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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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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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

幸福下午茶

東漢具標誌性人物（完結篇）

西方情人節過了，
西方情人節過了
， 如大家錯過了慶祝
如大家錯過了慶祝，
， 趁今個星期五的元宵佳
節 ， 不妨走到酒店品嚐其餐廳特設的特色下午茶
不妨走到酒店品嚐其餐廳特設的特色下午茶，
， 有酒店更與護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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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庸」下午茶
平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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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羅了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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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及水果。
點及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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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合作，
品牌合作
，兩人分量更送產品體驗禮物包
兩人分量更送產品體驗禮物包，
，讓大家品嚐之餘又有禮物帶
回家，
回家
，一舉兩得
一舉兩得。
。加上
加上，
，酒店亦有提供外賣下午茶
酒店亦有提供外賣下午茶，
，以精緻禮盒包裝送上
以精緻禮盒包裝送上，
，同樣

●鴨肝配薑及杞子醬

採、攝︰焯羚

● 九 龍 香 格 里 拉 大 酒 店 「Dare To Be
Different 拒絕平庸
拒絕平庸」
」下午茶

「 拒絕平庸」下午茶

●茉莉花茶鮮蝦配車厘茄
及水牛芝士

九龍香格里拉大酒店聯乘知名英國護膚品牌
Crabtree & Evelyn 攜手推出「Dare To Be Different 拒絕平庸」下午茶，下午茶靈感源自品牌王牌
產品的四大系列：Evelyn Rose 系列拒絕平庸的玫
瑰、Crabtree 系列包容率真的蘋果和佛手柑、The
Gardeners 系列擁抱自然的巴西莓和枸杞，以及受
峇里島啟發 Bali 系列的香茅、椰子和檀香木等。新
上任的酒店行政糕餅總廚Dhilmin Silva及其廚師團
隊便以此為元素，並搜羅時令食材入饌，設計出一
系列誘人的甜鹹美點。其別具匠心的華麗美饌並以
高雅的經典鳥籠四層架盛載，於今個月至三月期間
在酒店大堂酒廊供應。
下午茶精緻的美點與 Crabtree & Evelyn 的王牌
產品結合，呈現一份品嚐得到專屬其品牌的味道，
締造視覺與味覺交融的高雅下午茶體驗。其多款別出心裁
的推介如鴨肝配薑及杞子醬，主廚以調配的枸杞醬加入薑
汁，除去鴨肝的油膩感令味道變得更清爽。而茉莉花茶鮮
蝦配車厘茄及水牛芝士，每一口都散發着茉莉花的清新香
氣帶有陣陣水牛芝士的鹹香，以及香辣帶子他他配薑及佛
手柑醬，另外當然少不了甜品愛好者的最愛，包括優雅香
甜的檸檬草奶凍酥餅配芒果慕絲及香橙啫喱、甜而不膩的
雲呢拿玫瑰馬卡龍配紅桑梅及玫瑰花，以及味道層次豐富
的蘋果薑味慕絲配蘋果及佛手柑蛋糕，令人目不轉睛難以
抵抗。
而且，如惠顧兩位用「Dare To Be Different 拒絕平
庸」下午茶，即可獲贈限量
●外賣下午茶形式
Crabtree & Evelyn 經 典 王 牌
產品體驗禮物包乙份，包括再
生+ 滋養護手霜（25ml）、
自 然 氣 息 香 水 （2ml） 及
Crabtree & Evelyn 獨家 85 折
購物優惠禮券。這下午茶於下
午 3 時至 6 時供應，兩位價格
HK $638， 食 客 更 可 以 每 杯
$88 享用法國凱歌王牌香檳一
杯以提升滋味體驗。

●皇家太平洋酒店柏景餐廳
皇家太平洋酒店柏景餐廳「
「悠然下午茶
悠然下午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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滋味「悠然下午茶」

亦可讓情侶於元宵節安坐家中品嚐，
亦可讓情侶於元宵節安坐家中品嚐
，為中國情人節注滿幸福
為中國情人節注滿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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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堂食已放寬，不過大
家仍可選擇外賣，皇家太平
洋酒店柏景餐廳推出「悠然
下午茶」外賣服務，讓饕客
安在家中細意品嚐由廚藝團
隊匠心巧製的下午茶美點，
與愛侶閨蜜好友悠然暢聚午
後時光。「悠然下午茶」外
賣禮盒盛載各式精緻可口的
甜點，包括滿載濃郁清甜蘋
果滋味、香醇軟滑的焗富士
蘋果芝士蛋糕、賣相可愛誘
人、口感細膩且充滿蛋香的
法式燉蛋泡芙、幼滑如絲的
榛子朱古力慕絲、清新怡人的加州
香橙忌廉撻、紅莓牛奶布甸及宇冶
抹茶紅豆卷，以甜蜜滋味點綴悠閒
下午。
一眾熱愛鹹點小食的食客不容錯
過一系列鹹點佳餚，如精緻小巧的
流心巴馬火腿鵪鶉蛋班尼迪、味道
口感豐富的牛油果鮮蝦咯嗲、健怡
的香草青瓜忌廉芝士麥包、迷你松
露牛肉芝士漢堡，充滿花香的脆炸
玫瑰香檳燉蛋白更是滑不溜口，每
款鹹點皆令人愛不釋手。享用下午
茶當然少不了由糕餅師每日自家焗
製的經典牛油鬆餅及提子鬆餅，鬆
餅口感軟綿鬆化，散發濃郁牛油香
氣，在熱烘烘的鬆餅上抹上一層忌
廉及柑橘果醬，微微溶化的忌廉與
甜蜜果醬完美交織，為下午注滿幸
福。「悠然下午茶」外賣兩位用只
需港幣$416 起，食客於最少一日
前經官網預訂可享8折優惠。
●「悠然下午茶
悠然下午茶」
」外賣以禮盒盛載

