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龍酒店龍逸軒特別為一眾喜愛大閘蟹的粉絲帶來「八道菜蟹宴」
大閘蟹套餐，好讓客人能與親朋好友共享難忘的美味時刻。客人可以
品嚐龍逸軒主廚精心設計的大閘蟹菜式，包括鮮蟹粉小籠包、清蒸原
隻大閘蟹 / 椒鹽大閘蟹及咖喱蟹粉炒絲苗，務求令客人透過各種烹調
方法細味大閘蟹的飽滿肉身及濃濃蟹膏。這個「八道菜蟹宴」，包括
龍逸軒小碟－鎮江餚肉及脆皮素鵝卷、鮮蟹粉小籠包（2隻）、翡翠
蟹肉帶子豆腐羹、清蒸原隻大閘蟹/
椒鹽大閘蟹（每位一隻4—5両）、蟹粉
蝦球伴脆鍋巴、鮮淮山鮮百合炒田
園蔬、咖喱蟹粉炒絲苗及黑糖薑茶
湯圓，推廣期由即日起至12月12
日，現於網上商店訂購︰https://
bit.ly/3B7ftnG，可享高達 85 折優
惠。廚師團隊以匠心工藝設計的菜
式，是其獨特的椒鹽大閘蟹，鮮蟹粉
小籠包也是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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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淵李氏從起兵開始，最關鍵的戰役必然是在大業十三年
（公元617年）七月和八月，在霍邑與宋老生交戰的一場戰
役。七月為何形勢不妙？而八月則水到渠成，斬殺了隋將宋
老生？現將五行推算學理敘述如下：
公元617年，丁丑歲，七月

李 丙 月 年 宋 丙
淵 丁 戊 丁 丙（李淵） 老 癸 火

申 丑 生 戊 局
庚壬戊 己癸辛

水局
1）李淵丙丁落運化水局（丙辛癸）。
2）與宋老生的丙癸戊火局對峙，旗鼓相當，相持不下。
直至丁丑歲八月，形勢打破僵局︰
己 丁 丙
酉 丑
辛 己癸辛

3）丙辛癸成水局，得己土生辛金再生癸水，終破火局。
當然，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時間點，李淵在長安稱帝，全
賴於隋煬帝的部下把楊廣殺死，那年正是公元618年三月戊
寅歲。
楊 甲 化退 月 年
廣 辛（外卦） 打 乙 戊

卯 寅
乙 甲丙戊

楊

首先，楊廣的甲木落運化退變成乙木，即自我的運勢化
弱，受外卦，即不相熟的天敵或競爭者的「辛」金打絕，以
下犯上。
而甲木代表「我」，即楊廣本人的元神是壬和癸水，水生

木，但戊寅歲的「戊」土會剋合癸和壬水，於是我被打絕，
元神受制，命不久矣，而詳盡的歷史簡述如下：
晉陽起兵後，李淵父子的目標就是乘虛入關，直取長安，

以號令天下，建立新的王朝。在長安的統治者聽說李淵帶兵
進攻，忙派大將宋老生和屈突通分別領兵數萬，在霍邑與河
東抵抗李淵大軍。
公元617年七月，李淵率軍進攻宋老生駐守的霍邑，卻逢

秋雨連綿，無法開戰，而且道路泥濘，軍糧運輸困難。相持
數日，眼看軍糧將盡，李淵準備退兵，李世民勸阻道：「今
兵以義動，進戰則克，退還則散；眾散於前，敵乘於後，死
之無日。」聽了李世民的意見，李淵決定不撤兵。
八月，連日的陰天終於放晴，李淵遂下令攻城，並由李世

民率兵誘敵出城，雙方展開決戰。李世民身先士卒，奮勇衝
鋒，「砍殺數十人，兩刀皆缺，流血滿袖」。霍邑一戰，李
淵大獲全勝，斬殺了隋將宋老生，攻下了霍邑。隨後，李淵
率兵進河東郡，雖取得初戰的勝利，但是隋將屈突通固守河
東郡，李淵久攻不下。後根據李世民的建議，李淵留下部分
兵力包圍和牽制屈突通，自己率主力部隊渡過黃河，直取長
安。
同時，李淵在關中地區的家屬和親族也紛紛起兵響應，其

