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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 年工展會
「紅Ａ」塑料製品是香
港的著名品牌。

第二十五屆
銀禧工展會
新加坡舉行的中國國貨展覽會

於 1967 舉行，在紅
磡填海區舉辦。

1935 年為拓展海外市場而舉辦。

起源

   工展會起源在 30 年代初內地徵收關稅的時候，當時港商外銷遭遇重大挫
折，所以就決定開拓南洋市場，於 1935 年參加在新加坡舉行「第一屆中國國
貨展覽會」，由於港貨在南洋備受歡迎，因此南洋迅速成為香港的主要出口市
場之一。當港貨成功開拓海外市場之後，立即進一步發展內銷市場，於 1938

歷史
   廠商會在第二屆開始獨力主辦工展會，於 1939 年農曆新年期間在九龍華南中學舉
行，當時參展廠商達 70 多間。第三屆於 1940 年在摩理臣山的一塊空地（即伊利沙伯

年「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與「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合辦首屆工展會，為期

體育館）舉行，參展廠商超過 100 間，當時香港總督羅富國也到場參觀。第四屆改於聖

5 天的工展會假中環鐵崗聖保羅書院舉行，40 家參展商共設 86 個攤位，展出

誕節期間舉行，仍然是 1940 年，成為了唯一舉辦兩次工展會的年份，於九龍尖沙咀半

2 百多種產品。

島酒店旁的空地（即喜來登酒店）舉行。
   1941 年第 2 次世界大戰爆發，日本入侵，工展會被迫停辦近 7 年，直至 1948 年
才獲復辦，仍在喜來登酒店現址舉行。於 1957 年，工展會第一次使用櫥窗擺放產品，
並以「港人用港貨」作為大會口號，成為一時佳話。1967 年標誌工展會踏入第 25 周年，
故取名為「銀禧工展會」。當時工展會場地在紅磡新填海區，面積約為 60 萬平方呎。

五、六十年代的工展會

除香港政府參與外，並與香港貿易發展局合作，在「香港工業出口陳列中心館」陳列具

灣仔填海區舉辦的工展會。

代表性的本地工業產品。該屆工展會更首次設立「國際機器原料陳列館」，展出英國、
美國、加拿大、意大利、前西德、前南斯拉夫及日本的最新原料及工業機械，因此令工
展會聲名大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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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展會吉祥物
雄性：「繁榮」
雌性：「安定」

第四十六屆工展會
會場氣氛，十分熱烈。

工展小姐選舉
工展小姐選舉首次舉辦於 1952 年第十屆香
港華資工業出品展覽會，目的在於宣揚婦女協
助工業界的勞職，及提升其服務精神與興趣，
所以大會評審不但以女士的外貌為準則，更著

第五十屆工展會

重她們的服務質素。

第五十屆工展會以「品牌萬千 精

首屆工姐的選舉辦法是分初選及複選進行，

彩工展」為主題，於 2015 年 12 月 12

初選是由全體委員計分，分數最高的十名工姐

日在銅鑼灣維多利亞公園舉行，展期

會進入複選；而複選是透過座談會的形式進行，

為 24 日，成為一個跨年的活動。工展

最後選出冠、亞、季、殿軍。當時工姐的獎品

會的參展商多不勝數，戶外攤位超過

是由廠商捐贈，主要是衣服和糖果餅乾。首屆

880 個，貨品包羅萬有。同時有豐富的

最為人熟悉的工姐便是獲得季軍的香廚味粉廠

活動，例如﹕精彩的舞台節目、受人

代表馮亦薇，她其後成為影星，參與電影演出。

歡迎的現場抽獎送大禮以及萬眾期待

直到第十五屆香港華資工業出品展覽會

的工展小姐選舉，另外，在不同日子

(1956-1957 年 )，大會改變了工展小姐的選舉

有不同的主題日——12 月 15 日的「關

方式，由入場觀眾投票產生，大會在會場入口

愛 長 者 日 」、12 月 17 日 的「 耆 樂 共

處，設有工展小姐的照片供遊客參考。遊客只

聚日」、12 月 18 日的「康健益身篇」

鄧麗君

需把所持的入場券票尾，作為選票放入投票箱

等等，各式各樣的貨品和活動正正符

在 1970 年、1972 年 兩 度 榮 獲
「白花油慈善皇后」的榮譽。

內。是屆工展小姐冠軍是香港金錢熱水瓶廠股

合今屆的工展會主題「品牌萬千 精彩

份有限公司的攤位小姐，共獲得七萬六千多票。

工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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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欣賞《 風雲耆英會》

