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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所周之，秦王嬴政的母親趙姬乃秦相
呂不韋之姬，「姬」字的釋義歷代各有說
法，可做「歌舞伎」、「侍妾」，或單純
指「婦女」亦可。
公元前247年，秦莊襄王即位之年駕

崩，年僅十三歲的嬴政被立為秦王，趙姬
封為太后，呂不韋被尊為相國，號稱仲
父。
嬴子楚英年早逝後，趙姬與呂不韋常自

私通，但呂不韋見秦王日漸成長，恐引禍
上身，因此收買宮中的太監，將自己的食
客嫪毐送入宮中，假受腐刑，明面為宦
官，實為太后的面首。
公元前239年，王弟嬴成蟜投奔趙國發

動叛變，嫪毐平亂有功，封辰信侯。
公元前238年，秦王政獲密告，指嫪毐

為假宦官，與太后趙姬淫亂，並預謀叛
亂。秦王下令徹查，嫪毐遂偽造太后印
信，引領其門客和少數軍隊發動政變，秦
王令昌平君、昌文君率兵平叛，嫪毐的叛
亂很快便被擊潰，被生擒後送至咸陽處以
車裂之刑，並夷三族，而嫪毐與太后所生
的兩個兒子也被裝在布袋中打死，其童僕
門客皆被流放蜀地。

嫪毐被處死的同時，趙姬被嬴政驅往雍地幽禁，
但是在當時，幽禁親生母親有違孝道，但嬴政餘怒
未消，下令凡為太后求情的，先責打，後處死，為
此有27位進諫者被殺，這時齊國人茅焦（姓名五
行「庚丁」）勸說嬴政，指出幽禁母親有損名聲，
難以讓天下人信服，殺官進獻忠言的大臣，會寒了
天下人才之心，對收買六國人心，統一天下大業不
利，嬴政採納了茅焦的建議，厚葬被殺的大臣，又
親自率領車隊，前往雍地把太后接回咸陽，後居甘
泉宮，母子關係得以恢復，茅焦因此事被尊為上
卿。
嫪毐政變失敗後，嬴政借勢將呂不韋貶回家鄉，

呂不韋接旨後，官員夾道相送，嬴政見狀下詔，暗
示呂不韋功高震主，呂不韋為免牽連家人，飲鴆酒
自盡，享年57歲。在呂不韋死後的第六年，趙姬
亦逝，享年51歲。
歷史陳述至此，才了解明白，秦王嬴政為什麼也

會有內外交困的情況？身為最強之國的國君，有無
上權威，但原來他的姓名五行是癸庚。

果
嬴 癸（我）
政 庚（內卦、外卦—自己親人及外人）

因
1）癸（細水），庚（大金），於是細水配大金

便出現金大水涸的現象。
2）由於我「癸」變得凝固，故思想也會時有內

外交困，想不通的情況，而看罷此段歷史，就知道
了這個「庚」所代表的自己人及外人如何產生，不
斷的困擾，單是「呂不韋獻有孕之女」的傳言甚囂
塵上，已是重磅的炸彈。
呂不韋（姓名五行為「丙辛庚」）從他的名字看

來，果然與他的人生際遇軌跡頗配合。
呂 丙（我）
不 辛（細金—財庫）
韋 庚（光芒四射的身份）
1）丙辛合，財來就我，營商至富。
2）丙庚，我駕御此貴身份，取巧投機，成功後

亦成雙刃刀！
最後，這個茅焦（姓名五行為「庚丁」），即以

火煉金得貴，所以27個同勸秦王嬴政的人，得賜
死下場，而茅焦則……，這就是不同姓名的際遇
吧！

近日香港疫情持續，政府再次收緊堂食限
聚條例，即將全日禁止堂食，為與市民共度
時艱，新地旗下上水廣場及將軍澳PopWalk
天晉滙，聯手推出抗疫優惠「外賣自取滋味
賞」，讓大家輕鬆自取美食，安坐家中及保
持社交距離，同心抗疫。
由即日起至8月9日，上水廣場及PopWalk

