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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1939年落成的古蹟建築中環街

市，經過保育活化後去年8月已

經開幕，成為不少人消閒的好去處，

自然帶旺人流令附近店舖受惠。幾

位80後就在去年12月在中環街市

旁的域多利皇后街開設了一間咖啡

酒 吧 餐 廳 CCC （ 稱 為 TRIPLE

C），餐廳採用咖啡×酒吧×佐酒

小吃元素，將咖啡店及酒吧餐廳糅

合於一身。在室內設計方面，店舖

設有兩層，裝潢以黑木、水泥牆為

主軸，營造出時尚型格，地下設有開

放式酒吧及半開放式室外用餐位置，上

層則設有更多用餐位置及兩間六至八人

房，適合各式小型聚會及私人派對。

◆採、攝︰祖蓮娜

想起玄奘取經，玄奘又名三藏法師，很多人就會想起明朝
吳承恩所創作之曠世奇書《西遊記），因為這部奇書的唐三
藏法師的角色塑造，正是以玄奘法師作藍本創作，其取西經
的過程比喻為修行的歷程，要經歷種種的磨難才可到達彼
岸，而陪伴我們修行的元素，也正是以孫悟空、沙僧及豬八
戒所代表的貪嗔癡三毒。「貪」自然就是豬八戒，貪財色名
食睡；「癡」，正是沙僧代表的愚癡，而孫悟空就是
「嗔」，即脾氣的代表，而折換五行，就是「金」代表貪，
「木」代表癡，而「火」就是「嗔」脾氣之念，即無名火，
火燒功德林。而整個修行的過程就是「土」，而修行顧名思
義就是修正我們的行為、希望臻於完善。
無修行的「土」即有「我」，就有我執，面子受損，就會
小器和自私，幸「土」性的本性唯識，喜尋找人生的本源，
故與宗教有緣，如果通過佛學的智慧開啟，就容易放下執
念，各種執念是煩惱的根源，看破貪嗔癡本是不同的陋習及
執念。
放下種種分別心，去除我執、我大心，就會展現天干無形
無相的「土」性，就會變得心胸廣闊，不記仇，繼而自利利
他！所以，玄奘法師的法號也好，俗家姓氏也好，都同屬
「土」。玄奘五行戊己土，他的原名陳禕，五行屬己土生辛
金，吐秀格為人聰慧，而行事有毅力（土的力量），而
「辛」金更是實務主義者！
而玄奘的簡述如下︰
玄奘的原名叫陳褘，洛州緱氏（今河南偃師緱氏鎮）人，
是長安大慈恩寺的和尚。他從13歲出家做和尚起，就認真
研究佛學。後來他到處拜師學習，很快就精通了佛教經典，
被尊稱為三藏法師（三藏是佛教經典的總稱）。玄奘發現原
來翻譯過來的佛經有很多錯誤，就決定到天竺去習佛經。
公元629年（一說公元627年），當時唐朝還沒有實現全

國的統一，突厥經常侵擾中原，邊塞局勢不穩，唐朝政府禁
止出國。玄奘上書朝廷要求出國取經被拒絕。這年秋天，長
安鬧饑荒，朝廷同意僧侶外出就食，玄奘乘機離開長安，來
到邊塞重鎮涼州。涼州都督執行朝廷命令，迫令玄奘返回長
安，幸得當地高僧的幫助得以逃避禁令。
他晝伏夜行，風餐露宿，到瓜州時朝廷的通緝令也到了，

瓜州州吏被他這種立志求經、勇往直前的精神打動，毅然放
他西行。途中他結識了一位西域人，並請他做嚮導。玄奘越
過玉門關不久，嚮導就跑了。他獨自一人繼續趕路，進入大
戈壁。800里的沙漠上無飛鳥，下無走獸，他迷路了，慌亂
中又弄翻了水袋。但他曾經發誓，寧可西行而死，決不東歸
而生，便繼續西行。幾天後，他昏倒在沙漠裏，幸而離綠洲
不遠，他被涼風吹醒，又找到水源，才擺脫困境。出了大沙
漠，玄奘經伊吾國來到高昌國。
高昌王麴文泰也篤信佛教，聽說玄奘是大唐來的高僧，十