上期獲贈電影票及遊戲得獎幸運兒

十月初五的月光
地址

姓名

Sunshine City Ma On Shan Ms.Tsui

愛的成人式

故事大綱：年屆 70 的退休山口組大佬龍三，金盆洗手後和兒子一家過著平淡的
生活。一日，兒子全家去旅行只獨留他在家，收到電話，對方一開口「爸，是我
呀！」龍三以為兒子出事，準備了 5 百萬円，好保住兒子份工，竟發現是新派
古惑仔搞的電話騙案！老羞成怒，找了當年的兄弟，決定重組社團，整治黑道歪
風！知道大佬重出江湖，兄弟們都雄心壯志以為可以食大茶飯，但多年沒見，當
年的神槍手現在都手震震。雖然甩皮甩骨，但無阻他們成立新社團的決心！ 山
口老人組，惡搞古惑仔騙案，笑料百出，江湖即將掀起一場腥風血雨…就奇！

地址
Sunshine City Ma On Shan
Sunshine City Ma On Shan
將軍澳寶明苑
耀星華庭
Metrocity 2,T.K.O
鴨脷洲海怡半島
馬鞍山海栢花園
旺角海富苑
中業校友會
新都城二期
新都城二期
兆隆苑
海怡半島
花都廣場
嘉兆臺

上水御皇庭

林小姐

耀星華庭

勞小姐

中業校友會

陳小姐

新都城二期

單小姐

姓名
Mr.Lee
Ms.Tsui
梁小姐
Ms.Lo
Ms.Alice
Ms.Polly
李小姐
Mr.Liu
陳小姐
單小姐
麥先生
郭小姐
黃小姐
李先生
張先生

歷史通識填充題有獎遊戲

填寫下列表格可獲贈電影《風雲耆英會》戲票 2 張

地址
Sunshine City Ma On Shan
新都城二期

屋苑名稱                     單位
姓名      

先生 / 小姐 電話          電郵

謎語遊戲

電郵：contact@privilegehk.com     傳真：3153 2182（名額 15 個）

地址
Sunshine City Ma On Shan
海怡半島
耀星華庭

參加者請於 12 月 10 日前電郵或傳真，如參加人數眾多，將由電腦隨機抽籤，得獎者將有專函
通知（請用正楷填寫及資料齊全）。

活動須受有關條款及細則約束，如有任何爭議，電影公司將保留最終決定權。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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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Ms.Tsui
Ms.Chan
姓名
Ms.Tsui
黃小姐
黃先生

英式廣東話（上）
   說香港潮語，不得不讚的是「O 嘴」！這個詞語不知是何方高人所創，一聽即明，一明即用，
一用即流行。其實，香港有許多常用語來自英文，取其諧音，用慣了，自己也沒留意出處， 今
次舉一些常見例子：

符碌：「符碌」其實是桌球術語 Fluke，僥倖擊中的意思，常被借用來指不靠實際能力，幸運

地達成目標、純粹僥倖彩數的情況。在桌球上的正常例句是：「臨尾一 Q，俾佢符符
碌碌咁打埋個黑柴入尾袋添！」但，更常用的是在平常生活之中，例如：「佢做事馬
虎求其，但又能幸運地完大 project，認真符碌！」

花臣：誰會聯想到花臣的出處是來自 Fashion ？ 60 年代，黑白粵語片流行，梁醒波等諧星

常講到「花臣」，就是指新的 gimmick（噱頭）。 即是「新招數、新花款、新點子」，

「花臣」來自英文「Fashion」，但帶有小許貶意，大概在 60 年代，香港民風比較樸素，
對於追求潮流方面的行為，並不太過認同。 例句：「你嗰幾下花招都被睇穿，而家仲
有乜嘢新花臣吖？！」

薯嘜：Schmuck（笨人） 讚人聰明，常用一個字 smart，但係罵人蠢鈍就叫佢「薯嘜」！薯

甘棠第
【註釋】英殖民地時期的富豪紳士何東的

嘜並非源於「蕃薯的嘜頭」，「薯嘜」來自英文「Schmuck」， 除了形容愚笨之外，

胞弟何甘棠，於公元一九一四

也可應用在老土的衣著上。

年在港島衛城道建下這座豪宅，

派頭：P ride（自豪、威風）50 至 60 年代，流行講「派頭」這個形容詞，即是「講派場、有威勢、
夠鋪張」的正面稱讚。 「派頭」來自英文「Pride」。 那時候，可能講一句：「佢哋
豪門夜宴，居然在半島酒店請客，真係夠哂派頭！」

唱錢：我們常用唱錢來形容貨幣找換，哪想到唱錢其實就是 Change。 當要使用另一個國家

名稱「甘棠第」。甘棠納妾甚
多， 僕 人 數 十， 居 於 此。 樓 高
三層，並有地庫，是古豪宅也。
曾為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近
該教會擬將該建築物改建，受
到附近居民及保護古蹟人士的