中有李世民的胞妹平陽公主、李淵的徒弟李神通，李淵的女
婿段綸也在藍田縣聚眾萬餘人。
在這種有利形勢下，李淵父子一路上採取收攬人心的辦

法，廢除了隋朝的嚴刑酷法，還開倉濟貧，一面收編關中各
地的起義軍，一面爭取關中地主階級的支持。數月中，李
淵、李世民的軍隊已達20萬人，並於十月開始圍攻長安。
十一月，長安城破，李淵率軍進入長安宮，立年僅13歲

的代王楊侑為帝，是為隋恭帝，並改元義寧，遙尊江都的隋
煬帝為太上皇。李淵總攬軍政大權，晉封為唐王。李建成為
唐王世子，李世民為京兆尹、秦公，李元吉為齊公。
義寧二年（公元618年）三月，隋煬帝在江都被部下殺

死，隋朝滅亡。五月，李淵在長安稱帝，定國號唐，李淵就
是唐高祖，年號為武德。

提到星座、塔羅牌、水晶球這些西方占卜
常用的方法，相信大家一定都不陌生，但用
花占卜你們聽說過嗎？
沒錯，這種占卜方法大多數人都沒有接觸
過，甚至也是頭一次聽說。其實，花占卜歷
史非常悠久—早在古希臘時期，人們就已
經開始學習運用花占卜了。他們相信，每一
種植物都有自己的精靈，於是就挑選了64
種花來進行占卜。
自從有花草以來，人類就懂得把花草變成
神奇力量。花草可以製藥療傷，也可以殺

人。它的氣味可以提煉成香水，使人愉快，
也可以製成香氛讓人覺得幸福和寧靜。它能
吃，也能用來沐浴。但是，它最神聖的用
途，是用來代表愛情。它最神秘的力量，是
用來占卜。
所謂花占卜，其實就是生辰花占卜。花占
卜和塔羅牌遊戲、星座推測、血型分析一
樣，是崇尚浪漫的人們特別喜歡的占卜類活
動，而且，它意象優美，情趣生動。
在西方傳說中，每天都對應着一種花，根

據花的習性、姿態、形象推測出各自相對應

的花語，以此進行占卜。花占卜包括很多方
面，如愛情、事業、友誼、命運等等，它和
塔羅牌一樣奧妙無窮，像水晶球一樣變幻紛
繁，因此非常受年輕人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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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隋唐風雲（續）

魔魔法館法館

香港著名西洋玄學家，天生一對藍瞳目，能凝視你的未來，擅長各類型西洋占卜術，超過二十年的占卜經驗，更獨
創數字占卜命盤—「BT9型格」，親授之學生遍布世界各地，亦得「導師中的導師」美譽。

Benny Wong 花朵占卜（一）

位於沙田新城市廣場的帝都酒店中餐廳玉庭推出「滋味蟹宴」，
套餐先以蟹粉灌湯小籠包打頭陣，除了大閘蟹是主角外，還有鮑
魚、海參、雪燕、金箔蟹粉、松葉蟹、松茸等矜貴食材入饌，絕非
單一大閘蟹宴那麼簡單，套餐菜式包括：金箔蟹粉珍寶蝦球窩巴
盞、蟹粉灌湯小籠包、芥末水蓮海蜇、七味松葉蟹棒、清蒸江蘇大
閘蟹(每人2隻)、太極蟹粉竹笙花膠燴雪燕、蟹粉松茸海參豆腐、銀
湖蟹肉炒絲苗、薑母甜酒釀丸子及蘭香霓裳千層糕，實行鮮味
「蟹」逅。而且分量足，抵飽又好味，以其用料及分量計算性價
比非常高。最合精明消費者。

