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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文）最後就是天才將才「霍去病」，其姓名
五行組合「癸戊己」，他的出現彷彿就像流星般的閃
耀，有其歷史使命，注定他要為解決漢朝邊患而出生
似的。當時的邊患就是北方屬「水」，「壬」或
「癸」的匈奴，看看他的姓名組合正正就是土剋水，
即北方剋星。
當然，大家可能覺得最諷刺的是，他的名字叫「去

病」，但24歲就英年早逝，從姓名學而言，「去
病」二字的五行組合是「戊己」，除剋我「癸」水的
五行外，戊己也會化進化退形成不穩，所以去病不
成，何其可惜！
霍去病是衛青的外甥，18歲開始就在皇帝左右擔

任侍衛，擅長騎馬射箭。第一次帶兵打仗就殺了匈奴
單于爺爺一輩的王，俘虜了單于的叔叔及相國，更以
800名壯士兵殺了2,000多匈奴兵，立了大功。及後
的每一場戰役都是戰無不勝，大敗匈奴，其中一場重
要戰役更加大破匈奴主力軍，奪回河西走廊，打開了
通往西域的大門。公元前119年，大舉進攻匈奴的漠
北之戰，霍去病立下彪炳戰績，俘虜7萬多人，重創
了匈奴勢力，使危害漢朝百餘年的邊患基本得到解
決。霍去病從此威名遠揚，漢武帝十分喜歡他。可惜
年僅24歲的霍去病於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去
世。
沒有李廣、衛青、霍去病，大中華文化哪能堅固、

發揚及揚威西域，用現今的語句，就是揚威海外，威
震四方。沒有他們，不但不能揚威，更只能不斷受到
北方的騷擾和掠奪，無奈接受屈辱。只不過我們大中
華有「土」的特性才可堅忍，甚至忍辱，自己未成氣

候之時，採取大智若愚，用十年磨一劍的精神、韜光養晦的策
略安邦定國。所以當中華文化展現蘊藏的厚度特質，以恕、包
容為上，以團結一切可團結的力量為上，以和為貴為上。
雖然「土」的特質，遇到「木」的沖剋，也會撕裂、內鬥，

但我們骨子裏面，就沒有侵略他國的基因。因此，國力強盛的
漢朝派人出使西域，希望通過結盟、尋求和平外，也主要是宣
揚國威，不像西方文化，不聽話就動輒以征服解決問題，以掠
奪他國的假正義來霸凌非我族類的民族。
說回漢朝出使西域的使臣，正是張騫，姓名五行組合是「壬

己」，通過李廣、衛青、霍去病的努力，大致已將通向西方的
路徑打開了！亦不再需要以「和親」的方法，委曲求和。
有時就是這麼巧，張騫一生的使命和他的成就，就正如他的

五行組合「壬己」，治理、理順北方匈奴敗走後的打點，就是
己剋壬。
登位初年，漢武帝就與匈奴以西，即西域各國結交，如月氏

國，以斷匈奴的右臂，於是下了詔書，徵求能到月氏國聯絡的
人。年輕的郎中張騫覺得很有意義，便自告奮勇去應徵，隨後
又有百多名勇士應徵，當中就有個叫堂邑父的匈奴族人。公元
前138年出發，張騫一行途經匈奴佔地被捉，全都做了俘虜，
扣押了十多年，張騫趁匈奴開始鬆懈，跟堂邑父騎上兩匹快馬
逃出了匈奴地界，到了毗鄰的大宛，大宛王早就聽說漢朝是個
富饒強盛的大國，故非常高興接見。更派人護送到月氏國，可
是月氏王不想跟匈奴結仇，張騫和堂邑父在大月氏住了年多，
沒能說服大月氏國共同對付匈奴，只好返回長安，回國途中，
又被匈奴扣留了一年。
張騫在外面整整過了13年才回來，漢武帝認為他立了大功，