的貨幣，便要去找換店「唱錢」，「唱啲美金」、「唱啲英磅」、「唱啲人民幣」，「唱錢」

反對。香港特區政將其列為古

來自英文「Change」（日語叫兩替店）， 例句：「兒子明年去澳洲讀書，而家趁澳幤平，

蹟保護，並斥資港幣五千三百

唱定啲錢先！」

萬收購其業權，將此古典豪宅
改建為孫中山博物館。

黃獎

廣告人、「萌動學生創作團」創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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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一翀

香港畫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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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第一所醫學專題博物館
   一八九四年香港爆發大規模鼠疫，維

式聘請亨特成為香港政府的細菌學家，並

持了三十年之久，嚴重影響市民的生命和

在聘書中承諾在港興建一所細菌學實驗室，

打擊經濟。香港政府嘗試了不少方法，例

亦提供七千五百港元讓他在英國添置所需

如﹕拘留和隔離鼠疫病人、聘請日本和歐

的儀器。

洲國家的科學家扺港協助找尋疫病源頭，

   細菌學檢驗所在亨特抵港後四年建成，

可惜成效不大。直至第十二任香港總督卜

成為香港首間細菌學院。學院建有三座紅

力向英國建議聛請一位經驗豐富的細菌學

磚大樓，分別是主樓、職員宿舍和動物屋。

家來港成立細菌學檢驗所，藉此加強控制

主樓設有四間設備一流的實驗室、圖書館、

鼠疫。雖有不少的反對聲音，但卜力再一

辦公室、細菌培植室、攝影室、加熱房和

香港國際玩具博物館

冷凍房，主要都
是研究和監察鼠
疫之用。
   由於細菌學
院的工作逐漸演
變 至 病 理 學，
所以在第二次世
界大戰後改名為
病理學院。直至

   兒時每個小孩都喜歡玩玩具，不論是 60 年代的小朋友，還是千禧年

五十年代，學院

後的小朋友，這是不變的；改變的是玩具的物料、設計。進入科技發達的

的設備逐漸老

時代，再加上兒時的你已轉眼成人。不知道大家的玩具放在一個積了厚塵

化，總部在十年

的盒子裡，或是搬家的時候送了給鄰家的小朋友呢？

後遷往西營盤診
所。隨着疫苗製
造於一九七三年

   有對父子對玩具情有獨鍾，久而久之收藏了數以千件的玩具，不論
古、今、中、外都一一收藏。一邊收藏，一邊看著玩具的改變，對玩具亦
有不少的見解和意見。別以為兩父子只是單單因興趣而收藏，為了分享陪

次重申鼠疫的情汜日趨嚴重，於是英國政

停止運作，舊病理學院再次改變用途，改

府表明會開始物色有關學者。

為衛生署儲存醫療用品的貨倉。在一九九

著兩人成長的珍蔵，在 2011 年的 9 月份開辦了「香港國際玩具博物館」，

   有位殖民地部醫療顧問孟生醫生向港

零年，有人發現舊病理學院的歷史價值，

位於香港九龍油麻地上海街 330 號一樓，是香港現時唯一的玩具博物館。

府大力推薦一名合適——亨特。亨特在蘇

因此港府把它列入法定古蹟，再交由香港醫

由於擺放了世界各地的玩具，因此吸入引了不少世界各地的遊客到訪，誇

格蘭鴨巴甸大學畢業，而且成績優異，同

療博物館學會籌劃，把這幢逾百年歷史的

張的說，是遊人到港拜訪的指定動作。展品的款式包羅萬有，值得大家在

時在倫敦醫學院擔任助理細菌學家一職。

古蹟發展成為香港第一所醫學專題博物館。

假日的時候去親身感受兩位有心人分享給各位的心意。

政府官員和孟生醫生都認為他是個難得的

香港醫學博物館於一九九六年三月十六日

人才，所以在一九零一年十一月十一日正

正式對外開放，位於香港半山堅巷二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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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建省辦經濟特區 20 多年來，已建成吃、住、行、游、購、娛
配套齊全的度假和旅遊接待設施，具備了年接待 3000 萬人次的能力。
喜達屋、萬豪、麗絲卡爾頓、希爾頓、假日、皇冠假日、索菲亞、鉑
爾曼、凱賓斯基等眾多國際品牌連鎖酒店紛紛落戶海南島，海南已經
擁有 70 多家四星級、五星級酒店，海南島被國內外旅遊者讚譽為「陽
光島」、「健康島」、「生態島」、「度假島」……

最美的緯度上
   海 南 島 是 南 中 國 海 上 最 璀 璨 的 的 明

種。海中五光十色、千姿百態的熱帶珊瑚礁

珠、度假天堂。海南島與全球著名的度假

魚和各種珊瑚、海葵等海洋生物，是潛水旅

勝地——邁阿密、加勒比海、夏威夷、巴

遊的觀光美景。 水上活動亦是遊客的指定

厘島、馬爾代夫同處世界上最美的一條緯

動作，例如﹕海水浴、日光浴、海上摩托艇、

度——北緯 18 度，被共同稱為世界上「少

游船、帆板、垂釣、潛水、沙灘體育運動等，

有的幾塊未被污染的淨土」。海南島海岸線

感受陽光與海灘的優閒度假生活。

珍饈佳餚特色美食

長達 1617.8 千米，沿岸 84 個港灣可開發
成港口，已開發 18 個。

豐富的水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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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島有「四大名菜」——文昌雞、
加積鴨、東山羊、和樂蟹，各地還有自己的