酒店推矜貴大閘蟹宴酒店推矜貴大閘蟹宴
迎合高消費客迎合高消費客

古語有云：菊黃蟹肥，大閘蟹季節步入高峰

期，現時的大閘蟹雖然不是最肥美，仍然適合

來一頓滋味蟹宴應節。香港人愛食大閘蟹出

名，貴價的有，平價也有，所以在香港除了

酒樓，有酒店亦特地推出大閘蟹宴，當中除

了清蒸原隻大閘蟹外，當然也有不少蟹粉菜

式，有酒店餐廳還加入其他

珍貴食材如燕窩、海參

等，令大家品嚐蟹

的同時亦能嚐到

蟹肉及蟹粉配不

同特色的矜貴食

材的菜式，蟹

迷口福不淺。

今年蟹的來貨

價也不便宜，5

両重蟹都要百幾元

一隻，所以酒店蟹宴

套餐一般消費每位六百至

九百元左右。●採、攝︰焯羚

龍逸軒八道菜蟹宴

●蟹粉蝦球伴脆鍋巴

●椒鹽大閘蟹

玉庭滋味蟹宴

●●清蒸原隻大閘蟹清蒸原隻大閘蟹

●薑母甜酒釀丸子及
蘭香霓裳千層糕

●蟹粉松茸海參豆腐

●蟹粉灌
湯 小 籠
包、芥末
水蓮海蜇
及七味松
葉蟹棒

●●太極蟹粉竹笙花膠燴雪燕太極蟹粉竹笙花膠燴雪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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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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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溺於甜食、冷凍飲料
等，不要濫用你的消化系
統。

玩樂來勁得很，玩伴愈
多愈好，而且還是來者不
拒，小心玩物喪志。

夥伴能讓你工作發展無
往不利，加上天生魅力讓
你推銷事物時毫無阻礙！

永遠在不自覺中散發無
限魅力的你，時尚加上你
就是迷人的小秘密。

事事要求平衡，但就
偏偏最容易感染寂寞孤
單，分享是你人生的座右
銘。

迷人的笑容，與眾不同
的品味及特質，能令你成
為情場大贏家。

情場上絕不孤單，因
此易有情感的糾紛，加上
優柔寡斷的個性，後果難
堪。

不喜作決定，喜歡逃避
問題猶疑不決，所以朋友
對你來說是很重要的角
色。

伴侶處於戰戰兢兢的精
神狀態，長期累積下來，
容易有腸胃潰瘍的毛病。

風趣和幽默使人如沐春
風，懂得自我追求散發熱
情的特質更是迷人。

良好的記憶力，適合從
事歷史研究與考證的工
作，大利工作運。

三分鐘熱度且善變，又
因為太愛玩，令人有種玩
世不恭、不可靠的感覺。

文：BENNY WONG塔羅星座塔羅星座

●●「「八道菜蟹宴八道菜蟹宴」」
大閘蟹套餐大閘蟹套餐

●銀湖蟹肉炒絲苗

金域假日酒店龍苑中菜廳趁這大閘蟹最肥
美當造的季節(即日至十一月三十日)應時推出
精選北海道大閘蟹及多款風味獨特的大閘蟹菜
式，除了傳統的清蒸「紫蘇籠仔蒸大閘蟹」，
「蟹粉獅子頭」、滋味香口的「金沙大閘蟹」、
「生拆蟹粉豆腐羮」、香脆可口的「蟹粉吉列龍
躉球」、美味爽滑的「蟹粉海皇煎米粉」、「毛
豆蟹粉蟹肉豆腐煲」及「蟹皇醬大蝦球」，還有
百吃不厭的「生拆蟹粉小籠包」。
預訂六道菜式大閘蟹優惠套餐，(最少預訂兩
位)，便可以優惠價每位498元(原價828元)，享用
美味的「生拆蟹粉小籠包」、「蟹粉蟹肉高湯燴
燕窩」、「紫蘇蒸大閘蟹」 （額外單點－每隻
$280）、「吉列越南虎蝦球配
蟹皇醬」、「鮮淮山胡椒高湯
浸斑球」、「蟹粉海皇窩巴」
及「黑糖薑茶湯丸」。若每位
另加100元更可任飲紅、白餐
酒及十年黃酒。如套餐添食大
閘蟹，每隻加100元。
另外，城景國際樂雅軒推出
「極上大閘蟹宴」，美饌包括清
蒸江蘇大閘蟹(五両)、蟹粉花膠海
鮮燴燕窩、蟹粉蘆筍蛋白虎蝦
球、蟹粉扒翡翠、蟹粉小籠
包、蟲草花鮮菌炒斑球等，每
位$598起。

●清蒸原隻大閘蟹

龍苑六道菜式大閘蟹套餐

●蟹粉蟹肉高湯燴燕窩

●龍苑的北海道大閘蟹

●金箔蟹粉珍寶蝦球窩巴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