分敬重，請他講經，還懇切地要他留在高昌。玄奘堅決不
肯。麴文泰沒法挽留，就給玄奘備好行裝，派了25人，帶
30匹馬護送，還寫信給沿路24國的國王，請他們保護玄
奘安全過境。
玄奘帶一行人馬，越過雪山冰河，經歷了千辛萬苦，到
達碎葉城（在吉爾吉斯北部托克馬克附近），西突厥可汗接
待了他們。從那以後，玄奘一路上十分順利，通過西域各國
進入到天竺。
天竺摩揭陀國有一座古老的叫做那爛陀的大寺院，寺裏有
個戒賢法師，是天竺有名的大學者。玄奘來到那爛陀寺，跟
戒賢法師學習。5年後，他把寺裏的經全部學會了。
摩揭陀國的戒日王是個篤信佛教的國王，他聽到玄奘的名

聲後，便在他的國都曲女城（今印度北方邦境內卡瑙季）為
玄奘開了一個隆重的講學聚會。天竺18個國的國王和3,000
多名高僧都參加了。戒日王請玄奘在會上講經說法，還讓大
家討論。會議開了18天，大家十分佩服玄奘的精彩演講，
沒有一個人提出不同的意見。最後，戒日王派人舉起玄奘的
袈裟，宣布講學圓滿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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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玄奘法師取經

如果不是朋友介紹，真不知道將軍澳唐俊街
街尾的新屋苑海旁那邊發展成極富外國情調的
小區，相信和這裏有露天茶座，吃東南亞菜、
法國菜的餐廳也有關。走入一間新開法式小酒
館Anne Crêpes HK，老闆是年輕外國人，對
客人非常友善熱情，餐廳的裝潢參考法國西北
部布列塔尼的經典小酒館設計，用上深木傢具、
銅金燈具和白磚牆，周圍還貼上法國不同旅遊
景點的海報。餐廳設有室內座位以及露天茶座，
餐廳帶有歐陸花園風格，有藍白色的椅子和玻
璃小桌子，歎下午茶一流，欣賞下室外風景，
輕輕鬆鬆食嘢打卡都不錯！
這間法式小酒館主打法式薄餅可麗餅Crêpe，

有鹹食薄餅以及甜食薄餅，香煎帶子薄餅/
Valrhona朱古力可麗餅，當然也有其他法式美
食，如香腸鹹蕎麥薄餅（$68）用蕎麥薄餅包
裹豬肉腸，切成一口分量，進食可以配肉汁
及法式芥末，惹味些。法式油封鴨（$188），
油封鴨香脆，肉質軟嫩，配上薯塊沙律，沙律

有洋葱及煙肉，很惹味。牛扒薯條採用法國有
機草飼牛腹肉扒，配上香口炸薯條和特製加入
龍蒿的伯那西醬，好味。
法式薄餅是餐廳的主打，餐廳就有多款傳

統的鹹食法式薄餅可供選擇。法式薄餅特別
薄的，通常要捲成一條食。薄餅採用蕎麥粉
製成。黑松露法式薄餅（$148）是最經典的
法式薄餅，用上火腿和埃文達芝士，將薄餅
摺成四方形後，廚師就會將炒蛋蓋上面，最
後淋上香氣十足的黑松露醬。八爪魚塔布勒
沙律（$108）配有牛油生菜、北非小米、扁
豆、番茄、甜椒和番茜，味道帶微辣，是道
較輕盈的開胃小菜。
給喜歡吃海鮮的朋友推薦吃漁夫口味法式