   海南島四周多為優質沙灘，可開發成海

招牌菜和風味小吃，如老爸茶、抱羅粉、海

濱旅遊勝地。近海水深 200 米以內的大陸

南粉、陵水酸粉、雞屎籐粿仔湯、清補涼、

架漁場 6.65 萬平方千米，水溫適中，海洋

牛腩飯、豬腳飯、黎族竹筒飯和苗族五色飯

生物豐富，有魚類 1000 多種，藻類 200 多

等 , 讓人垂涎欲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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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世紀前的港人生活
第一篇：茘園—香港人的集體回憶
   2015 年，可說是香港人的懷舊年，那萬眾期待的大眾樂園 - 「荔園」，
終於在暑假期間，在中環重開了！
   由於荔園是香港人最熱門的集體回憶，因此吸引了很多比較年長人士，
趕去中環荔園，去尋找自己的童年回憶。
   可惜，中環荔園只維持了兩個月，便清拆了。幸好本人自小與荔園結緣，
在我的腦海中，仍保留着荔園當年最風光的一面。
   與此同時，我正在撰寫一系列的叢書 - < 半世紀前的港人生活 >。於是
憑我的記憶所及，將兒時在荔園的所見所聞，集結成文，以引証歷史。除了
給香港人重拾舊夢之外， < 荔園 > 一文，也可以給所有的文化工作者，作為
參考之用。
   到底當年的荔園，如何地受大眾歡呢？請看內文分解……