食得滋味

米芝蓮拉麵店再登場
日本風店舖摩登設計
東京新宿創立的米芝蓮一星拉麵店「金色
不如帰」於 2019 年首度抵港後便成為城中
熱話，其自家創作的招牌「黃金湯頭」更是
選用每日新鮮直送的大蜆秘製而成，味道清
新並富有海洋的鮮味，配上每日新鮮香港製
造、採用 100%日本上乘小麥粉自家製成的
麵條及入口即融的低溫叉燒，令人一試愛
上。為讓更多香港拉麵愛好者可以一嚐過江
龍米芝蓮一星拉麵的威力，其第三間分店早
前登陸尖沙咀潮人聚腳點 H Zentre，以嶄新
面貌登場。
新店坐落於 H Zentre 的地舖，屬黃金角
落，採用高樓底落地大玻璃，透光感十足，
可望鬧市街景，亦設有戶外露天座位。整個
H Zentre 分店的設計是想帶出「金色不如
帰」日本新宿店的精神，也是向其本店致
敬。餐廳裝潢打破一貫傳統日本拉麵店的風
格，特以餐廳名之意思黃金布穀鳥為設計概
念，以布穀鳥灰黑色羽毛為主調，溫暖的磚
紅色木紋牆身參照布穀鳥身上的顏色，營造
舒適且放鬆的氛圍，而天花流線型吊燈的弧
度呈現出布穀鳥飛翔的感覺。吧枱頂部的位
置用上像小麥的竹子物料作裝飾，有着收成
的意思，正切合師傅將拉麵送到客人手上。
餐廳型格簡約，用上暗灰黑和深木色調，
裝修材料和擺設均注入磚、竹、木等元素，
富有日本風情，令大家有身處日本當地餐廳
的感覺，除了吃拉麵，其環境亦相當適合與
● 餐廳型格簡約
餐廳型格簡約，
， 用上暗灰黑和深木色
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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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鱈醬油燒

●貝汁鹽味拉麵

●精緻特色小食

套用今天的潮語乜「神」、
男神、女神，相信能與華佗比
肩齊名的張仲景，二人應該被
稱之為醫神，絕不為過，他們
的行事風格從他們的姓名中，
可找到他們倆的共性就是
「愛」、同理心與同情心，因
為他們的姓氏同屬五行之
「壬」水，當人有濟世為懷的
心性，「壬」就是大愛，否則
便是任性與野蠻！
為何如此，玄一點的說法就
是五行無「自性」，廣東話即
「無想點！」可以展現其唯識
的優點，也可展示其缺點。
「壬」和「癸」皆屬水，而
水性變化萬千，故代表善變和
善巧，具創意，亦由於水性滋
養萬物，因此富同情心，而水
性的物理性必然由高流向低
處，行事靈巧，富想法，但不
失目標性，向低流，自然傾向
幫助「弱勢」。
唯識幾何的代表便是曲線，
代表「癸」水，無固定形
態
就是「壬」。
而張仲景和華佗的五行組合
分別為「壬癸丁」與「壬
丙」，雖然「壬」和「癸」同
屬水，但「壬」帶偏激性，
「癸」則有破偏激性的特質，
比方尖角「Λ」代表偏激，而
曲線的癸水可Λ可去除緩和尖
角的銳利，故行事「通情達
理」。若像華佗的「壬」和
「丙」皆屬「陽」大水與大
火，正正形成水火不容之勢。
因此，才有華佗惹怒曹操被殺
的 悲 慘 結 果 。 是 年 公 元 208
年，戊子年是也！其五行之運
作如下：
華 壬
佗 丙
外卦、外人

我

戊
子 化火
癸

1）華氏「壬」水代表我；
2）戊子歲，子中藏「癸」水；
3）而「丙」在外卦位即代表外
人，見「丙」火，脾氣大，引
發戊癸化火海，反剋自己
「壬」水，反遭殺身之禍。
現將二人的經歷短述如下：
張仲景是東漢末年著名的醫
學家，被後人尊稱為「醫
聖」。史載張仲景自幼聰穎，
喜歡研究岐黃之學，對名醫扁
鵲很是推崇，並以其為榜樣。
他拜同鄉著名中醫張伯祖為
師，因其刻苦，很快便盡得真
傳。
漢靈帝時，張仲景被舉為孝
廉，繼而出任長沙太守。他雖
居要職，卻淡泊名利，不屑於