封他為太中大夫。到了衛青、霍去病消滅了匈奴主力，匈奴逃
往大沙漠北面後，漢武帝再次派張騫去結交西域諸國。公元前
119年，張騫和他的副手帶三百個勇士、一萬多頭牛和黃
金、綢緞、布帛等禮物去西域建立友好關係。張騫先到了新疆
境內的烏孫，送給烏孫王厚禮，建議兩國結為親戚，共同抵禦
匈奴。烏孫王派了使臣護送張騫回國，又送了幾十匹高頭大馬
給漢朝皇帝，漢武帝非常高興。一年後，張騫病死。而張騫派
到西域各國去的副手合共到了36個國家建立友好關係。因此，
漢武帝每年都派使節去訪問西域各國，而西域派來的使節和商
人也絡繹不絕。中國的絲和絲織品，經過西域運到西亞，再轉
運到歐洲，後來人們把這條路線稱做「絲綢之路」。

在11月份，馬哥孛羅咖啡廳推
出主題自助晚餐，以細膩滑嫩的
鴨肝及矜貴的鮑魚入饌，為食客
炮製了一系列精選佳餚任食，同
時光顧的每位賓客更會獲贈香煎
鵝肝配香橙果醬及陳皮絲葱花蒸
大連活鮑魚乙客及可無限添飲汽
水和指定啤酒。
同時，鴨肝向來備受大眾喜
愛，正是因為它口感綿密，入口
即化。所以大廚以多種不同的烹
飪和料理方法，包括冷盤及熱
葷，將鴨肝的美味以不同風味呈

現。冷盤包括鴨肝凍批、鴨肝慕
絲泡夫；熱葷選擇有燴牛肉配白
菌鴨肝汁、香煎鴨胸配鴨肝汁
等。鮮味十足的鮑魚亦不能錯
過，菜式包括鮑魚藜麥沙律、鮑
魚蟹肉青瓜沙律、鮑魚焗海鮮配
巴馬臣芝士、鮑魚薑葱滑雞煲及
鮑螺片北菇扒菜膽。
另外，大廚更特別為海鮮迷準

備多款精選冰鎮海鮮包括時令生
蠔、龍蝦、小龍蝦、松葉腳蟹、
翡翠螺、青口及凍蝦等。餐廳亦
設美食專枱為客人即席烹調香噴

噴龍蝦意大利
粉，味道鮮美、
肉質爽口的新鮮波士頓龍蝦，配
上彈牙的意大利粉，加上大廚秘
製醬汁，令人垂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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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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得滋味食得滋味 自助餐品嚐矜貴鮑魚鵝肝文、圖︰焯羚

■■總廚吳冠龍師傅總廚吳冠龍師傅
親自示範燒牛肉親自示範燒牛肉

自助餐價目
星期一至五 星期六日、

公眾假期及前夕
成人 $578 $638
兒童 $338 $378
長者 $528 $578

佔地兩層的美味廚，近年換上全新裝潢，上層設多間獨
立貴賓套房，下層大廳則設多個附有垂簾的私人廂座，餐
廳除了小菜還有火鍋，今個秋冬打出的亮點是「五味千
嚐—創意火鍋演繹中國傳統風味」，別以為火鍋材料好傳
統無特別，食落其實是很特別的，例如，牛肉丸是麻辣貢
菜釀的，三款川味麻辣串串非常入味，辣妹都讚非常好
味！豬肉丸是回鍋味的，港人食火鍋最愛的午餐肉用的是
現時流行的植物肉做的，但因貨源問題，不是太多餐廳
有。

餐廳秉承中國火鍋精粹，從湯底當中展現出來，簡單一個酸辣湯，當中
的「酸」、「辣」、「鹹」、「鮮」、「香」五味，流遍長江流域，川滬
之間既相異又相同，簡單又細膩之處可堪千嚐細味。他們的四川風味酸辣
湯$248（$128一人鍋）靈感來自四川酸辣湯的創新火鍋湯底，看似簡單的
酸辣湯，其實對食材投放的順序非常講究。餐廳以自家熬製足六小時的高
湯為基礎，並將冬菇、木耳、冬筍、紅蘿蔔及豬肉等細心切成絲狀，配以
雞蛋、豆腐等豐富多元食材製成，再加上大紅浙醋及鎮江醋誘發的香酸辣
滑，開胃可口，所以都鼓勵客人可以先飲湯。
而薺菜香菇豬肉餃（菠菜皮），薺菜又名護生草，是野菜中的珍品，所