養了些什麼動物呢？

的，莫過於那隻大象，是荔園動物園的鎮

   除了獅子，老虎，我記得還有黑豹、

園之寶，我都有喂香蕉給牠吃的。那隻大

猴子、熊人、山羊、鱷魚、水鳥、禿鷲、

象，是我由細睇到大的，1958 年我記得

綠孔雀、駱駝與長頸鹿。其實在不同的年

牠還是一頭幼象，事隔 10 年，20 年，那

代，茘園的動物園有不同的動物。記得在

隻大象越來越高大了，人人叫牠做天奴，

1964-1966 年間，茘園在報章宣佈，謂動

可惜牠於 1989 年死了，成為 1950 年代

   講到茘園，比較年長人士都有去玩過，

物園裏面還添養了一隻萬年龜，千歲鶴，

至 1980 年代的香港人的重點集體回憶之

裏面有很多地方，曾經為香港人留下深刻

三腳鴨等等珍禽異獸。

一！

的印象，是值得我們去懷緬的。

   到底這些是什麼樣子的珍禽異獸呢？

   荔園有一個很令我又開心又難忘的地

   荔園遊樂場在 1949 年已經開業，屹

   三腳鴨，其實只是一隻畸胎鴨子，並

方，叫做宋城，在 1979 年建成的，一開放，

立香港半世紀，可惜到 1997 年 3 月 31 日

非什麼珍禽異獸，但是的確是一隻三腳鴨，

我便入去參觀了。」

結業。它位於九華徑的荔欣苑現址 ( 靠近

並沒有欺騙觀眾。至於萬年龜，是一隻巨

   宋城是什麼樣子的呢？

美孚地鐵站 )，荔園遊樂場總面積達 160

型的大海龜，足足有 3 呎長 ; 當然，千歲

   宋城外面有一幅高高的城牆，城外有

萬平方呎，曾經是香港規模最大的遊樂場，

鶴，就是一隻丹頂鶴了，應該沒有一千歲，

宋朝服裝打扮的士兵，先行講解 “入境規

所以成為香港人最熱門的集體回憶之一。

頂多一百歲！其中，丹頂鶴和萬年龜，也

則”，好像出國旅遊，過關入境一樣。

   大家你是否還記得，茘園有些什麼好

算得上是珍禽異獸。

   我記得入了城門的那一陣子，好似入

玩呢？

   講到茘園的動物園，其中最令人難忘

了時光隧道一樣，返到一千年前北宋時期，

   在機動遊戲方面，茘園裏面有摩天輪、

只見城中男女，全部都是宋朝服人物裝扮，

碰碰車、蜜月花車、騎木馬、搖搖船、海

有賣武的、賣冰糖葫蘆的、有賣刀剪的、

盗船、咖啡杯、小飛象、八爪魚、過山飛

賣針線的、賣糕點的、有賣啄啄糖的、有

龍…等等。

賣燒餅的、還有做猴子戲的………據說是參

   此外，茘園裏面還有哈哈鏡、恐龍屋、

照名畫《清明上河圖》的畫意設計的，是

鬼屋等，神秘寶洞，更有香港當年唯一的

宋代古都城汴京生活風貌的縮影，整個建

舞表演。

真雪溜冰場，我也玩過，很刺激的。

築顯得古味盎然！

   茘園裏面至大的特色，還有宋城，和

   劇院方面，有兩間電影院，分開中西

   原來宋城當年曾為 ATV 的禦用古裝劇

動物園！

影院各一，還有京劇、粤劇、歌壇、跳舞

的臨時片場，差不多可以媲美“荷里活影

   未知大家還記得，茘園裏面的動物園，

劇塲、魔術與趣劇、舞廳和引人議論的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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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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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且看看宋城裡面又是怎樣“踢

   我記得在 1972-3 年她正在牛池灣，

轎門”:

趕拍一套古裝武打片，叫做“虎說”，担

   「新郎哥披紅戴冠出來迎親，

正女主角，和伊雷做對手戲，但是奇怪，

首先由新郎哥當眾吟詩一首，我記

電影未見上畫！

得其中二句是 :“娘家米香，夫家

   或有人再問 :「既然荔園的京劇團，是

米長…”，跟着在轎旁撤米，撤完

有花旦的，我不明白，為什麼電影 “七小

米之後，新郎哥在轎門前作一作

福”的角色當中，不加上這些女孩子呢？」

揖，然後拉開轎簾，請新娘子出
來。剛才新郎哥在轎門前的打躬
作揖的禮儀，，就是叫做 “踢轎
   宋城裡面令我最難忘的，是宋朝的迎

門”了，絶對不會由新郎哥用大腳踢踢轎

親禮儀的大型表演節目，迎親大隊首先由

門的！」

男家浩浩蕩蕩地出發，抬着花轎到女家迎

   事實上，“踢轎門”由頭到尾都不會

親，待新娘上了花轎，迎親大隊便鑼鼓喧

用腳踢的，應該叫“叩轎門”才是正確！

天地，再由女家浩浩蕩蕩地出發。

“踢轎門”只是一種通俗稱號，並非真的

   到了男家，便由新郎出來“踢轎門”，

用腳 “踢”轎門。記得新馬師真在粤語長

迎接新娘子。」

片 “傻仔洞房”當中，也有提到一般人對

   你可知道 “踢轎門”是怎樣踢的？用

於迎親禮儀“踢轎門” 的種種誤解。

左腳踢？還是用右腳踢轎門嗎？

   雖然宋城在香港有這麼重要的文化意

   我告訴你，不論你們是用左腳踢，或

義，可惜在 1997 年，香港回歸前，與荔

者用右腳踢，全部猜錯了，因為“踢轎門”

園一同結業了。站在中國傳統文化來說，

並不是用腳踢的！

實在是一大損失，目前只能夠為大家帶來

   有人說，電視劇都是這樣拍的，很多

絲絲回憶，緬懷一番！記得在 2005 年，

靚仔小生都是大大腳來踢開轎門的嗎？

遠東集團主席邱德根有意於大嶼山重建荔

   是的，我也見過幾齣電視劇都是這樣

園，政府當時稱正與該公司洽談，但聞因

拍的，但是不正確的。試問一聲新郎哥如

有各種不同的意見而告吹，實在可惜！

果用大腳踢開轎門，豈不是嚇壞新娘子！

   荔園京劇的水平如何？我認為水平非

如 果 你 是 坐 在 轎 內 的 新 娘 子， 問 你 怕 不

常高，我曾經見過有七歲，甚至六歲的孩

怕？

子，登台上演京劇 “三岔口”，其武打功

   所 以 我 奉 勸 大 家， 不 能 夠 靠 睇 電 視

架真是嘆為觀止。過了二十年，我才知道

劇，去學習中國傳統文化。因為許多電視

他們便是七小福，而當年上演京劇 “三岔

劇的導演，都是年輕人，喜歡走攪笑路線，

口”的幾個文武生，可能就是洪金寶他們

對於舊日社會的文化、風俗、習慣，欠缺

了，他們後來都成為國際影壇上舉足輕重

深究，尤其是拍古裝片、民初片，在資料

人物！全賴於當年他們所學的京劇之功！

不足情況下，往往容易出錯。因此，要探

   荔園的京劇，是要額外收費的，不過

討中國傳統文化細節，便不要以電視劇為

前十排才要收費，後十排是不用收費的。

準。但我認為宋城裡面的迎親禮儀 -“踢

由於我家是上海人，上海人對京劇的感情，

轎門”， 就做得很正路，很認真，值得一

是非常深厚的。至於京劇要額外買票的，

讚！

我爸爸是毫不介意的，何況收費便宜，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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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估計可能是為了配合電影“七小福”