天晉滙陸續推出多項美食優惠巡禮，其中
「外賣自取滋味賞」聯同兩大商場中西日韓
餐飲及零售美食商戶，The Point by SHKP
/ PopWalk 會員尊享積分換領美食優惠券及
抗疫禮品，盡享美食外賣自取禮遇，而指定
食肆更推出外賣自取優惠高達7折，加上商
場贈券，即享折上折回贈。

另外，疫情持續令不少市民選擇留家
用膳，利園區多間餐飲商戶推出外賣自
取優惠，鼓勵市民安坐家中享用美食佳
餚。加上，今個夏天還推出「Rewards
Together」購物驚喜五重賞，包括高達
15%消費回贈的購物禮遇、銀聯卡用戶
的獨家優惠、會員尊享的豐富禮遇、

Kids Passbook通行小冊子計劃及高達5小時
免費泊車優惠等。為配合最新的防疫政策，
利園區亦與點餐平台Openrice合作，自設一
個多功能的外賣平台，讓顧客可以一click即
可盡覽超過80間餐飲商戶的外賣資訊，令外
賣自取變得輕鬆又簡單。

防疫資訊防疫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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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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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賣自取滋味賞
文︰雨文

■■消費回贈獎賞消費回贈獎賞

這家意大利餐廳 Joia Restaurant
& Bar，一直提供意大利北部的

特色風味，今次放在半自助餐桌上的
都是充滿意大利色彩的美食，包括海
鮮拼盤、意大利火腿、芝士、布袋芝
士番茄沙律、茄子沙律、時令蔬菜
等，還有朱古力噴泉、Tiramisu及芝
士蛋糕等甜品。

主菜即叫即做口感超正
在主菜方面，更是即叫即做，約有
七款可選，分成有機蛋類、意粉、肉
類及薄餅，款式亦會每星期轉換，以
保留新鮮感。幾款主菜都各有千秋，
香煎鱸魚配上地中海醬汁，煎得夠乾
身的鱸魚，入口鱸魚皮帶點脆口，魚

肉帶點鹹尚算嫩滑；龍蝦肉伴上輕辣
番茄醬和羅勒，入口微辣更帶出龍蝦
的鮮甜；番茄通心粉入口即感受到新
鮮的番茄味，每條通心粉都沾上番茄
汁，富清新口感。

烤春雞與薄餅滋味吸引
而且，烤春雞賣相吸引，將雞肉

送進口中，皮香肉嫩還滲出陣陣迷
迭香，幾滋味；而自家製加入了牛
肉的松露雲吞，配上蘑菇和馬鈴薯
泡沫，香氣濃郁。另外，自家製作
薄餅Mushroom cooked ham, tomato,
mozzarella，放滿了蘑菇、熟火腿、
番茄及芝士在薄餅上，口感豐富，
至於Pizza Margherita with fresh cher-

ry tomato and basil 亦充滿意大利風
味。
餐廳位於商場的屋頂花園，讓你能

於舒適愜意的露天座位，盡情享受精
緻美食。在價錢方面，半自助餐連主
菜HK$328/位、半自助餐HK$298/

位，每位成人更可免費攜同一位小童
（身高少於110厘米）用餐，或追加
HK$198任飲餐酒助興。
Joia Restaurant & Bar
地址：尖沙咀柯士甸道西1號圓方頂