謂「甘之如薺」，以薺菜、香菇、豬肉做成的餃子，鮮香味美，有益健
康。至於竹笋木耳雞肉餃（甘筍皮）同樣啟發自上海家常菜竹笋炒木耳，
搭配精炒更脆嫩爽口，配以雞肉作餃子餡料，雞肉鮮嫩彈牙，帶出鮮竹笋
那股獨特的香氣，既爽滑又多汁，讓人喜出望外。
萵筍冬菇Omnipork素豬肉餃（菠菜皮）（素），古時萵筍千金難得，有

千金菜之名，入口鮮嫩爽脆，有翡翠般的色澤，且含有豐富鉀和鈣，是低
熱量食物，同樣是低熱量的冬菇，含有豐富礦物質，當中的硒有助增強身
體免疫力。這Omnipork素豬肉餃子，當萵筍吸飽了火鍋湯汁精華時，滋
味更昇華。
麻辣貢菜釀牛肉丸，貢菜因自清朝乾隆年間開始進貢到朝廷而得名，食
時有爽脆的聲音所以又叫「響菜」，爽脆的貢菜混合彈牙的手打牛肉，口
感豐富，加上花椒辣椒結合出芳香誘人的麻辣滋味！
其實回鍋肉是有悠久歷史的傳統四川菜，美味廚的回鍋肉嚴選肥瘦恰到
好處的豬肉以大火爆香而成，配以辣椒冬筍椰菜，鹹鮮惹味。現以彈牙的
手打火鍋丸子呈現，感覺既新鮮又熟悉！
至於毛豆百頁雪菜Omnipork素豬肉丸（素），毛豆百頁是浙江一帶的

家常菜，美味廚將毛
豆百頁雪菜變奏成丸
子，並以更有營的
Omnipork 素豬肉製
作，雪菜的鹹香混合
毛豆百頁的豆香，清
淡爽口，合乎愛吃素
的人要求。

冬天步伐漸近，又是吃火鍋的旺

季，這次探店是一間作風低調，但

實際上是連續9年榮獲米芝蓮推介

的餐廳，更是不少名人明星光顧的

美味廚，店舖位於灣仔道英皇中心

對面，所以當你看到英皇人在此時

不必訝異哩。另外，在各大酒店紛

紛推出高格調的下午茶時，在尖沙

咀的海港城台北．寬巷子極有新

意，首次推出火鍋下午茶，讓大家

在冬天的下午，也可以嚐嚐火鍋的

滋味。 採、攝︰焯羚

創意火鍋令人垂涎

今個冬日，台北．寬巷子創新推
出火鍋下午茶，名為午後．百艷茶
宴，擺盤非常漂亮，其總店的料理
研發長黃銘偉師傅非常有心思，將食
材如牛肉、豬肉、蔬菜砌成非常漂亮的
花，令人不捨得吃，配上店內充滿藝術感
的裝潢，再加上美麗的維港景色，幾個閨蜜在此
歎hightea午後．百艷茶宴也分外優雅。
當中特色三層火鍋料、特色三層火鍋料湯底，

可選擇東方美人或元珠小染；頂層有三朵精緻的
玫瑰花包括澳洲和牛牛舌花、牛胸油花以及松阪
枝香。為求達到更立體的花朵效果，每塊肉片都
一定要由人手將肉片的頭尾切得較薄身而中間就