當於電影院中座價錢。由於京劇買票的人

的劇情需要，至於真正原因，你要去問問

少，我一家人通常坐在最前排第一、二行

導演了。

位置。」

   好了，荔園裡面除了看京劇，還有其

   你想知道荔園的京劇團，有沒有女孩

他劇種，例如 : 粵劇場，歌壇，上海越劇

子？

和上海相聲，上海滑稽，我都有看過。

   許多人都說無，因為電影 “七小福”

   他們的水準都是非常高的，先講粵劇，

當中，不見有女孩子在戲班裡頭！

只見台上大鑼大鼓，公侯將相，陣容鼎盛，

   其實荔園的京劇戲班人數，絶對不止

十二金釵，如花美艷，那嚦嚦鶯聲的唱腔，

七個人，好像＜定軍山＞的一幕，總人數

襯托住金光閃爍的華麗戲服，衣香鬢影，

超過廿人，起碼有幾個女孩子。至於 : ＜

加上蘭花妙手的舞台功架，令人望而止步，

莊周試妻＞、＜拾玉鐲＞、＜秦香蓮＞都

樂而望返。可想而知，粵劇水準，是何等

有花旦登台。

的高超！

   或有人問 :「你所看見的花旦登台，會

   我 在 荔 園 粵 劇 場， 睇 過 的 劇 目 記 得

不會是男扮女的呢？」

有 :“金標黃天霸”、“八仙賀夀”、“六

   無錯，京劇戲班裡，是經常有男扮女

國大封相”…等等。」

裝的花旦，如民國時代的梅蘭芳。不過我

   至於荔園歌壇，水準也是非常高的，

可以肯定，荔園的京劇戲班，是有女孩子，

據說很多電視藝員和歌星，都是從荔園的

因為其中一個花旦，還做過我英文夜校的

歌壇孕育出來的，梅艷芳與梅愛芳姊妹，

同學呢？

就是其中的表表者。

   此事來得真是巧合，我還記得她的名

   其實荔園的歌壇，除了唱時代曲，還

字，但是為了保留她的私隱，便叫她袁小

有話劇做壓軸，可以從我另一篇懷舊文章

姐吧。我真的想不到一個荔園的京劇團的

“我的童年回憶”，去了解一下荔園的話

花旦，竟然會做起我英文夜校的同學，這

劇。這篇文章內容，是記錄了五十五年前，

件事當時對我來說，簡直是不可思議的，

我第一次進入茘園的所見所聞……

感到非常驚訝！」
   或問 :「既然是京劇團的花旦，何必要
去讀英文夜校呢？說來有些奇怪！」
   因為當時的京劇熱潮已過，京劇花旦
是不用讀英文的，但是轉行之後，便要進
修英文，她便做了我英文班的同學，說來
真的機緣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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毅 承行有限公司
毅豐食品有限公司

屋苑名稱：          

住戶單位：             

訂戶姓名：          

訂戶電話：

呈獻

樂怡服務「冰鮮產品 優惠推介」訂購表格
推廣價
黃花魚

300g-350g

$ 20 元 一條

鎗魚

300g-400g

$ 20 元 一條

御品鹽焗雞

0.8-1.0kg

$108 元 一隻

極品鹽焗雞

0.8-1.0kg

$ 88 元 一隻

糯米雞

80g X 6 隻

糯米雞

170g X 4 隻

急凍雞

1.2-1.7kg

$ 55 元 一隻

竹絲雞

0.5-0.9kg

$ 50 元 一隻

480g 一盒
680g 一盒

訂購數量

金額

$ 33 元 一盒
$ 40 元 一盒

訂購以支票支付，枱頭寫上「The Privilege Club Services Limited」，
送貨日期為收妥支票後一個星期內。

查詢電話：3153 2322
傳真訂購：3153 2182
電郵訂購：contact@privilegehk.com

產品提供：

「毅豐食品」為屋苑
住戶提供優質海產、
家禽和蛋品。

毅承行有限公司
毅豐食品有限公司

家居美食
做   法﹕ 1 先將牛尾、牛腱和牛肩胛肉切掉肥邊，再切成約 1 吋的塊狀。
      2 胡蘿蔔、西洋芹削外皮後洗淨，切斜圓片。白洋蒽剝除外皮，切小瓣，
大蒜去膜，以刀背拍扁。柳橙整顆直接切片。

紅酒燉牛肉

     

3 將上述材料放入大容器中，放黑胡椒圓粒、百里香、干山搽，倒入紅酒，

     

4 烤箱預熱至 150℃取出醃料中的牛肉瀝乾。把醃醬汁直接過濾到醬汁鍋

     

