolat Luxe
兩款甜酒，配上Häagen-Dazs雪
糕、新鮮雜莓、棉花糖、杏仁及
榴槤蛋卷等食材與濃郁幼滑的朱
古力醬互相輝映。除了酒香四溢
的甜點外，下午茶套餐另提供一
系列誘人的精緻鹹點，如蘇格蘭
煙三文魚配蜜糖芥末醬、飛魚子
脆炸生蠔及家鄉鴨肝批配藍莓醬
等，每位只需港幣328元或每兩
位港幣598元。
還有，食客還可選擇兩款BAI-

LEYS特色雞尾酒，Nutterlicious
以Original Irish Cream及杏仁奶
作為基調，配以花生、朱古力及
香蕉特調而成，而 Coconut
Frappé 則 以 Original Irish
Cream和冧酒作為基調，配以牛
奶及烤椰子肉特調而成，每杯只
需港幣58元，食客更可以優惠價
港幣98元升級無限添飲氣泡酒或
港幣298元無限添飲法國香檳，
凡透過酒店餐廳熱線預訂這下午
茶並提供「ICON20%」優惠代
號即更享八折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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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鱸卷海鱸卷

特色日本料理多樣化
餐廳屹立逾20年，多年來提供創意
卷物和特色日本料理，今次餐廳特地
推出兩個全新餐目，Izakaya Menu包
羅了刺身盛盒、紫蘇雞沙律、磯煮
鮑、海鱸卷、星鰻魚、精選爐端燒燒
物、月見牛肉冰見湯烏冬及焦糖布
甸；而Toretore Menu則包羅紫蘇雞
沙律、佐賀和牛塔撻、刺身盛合、秋
葵卷、紫蘇炸蝦、精選爐端燒燒物、
自家製鰻魚飯及焦糖布甸，每位HK
$730，另加一服務費。
同時，餐廳亦提供單點餐目，如爐
端燒以日本製作的爐具配合來自各地
的上乘食材，即叫即燒，以保持溫度
和口感，推介有佐賀牛柳、牛肋筋、
明太子雞翼，以及伏見唐辛子油揚卷
等。佐賀和牛塔撻也值得一試，大廚
先輕燒佐賀A4和牛，再切成一片片放
於碟上，配菜方面，有日本菇、京蔥
和青椒，特別用上以牛助骨燜煮兩小

時的肉汁炒香，上碟時在中央放上蛋
味香濃的日本太陽蛋蛋黃，大廚建議
可拌勻蛋汁，令口感更幼滑。至於自
家製鰻魚炒飯，以自家調配的鰻魚
汁，加入自家醃製的酸瓜和日本米同
炒，是餐廳招牌菜式，不容錯過。

用餐區域添浪漫氣氛
全新的 Kyoto Joe 除了擁有壽司

吧，即席製作創意卷物，提供日本各
地空運到港的新鮮刺身和壽司。而環
形壽司吧的另一端，更是客人小酌一
杯的開放式酒吧，提供多款大吟釀、
米酒、氣泡酒、紅白餐酒、威士忌、
Highball、雞尾酒、啤酒及無酒精雞
尾酒等飲品。
調酒師更會根據餐目，為食客提供

不同配酒建議，而新增的爐端燒及天
婦羅吧，食客可隔玻璃欣賞廚師手
藝，即叫即製，以確保食物溫度和質
素。如果想坐得舒適一點，可選擇梳
化位置或落地玻璃窗旁的座位，欣賞

香港動人的夜景，增添浪
漫氣氛。餐廳同時亦設有可
提供 30個座位的VIP 貴賓
房，適合舉辦派對和私人聚
餐之用。

■■佐賀和牛塔撻佐賀和牛塔撻

■■自家製自家製BAILEYSBAILEYS軟雪糕軟雪糕

■■BAILEYS x HBAILEYS x Hääagen-Dazsagen-Dazs下午茶下午茶

■■鹹點鹹點

■■BAILEYSBAILEYS朱古力火鍋朱古力火鍋

■■BAILEYSBAILEYS 特色雞特色雞
尾酒尾酒

■■Izakaya MenuIzakaya Menu包羅了刺身盛盒包羅了刺身盛盒、、紫蘇雞沙律紫蘇雞沙律、、磯煮鮑磯煮鮑、、海鱸卷海鱸卷、、星星
鰻魚鰻魚、、精選爐端燒燒物精選爐端燒燒物、、月見牛肉冰見湯烏冬及焦糖布甸等月見牛肉冰見湯烏冬及焦糖布甸等。。

■■自家製鰻魚炒飯自家製鰻魚炒飯

■■室外空間開揚室外空間開揚

■■推介京都麥啤推介京都麥啤

■■京都千本鳥居為室內設計靈感京都千本鳥居為室內設計靈感

■■這裝飾由舊店這裝飾由舊店
帶來帶來，，至今已有至今已有
2020年歷史年歷史。。

■■Toretore MenuToretore Menu包羅紫蘇雞沙律包羅紫蘇雞沙律、、佐賀和牛佐賀和牛
塔撻塔撻、、刺身盛合刺身盛合、、秋葵卷秋葵卷、、紫蘇炸蝦紫蘇炸蝦、、精選爐精選爐
端燒燒物端燒燒物、、自家製鰻魚飯及焦糖布甸自家製鰻魚飯及焦糖布甸。。

■■壽司吧壽司吧

■■HK$HK$11至至HotHot招牌菜招牌菜

各方面都得到很好的平
衡，若果再在平穩中加多
些努力，那就更加完美
了。

女皇牌顯示了財富的豐
收，早前進行中的難題，
一一給你的毅力所征服。

若果真的遇上難事，千
萬不要收藏心裏，一定要
坦白說出來，是有人願意
助你渡過難關的。

開始思考未來的方向，
問題是在於自己心中所
好，千萬不要後悔當初，
時光是不留人的。

大膽、任性、頑皮是今
個星期的性格，不要看小
自己的破壞力量，星星之
火可燎原。

抽到力量牌，是提示你
今個星期要量力而為、以
靜制動，不宜主動出擊，
宜留守待發。

今個星期魔鬼牌纏身，
小心合約條文，勿亂簽文
件，以免壓債大增及誤交
損友呢！

病向淺中醫，縱使係鐵
人也需要休息的，要保持
良好的身心才能繼續發光
發熱的。

鬥氣、鬥氣、鬥氣是今
星期經常發生的，需然無
傷大雅，但也頗令身心勞
累。

有強烈的旅遊運，不妨
多出外旅行走走，吸收大
自然的空氣，對運程還有
幫助！

工作壓力頗大，工作量
還不斷增加，令你有點吃
不消，上司也同時對你施
壓，令你進退兩難。

你說什麼話，愛侶也一
一認同，甚至盲目追隨。
都話愛情是盲目、沒有理
由的。

文：BENNY WONG塔羅星座塔羅星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