追逐權勢，他心裏所關心的是
百姓的疾苦。傳說他為太守之
時，每逢初一、十五停辦公
事，親自到大堂之上為百姓診
病，號稱為「坐堂」。
東漢末年，戰亂頻繁，瘟疫
橫行，民不聊生。這時，南陽
病疫流行，張仲景的家族在 10
年之內，竟死去三分之二。面
對這種打擊，張仲景決定辭官
行醫，懸壺濟世。
張仲景在行醫過程中，不僅
潛心學習漢代以前的醫學精
華，而且虛心向同時代的名醫
學習，博採眾家之長。為了學
到本領，他隱姓化名，自願給
「王神仙」做藥店夥計。他的
勤奮聰明很快就取得了「王神
仙」的欣賞和信任。有一次，
「王神仙」給一個患急病的病
人看病，所配的藥方裏有一味
藥劑量不夠。
張仲景覺得有問題，但還是
照抓藥。結果，病人病情加
重，「王神仙」束手無策。張
仲景挺身而出，自告奮勇一展
身手，果然手到病除。「王神
仙」很吃驚地看着眼前這位年
輕人，知道他大有來歷，一問
才知他是河南名醫。「王神
仙」深受感動，遂將其技藝傾
囊相授。後來，張仲景著書立
說，寫成《傷寒雜病論》，影
響至深至遠。
而華氏家族本是望族，但到
華佗時已經衰微了。幼年的華
佗在攻讀經史的時候，就很留
心醫藥。他從古代名醫濟世救
人的事跡中獲得啟發，樹立了
解救蒼生苦難的理想。
在當時的社會裏，讀書人都
以出仕做官為榮，可是華佗卻
選擇了另一條道路，以醫為
業，很多人舉薦華佗做官，都
被他拒絕了。不為良相，便為
良醫，華佗決心終身為百姓行
醫。華佗行醫，無師自通。精
研典籍，結合實踐，自成一
派。
華佗的醫名遠播，使得曹操
聞而相召。原來曹操患有頭風
病，找了很多醫生都不見效。
華佗只給他扎了一針，曹操頭
痛立止。曹操為了自己看病，
強把華佗留在自己府裏。但是
華佗立志為民看病，不肯專門
侍奉權貴，於是就請假回家。
曹操催了幾次，華佗都以妻病
為由不去。曹操大怒，專門派
人將他抓到許昌，要他治自己
的頭風病。華佗直言要開頭
顱，實施手術。曹操以為華佗
要謀害自己，就把他關進牢
中，及後處死。何其可惜也！

●新店採開放式廚房
●鳥皮烏賊揚

塔羅星座

朋友、同事小酌幾杯，十分愜意。
當中，貝汁醬油拉麵是米芝蓮星級推薦拉
麵，湯底加入每日新鮮運送的大蜆熬製而成
的秘製蜆湯，混合豚骨湯及日本秘製醬油，
重新打造出全新的魚介系及動物系拉麵湯
底，入口清新，湯底微鹹帶甜，帶出海洋風
味。而貝汁鹽味拉麵，湯底同樣混合秘製蜆
湯、魚介及豚骨湯，再加入日本進口海鹽，
入口清甜。有別於貝汁醬油拉麵，貝汁鹽味
拉麵加入廚師秘製白松露油，讓湯底額外帶
●吧枱頂部的位置用上像小麥的竹子物料作
裝飾。
裝飾
。

出馥郁松露香氣。
除了這「黃金湯頭」聞名外，其小食亦相
當出色，為慶祝尖沙咀分店開張，餐廳特此
增添了幾款美味可口的精緻特色小食，如
三色海藻菠菜淺漬（素），使用新鮮菠菜，
配以日本直送的三色海藻，加上蛋白質豐富
的雞縱菌，100%健康素食之選。鳥皮烏賊
揚，選用野生紋甲墨魚打成滑，用鮮雞皮包
着炸，外脆內彈牙，充滿口感。一口芝士脆
豚，優質豚肉釀入大量香濃芝士，配上日本
直送麵包糠煮炸，鬆脆可口。還有，銀鱈醬
油燒嚴選野山銀鱈魚，油脂重，肉質嫩滑，
再以日本秘製醬油燒至皮脆肉嫩。
文︰雨文 圖︰焯羚、雨文
● 新店採用高樓底落地大玻璃
新店採用高樓底落地大玻璃，
， 透光感十
足。

文：BENNY WONG

各方面也得到很好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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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始思考近來的方向，
問題是在於自己心中所
好，千萬不要錯悔當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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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可以燎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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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鬥氣、鬥氣、鬥氣是今
星期經常發生的，雖然無
傷大雅，但也令其身心勞
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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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話愛情是盲目，沒有
理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