薄餅（$148），這款法式薄餅上面淋上了忌
廉大葱，四角和正中央放了煎香的帶子，食
用的時候可以將忌廉大葱醬塗在帶子上。喜
歡東南亞風味，可選擇泰國風味法式薄餅
（$178），薄餅上鋪上鮮蝦、香茅、青瓜、
番茄粒、九層塔、乾葱及洋葱，味道香辣。
印度風味法式薄餅（$168）採用黃咖喱羊、
紫洋葱、紅辣椒和芫茜，味道帶小辣，咖喱

的味道非常突出，建議吃的時候將薄餅往外
捲成一條，然後切塊食用。這是法式與意大
利式最大不同。
要吃甜食法式薄餅當然不少得榛子朱古力

醬香蕉軟卷（ $78）及牛油焦糖薄餅
（$68）；香脆薄餅配抹茶雪糕（$78）這款
用小麥粉製成的薄餅口感煙靭，上面加上抹
茶雪糕和紅豆抹，值得一試。榛子朱古力醬
香蕉口味，薄餅塗滿Nutella 榛子朱古力
醬，再捲香蕉，是經典的甜點口味。香脆
Valrhona朱古力薄餅（$78）；加配焦糖蘋
果或焦糖啤梨：+$20薄餅上面淋上焦糖醬
和自家製花生糖，加配焦糖啤梨後再加上清
甜的味道，是甜食控必吃
甜品。如果想加配飲品的
話，就可以考慮試試經典
的法國蘋果酒，Kerisac蘋
果酒（$58/杯）味道香甜
易入口。 ◆採、攝︰寧寧

將軍澳法式小酒館嚐鹹甜薄餅

Anne Crêpes HK
地址：將軍澳唐俊街23號澳南海岸地下G05號

◆◆法式小酒館老闆法式小酒館老闆

◆香腸鹹蕎麥薄餅

◆漁夫口味法式薄餅◆泰國風味法式薄餅

◆油封鴨◆香脆薄餅配抹茶雪糕

餐廳的日與夜有不同的氛圍，幾位老
闆都認為中環多高消費能力的白

領，他們不是走最高檔消費價位，而是希
望給在中環工作的白領來食個午餐，下午
茶來飲杯咖啡，收工來飲杯放鬆一下，享
受歡樂時光。餐廳的CEO是做酒店出
身，他透露咖啡酒吧餐廳CCC品牌靈感
源自英文字母「C」，每一個「C」代表
品牌簡約，一步到位的概念。第一個
「C」代表咖啡（Coffee），同時是日間
店內之靈魂產品；第二個「C」代表雞尾
酒（Cocktail），主打日式創意雞尾酒，
晚上搖身一變令咖啡店變成酒吧餐廳；第
三個「C」代表佐酒小吃（Canapés），
貫穿西洋及日本元素，提供一系列多元化
創意小食。

和洋元素的早餐菜式
其實，餐廳從早開到晚，廚師團隊精心
設計出一系列和洋元素的早餐菜式。早餐
的王牌之選有「和風枝豆牛油果多士
（$108）」，口感綿滑的牛油果片，配搭
枝豆粒鋪在外脆內軟的牛油多士上。另一
和風味濃的「溫泉玉子蕎麥麵」，食材有
被視為日本健康食材第一位的納豆配搭秋
葵、泡菜、溫泉蛋及蕎麥麵，豐富又健
康。不容忽視的還有主打產品「美式早餐
（$148）」，內有多款經典食材，包括豬
肉腸、火腿、煎蛋、炒蘑菇、煙三文魚、
薯餅及多士等。
另外，餐廳獨有的自家拼配咖啡豆，嚴
選巴西及危地馬拉咖啡豆拼配而成，中深
度烘焙突出堅果味，帶榛子及可可香氣，
醇厚濃香。咖啡師更特意設計出兩款特色
手調咖啡，分別是「酒粕鮮奶咖啡（熱