5 取一個有蓋的鍋可放入烤箱中的耐熱鍋，燒熱，倒入 1 小匙橄欖油，等

再放入冰箱冷藏醃 48 小時。
裡，煮滾，讓酒精揮發 2 分鐘再撈除浮沫。醃醬汁和調味蔬菜不要丟掉。

材料：
1........................... 牛尾半磅

油熱了放入牛肉，每一面都煎上色，用漏杓取出後，再加入除了柳橙之

2........................... 牛腱 1 磅

外的調味蔬菜翻炒 2 分鐘，撒入低筋面粉繼續翻炒。

3........................... 牛肩胛肉 1 磅

     

6 將牛肉放回的鍋中，加入柳橙，倒入醃醬汁，雞清高湯，撒入鹽，煮滾，

     

7蓋上蓋子，放入烤箱中烘烤 3 小時（烹煮後 1 個半小時取出干山搽布

4........................... 胡蘿蔔 5 根

不時撈除湯汁表面的浮沫。

5........................... 西洋芹 3 根
6........................... 白羊蒽 2 顆

袋）。可以直將耐熱深鍋端上槕或盛上深碗裡享用。

7........................... 大蒜 2 瓣
8........................... 無蠟且無農藥柳橙 1 個
9........................... 黑胡椒圓粒 15 粒
10 ........................ 百里香 2 枝
11 ........................ 紅酒 750 毫升
12 ........................ 低筋面粉 3 大匙
13 ........................ 清雞湯 1.5 公升
14 ........................ 干山搽 15 克（干山搽放入布袋）
15 ........................ 橄欖油、鹽適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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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居美食

「秋海棠」為屋苑住戶提供有機糧食和特色粉麵製品

入冬滋潤湯水

屋苑名稱：          

住戶單位：             

訂戶姓名：          

訂戶電話：

樂怡服務「台灣美食推介」訂購表格

   踏入冬天，注要保暖，避免陽氣消耗及風邪寒氣，

材料：（三至四人份量）﹕

注意呼吸道疾病的問題，有一種湯水適合這種節氣下飲

1........................... 合桃 100 克

用——合桃芡實淮山豬踭湯

2........................... 芡實 50 克

   合桃含豐富不飽和及單飽和脂肪酸、蛋白質及磷

3........................... 淮山 25 克

質、鈣質、各種維生素等，它有著補腎固精、益氣養血、

4........................... 豬踭 400 克

補腦益智、潤腸通便；芡實有健脾止瀉、益腎固精、補

5........................... 生薑數片

中益氣和滋養強壯的功能；淮山能除寒熱邪氣，養心安

        蜜棗 2-3 粒

神，止瀉痢，化痰涎；豬踭有補益增髓之用。

        或羅漢果 1/8 個

   將所有材料合而為湯，這湯水補腦益智、補中益

6........................... 胡蘿蔔 1 根

氣，男女老少皆宜飲用。

烹製方法：1 將各藥材及配料清洗乾淨，再稍浸泡一會兒，把豬踭好好沖洗。
      2 先張生薑片和豬踭一同氽水，大滾兩分鐘後把豬踭隔水洗淨。

推廣價
霧峰香米

2KG

$130 元 一包

芋仔蕃薯麵

200g

$ 33 元 一盒

紅蕃薯麵

200g

$ 33 元 一盒

訂購數量

金額

訂購以支票支付，枱頭寫上「The Privilege Club Services Limited」，
送貨日期為收妥支票後一個星期內。

查詢電話：3153 2322
傳真訂購：3153 2182
電郵訂購：contact@privilegehk.com

     3把 豬踭和其他材料一起放入瓦煲，再加入自來水 2.5 公升，大火煲沸後
改文火煲約 2 個小時即可。

產品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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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海棠企業發展有限公司

蓮香餐飲
尚悅啟業
敬請垂注
歡迎光臨

手機通識

光線不 足 睇 手 機 壞 處 多
   在黑暗環境使用手機，手機螢幕亮
度對眼睛瞳孔的刺激相等於用手電筒直
射雙眼，手機所放射的光線會直射眼睛
黃斑區受損，視力模糊，嚴重更會導致
失明，建議使用手提電話三十分鍾後，
需要停止和休息，讓眼睛多看綠色的景

123 Group Limited
123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物，如出現眼乾的問題，記得使用眼
藥水保持眼睛濕潤。

深圳前海火熱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恒訊手機維修
• 爆ＭＯＮ

Tel: (852) 3568 0876

Room D, 8/F., SouthTex Building, No. 51,
Tsun Yip Street, Kwun Tong, Hong Kong
九龍觀塘駿業街51號南達大廈8樓D室

Room 906, Block A, Skyworth Building, Hi-Tech
Park, Nanshan District, Shenzhen, China
深圳市南山區高新南一道008號創維大廈A座906室

• 壞掣
• 死機

• 壞ＴＯＵＣＨ
• 手機入水···等問題

九龍旺角亞皆老街 83 號先達廣場 1 樓 F3

Flat F3, 1/F, Sin Tat Plaza, No. 83, Argyle Street, Mong Kok, Kowl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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猜一位中國現代科學家