層R010號舖

暑假限定周末早午餐

可能許多港人沒有留意到圓方商場（Elements）頂層平台

有個很舒適寫意的空間，當中有多間餐廳設半露天座位，許

多該區住客和外國人士很喜歡到此享受午餐，在疫情下室外

空間空氣更流通。最近，九龍站Joia推出暑假限定周末海鮮

主題早午餐，有龍蝦、鮮蝦、青口等冷盤及甜品，還有幾款

主菜任你揀，如果喜歡飲酒的朋友們，只需加HK$198，便

可讓你任飲紅白酒，在假日想放鬆一下，不妨等疫情緩和

後，堂食再度開放後去試試，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文、攝︰焯羚

被譽為「韓國國民早餐
的人氣吐司店」 Isaac
Toast & Coffee，逆境中
香港第二間分店選址旺角
朗豪坊，旺角店保留多款
韓國經典吐司外，更推出
新店限定三養地獄辣雞吐
司（$44），吐司沿用以
韓國正宗秘方研製，味道
酸甜的Magic Sauce及秘製無鹽牛油，配合三養招牌地獄
辣醬，三者碰撞出嶄新味覺享受，甜蜜又刺激。
另外，店內還提供十一款韓國經典吐司，當中含墨西哥
辣椒芝士醬的邪惡芝士煙肉吐司（$44），以及邪惡芝士
煙肉薯餅吐司（$51），雖只推出短短三個月，卻憑其美
國風情及邪惡食材組合，受吐司迷寵愛並創下超高銷量。
其實，原來韓國的吐司都頗大件，如果是節食女孩可以頂
一餐了。現在，疫情下，大家可以買個吐司外賣，一嚐在
家享受大件吐司的滋味。

舒適空間嚐意式美食

同 期 加 映 文︰雨文 圖︰焯羚、雨文

城景國際Amazing Bakery由即日起推出
古早味蛋糕，每個只售HK$68起，今年更
推出充滿日式風味的抹茶紅豆古早味蛋糕，
蛋糕嚴選日本宇治抹茶及十勝紅豆製作而
成，綿密蛋糕滲透清新茶香及濃郁豆味，營
造充滿幸福感的初夏。此外，精選古早味蛋
糕還包括以D24榴槤肉製成之榴槤古早味蛋
糕，其他口味如朱古力味、雙重芝士味、芒
果味、肉鬆味、斑蘭味及原味等，由即日起
至7月31日推廣期惠顧更可尊享8折優惠。

在這個夏日，榴槤蛋糕大熱，今年聖安娜餅
屋將馬來西亞時令頂級D24榴槤直送到港，打
造頂級D24榴槤飄香盛宴蛋糕，啖啖榴槤滋味
溢滿口腔。在頂級D24榴槤蛋糕系列中重量級
新品以3D開邊榴槤的造型登場，榴槤肉佔全
個蛋糕四分一，餅面兩大顆去核D24榴槤肉以
朱古力外殼包裹，夾雜絲絲縷縷的果肉纖維。
蛋糕以特製綠色忌廉模仿榴槤釘作面飾，內裏
兩層厚厚的D24香濃榴槤果肉夾心配上特製忌
廉口感幼滑，入口即溶，中間夾鬆軟的海綿
蛋糕，將榴槤美味提升。
另外，還有D24榴槤金裝迷你蛋糕和小巧甜
點D24榴槤千層蛋糕可作選擇，D24榴槤金裝
迷你蛋糕，原個3D榴槤造型可愛迷人，中間
配以朱古力脆夾層；而D24榴槤千層蛋糕則由
香滑鮮忌廉與多層超薄班戟皮交疊組成，口感
豐富。

韓國人氣吐司必試韓國人氣吐司必試
榴槤飄香盛宴蛋糕榴槤飄香盛宴蛋糕

精選古早味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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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術師牌令你長袖善
舞，對工作絕對是事半功
倍。

皇后牌令你財運不錯，
既搵錢又大使，豪氣非
常。

月亮牌代表情緒上的不
安，將有要事令你心情十
五十六。

節制牌所帶給你的反
思，有時間回想前事，也
可以進步起來。

高塔為你帶來的機會，
有危亦有機，一切考考你
眼光了。

當皇帝牌出現，工作有
新轉機，如能好好把握，
成功自然在望的。

抽到隱士牌，學習能力
特別強勁，亦不滿現狀，
因此進修連連。

命運之輪指生活上出現
不可抵抗的改變，準備迎
接新的一天吧！

萬樣事從根基開始，若
想一步成功，恐怕力有所
不逮了，實幹要緊。

多加留意有人正在暗戀
你呢，單身人士要留意
喇。

出現了死神牌，不用太
擔心，死神的出現可能正
代表舊患真正得到治癒
了。

新機會在眼前，機會是
不等人的，因為太陽牌在
前方照耀你呢！

文：BENNY WONG塔羅星座塔羅星座

■■三養地獄辣雞吐司

■■韓國人氣吐司店登陸旺角 ■■ MVP超級蝦吐司

■■邪惡芝士煙肉薯餅
吐司

■■意大利餐廳食嘢怎意大利餐廳食嘢怎
能沒有比薩呢能沒有比薩呢。。

■■ 美食優惠券
及抗疫禮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