要被切得較厚身，然後以純熟的手工技巧將切好的松阪豬肉片砌
成盛開的花朵。
中層則包含五款創意料理，如懷舊台式月餅糕、糖葫蘆、墨

條牛軋、鳳梨酥、菠菠糖。
「懷舊台式月餅糕」內餡以炒製蘿蔔乾、松阪豬肉丁，佐以

爆香後的金黃色干貝和鮮味蝦米，是台灣復古味，連糖葫蘆也
有，「糖葫蘆」的外層用上真正的麥芽糖製作，包美味的豬
肉、花枝和鮮蝦等。至於墨條牛軋菜式啓發自台灣手信牛軋糖，
由整隻墨魚自家取出的墨魚汁、花枝漿、花枝塊、木魚絲和咖喱
製作，口感彈牙。師傅亦巧妙地混入雞軟骨，把傳統牛軋糖裏面
堅果的脆口口感重新演繹出來。
而底層菜盤是迷你版的「花團錦簇」，其實內裏由多款時令

的新鮮蔬菜組成，立體呈現蔬菜花籃的美態，簡直是插花師傑
作，將插花藝術融入餐桌擺盤。二人份的價錢是$580，如果女士
的話兩人共享肯定夠，若是男女朋友一齊，在餐牌上加上一兩款
喜歡嘅菜就足夠當午餐，比起正常午餐抵很多哩。
還有，火鍋後甜品——盈月照寶盒，大廚炮製了現代版的鳳

梨酥（以椰子薄脆、鮮菠蘿、雲呢拿醬、奶油特製而成），內裏
盛載飽滿的鳳梨，鳳梨濃郁的味道跟奶油味融合得天衣無縫，
再配上椰子薄脆，口感更為豐富。面對維港美景歎足2個半小
時，真是不錯呀！如果你嫌酒店hightea甜點太多就可以轉下口
味來歎個午後．百艷茶宴，供應時段為星期一至星期日的下午2
時30分至5時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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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味麻辣串串

■■寬巷子寬巷子「「午後午後．．百艷茶宴百艷茶宴」」

今個星期有啲病魔纏繞
你，可以多帶白水晶的飾
物來預防一下。

黃水晶能令你今周的財
富更見使呢，不妨考慮一
下吧！

吊人牌的出現令你今周
要多加留意腰背痛的問
題，可以選擇對腰患有顯
著的石榴石手鏈幫忙吧。

工作上出現了很多的變
化令你無所適從，多佩戴
茶水晶就能令事情更快、
更順利。

月亮石的光芒能令你硬
頸的頭腦及性情柔軟下
來，更能令你人緣大放異
彩。

今個星期要好好打理飲
食習慣，不應暴飲暴食，
不然美好身段就會前功盡
棄了。

抽到代表自己化身的正
義牌，運氣無往而不利，
但要小心氣燄過盛啊。

口多多、手快快就種下
了是非的源頭，可以多佩
戴藍色的水晶，或多或少
也有點幫助的。

對人馬女性來說真是天
大的喜訊，抽到女皇牌，
購物時不亦樂乎，但月結
單來時可是苦難了。

工作上有點兒阻礙，但
不用怕，綠幽靈水晶能夠
有效幫到你順利過渡。

魔鬼牌的出現往往都會
出現財赤的問題，太陽石
能改善問題及加強財運，
不妨多用。

愛發夢的你今個星期又
胡思亂想了，不如放個綠
松石的飾物在床頭，能夠
有助安寧入睡。

文：BENNY WONG塔羅星座塔羅星座

■■ 多款精選冰鎮海鮮如時令生
蠔、松葉腳蟹、翡翠螺、青口及
凍蝦剌身等。

■■甜品區甜品區

■■陳皮絲葱花蒸大連活鮑魚陳皮絲葱花蒸大連活鮑魚

■■大廚即席烹調香煎鵝肝配大廚即席烹調香煎鵝肝配
香橙果醬香橙果醬

■香煎素午餐肉 ■中層創意料理 ■■頂層肉片頂層肉片 ■■盈月照寶盒盈月照寶盒

■■特色三層火鍋料特色三層火鍋料

■■寬巷子裝潢充滿藝術感寬巷子裝潢充滿藝術感

■■美味廚美味廚「「五味千嚐—創意火鍋演繹中國傳統風味五味千嚐—創意火鍋演繹中國傳統風味」」

■■龍蝦意大利粉龍蝦意大利粉

■■湯底湯底

■■鴨肝冷盤鴨肝冷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