$54｜冷$58）」及「紫薯鮮奶咖啡（熱
$54｜冷$58）」，前者將日本清酒酒粕及
咖啡結合，加入蜜糖，創作出獨特日本風
味，香氣四溢！後者日本紫薯蓉配搭招牌
咖啡，口感濃郁綿滑。而兩款特色茶飲，
「海鹽柚子冰茶（$46）」及「宇治抹茶
紅豆鮮奶（冷$48）」，也值得一試。

獨有頭盤及主食菜式
廚師團隊結合日本及西方兩地美食文化

元素，將日本食材及西洋烹調技術融合在
一起，塑造出一系列獨有頭盤及主食菜
式 。 頭 盤 「 牛 油 果 吞 拿 魚 他 他
（$148）」，用上北海道吞拿魚腩加入調
味，鋪在香滑牛油果粒上，享用時可鋪在
麵包條上，一次過品嚐吞拿魚及牛油果滋
味。意大利飯有「金箔龍蝦意大利燴飯
（$278）」，選用波士頓龍蝦，意大利飯
先炒香再加入龍蝦高湯慢煮，令每粒米吸
收了龍蝦精華，再以龍蝦肉及金箔精緻點
綴，出品賣相吸睛，啖啖鮮味。
另一主打「東瀛烤鰻魚燴飯（$238）」，
先將鰻魚慢煮再加上鰻魚汁香烤至表面香
脆，配搭鰻魚汁意大利飯，屬是新派鰻魚
丼飯。嗜肉者則可選擇「脆脆香烤小羊
架」或「油封雞腿伴野菜（$248），兩款
肉類巧手製作，前者羊架鋪滿香草麵包糠
香焗以鎖住肉汁，每一口外脆內嫩；後者
則將雞腿肉醃製12小時後，再風乾12小
時，味道出眾，絕對是匠心之作。
至於晚上，則搖身一變令咖啡店成酒吧

餐廳，食客可享用以上菜式之餘，亦提供
日式串燒，配搭多款獨有日式雞尾酒、日
本清酒、日本威士忌、紅白酒等，是上班
一族享受微醺的好地方。

咖啡 x 酒吧 x 餐廳

新世代新思維用盡日與夜

◆◆ TRIPLE CTRIPLE C裝潢以型格黑木裝潢以型格黑木、、水泥牆為主軸水泥牆為主軸。。

◆酒粕鮮奶
咖啡

◆早餐菜
式「和風
枝豆牛油
果多士」

◆餐廳設有開放式酒吧及半開放式
室外用餐位置

◆牛油果吞拿魚他他◆油封雞腿伴野菜

◆金箔龍蝦意大利燴飯
◆美式早餐可配宇治抹茶紅
豆鮮奶

節制牌正好表示你必須
從生活各種的細節裏學習
同包容。

女皇牌的出現，就像金
星降臨在你身上，照耀得
財富、人緣異常順利。

月亮牌令到你心情煩
躁，心緒不靈，會有失眠
的狀況呢！

太陽牌的出現將會照耀
你整個星期，日日是好日
呢！

隨星星牌的出現，正
好表現了你諗頭多多，從
事設計的人士真是一大喜
訊。

認真要留意了，因為魔
鬼牌的出現會令到你在金
錢上略有損失，切勿大意
呢。

高塔這張牌不要太擔心
住，因為這可能都會是一
個新的轉變機會呢！

有事情重新計劃過，因
為舊嘅唔去新的就不會
來，這正是正義牌所帶來
的啟示。

感情上像吊人牌一樣懸
吊，令人不安的事情發
生，但只要樂觀面對自然
得到解決的。

皇帝牌令你脾氣大壞，
小小事情也能令到你大動
肝火，苦了身邊人。

不知道點解懶惰的你今
個星期突然努力激進起
來，原來是隻戰車牌搞鬼
呢！

魔術師牌令到你想到要
多外出、結識更多的朋友
仔，令你圈子更闊更廣
泛。

文：BENNY WONG塔羅星座塔羅星座

◆法式薄餅捲成一條切塊食，食法
與意式很不同。

掃碼看影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