   王姓是漢族姓氏之一，同時在中國百家姓中排第一
位。
   王姓的來源有幾個，但構成現代漢族王姓的主要來
源有四個﹕姬姓、子姓、媯姓和少數民族改姓。姬姓是
最多的王姓來源，源於周朝的王族；子姓是最古老的王
姓，子姓王氏的歷史至今已經有約 3100 年；媯姓王氏
是王姓中重要的一支，齊國被滅後，齊王田和因為曾經
是國王，所以改姓王；少數民族以通婚、改姓或賜姓王，

（答案在本期刊內）

當中比較著名的有兩漢時的匈奴人、西羌鉗耳氏、契丹
人等。
   「王」與「黃」在發音上相近甚至相同。古時為了
區分別兩姓起見，以「三畫王」或「三橫一豎王」形容
王姓，黃姓則以「江夏黃」、「草頭黃」或「大肚黃」表示。

李姓來源

競猜燈謎方法：
歡迎屋苑住戶競猜燈謎，請將競猜答案連同屋苑名稱、座數、室號、姓名、電話或電郵資料電
郵至樂怡服務參加。樂怡服務將在答對的住戶中，抽出 3 名幸運兒，贈送禮品一份。每期燈謎，
每名住戶祇可競猜一次（請以正楷填寫及資料齊全）。

參加競猜謎語的報名參賽表格

答案

屋苑名稱                     單位
姓名      

王姓來源

先生 / 小姐 電話          電郵
傳真至 3153 2182    電郵至 contact@privilegehk.com

活動須受有關條款及細則約束，如有任何爭議，本公司將保留最終決定權。

   李姓是漢族姓氏和朝鮮族姓氏之一，在中國百家姓
中排第二位。
   河南省是中國李氏第一大省。古隴西，即今甘肅臨
洮，為李氏重要發源地。唐代是李氏的鼎盛時期，有「天
下李」之稱。
   李姓的來源有一個說法——嬴姓說法，源於嬴姓，
或出自皋陶之後顓頊帝高陽氏的後裔理征，或出自周朝
道家創始人——老子李身，屬於以官職名為氏。堯時，
皋陶曾擔任大理（掌管刑獄的官）的職務，其子作益被
賜為嬴姓，後子孫歷三代世襲大理的職務，其子孫按照
當時的習慣，以官為氏，稱理氏。「理」和「李」兩字
古音相通，所以「李」為氏。
   李姓為了區分其他近音或同音字，所以有「十八子
李」和「木子李」的說法。

童三軍

燈謎答案：屠呦呦

謎語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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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石器時代

舊石器時代

（約距今 68-78 萬年前）

（約距今 1 萬年前）

   人類文明發展初期，由於當時
的人類所使用的工具主要是用石頭

   人類史上具關鍵性意義的時代，

打造﹙即石器﹚，舊石器時代是石
器時代的早期階段﹙時間為 250 萬
年前或 260 萬年前至 1.2 萬年前﹚。

人類展開歷史上第一次的農業革命。
北京猿人與現代人頭顱骨比較

中國北京直立人化石﹙ 68-78 萬年

發明了兩個新的經濟活動——農業、

前﹚，即北京猿人﹙北京周口店發

畜牧，將天然植物的果實以人手播種、

現北京人頭蓋骨化石﹚已能製造和
使用石器工具。由於生產力落後，

培育、收獲，把野生動物馴服、飼養、

聚居部落是以血緣關係形成小部

繁殖（主要是豬、狗）。因經濟活動

落， 人 口 一 般 20-50 人 左 右， 主

的進步，令食物來源變得穩定，人類

要食物來自？？、？？等。部落內
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親密﹙基本上都

鏤孔圈足陶盤—
南丫島大灣出土

石器時代工具

是親戚關係﹚，人與人之間都是平
等，每個人都有各自的工作、義務

亦慢慢開始定居，同時加快了文化發
展的步伐。原始人以集居的形式生活，
形成農業村落，人口同時急增。興建

和報酬。

刻劃波浪紋繩紋夾砂陶釜—
南丫島深灣出土

半地穴式的房屋，製造生活工具﹕石
上期刊出的舊石器時代，講解古人其中兩個方法獲取食物。

器（以磨製為主）、骨角器、陶器（炊

參加有獎填充遊戲表格

煮器、盛食器）。先民早在四千年前

方法 1       

       

方法 2       

屋苑名稱                     單位
姓名      

先生 / 小姐 電話          電郵

開始在香港生活，舂坎灣、南丫島深
灣及大灣、赤鱲角虎地灣等等，曾發
現當時的文物蹪。

刻劃紋鏤孔高足
泥質陶豆—
赤鱲角虎地出土

傳真至 3153 2182    電郵至 contact@privilegehk.com
參加此遊戲並答案正確者，經抽籤將有 5 位讀者可獲獎品乙份（請以正楷填寫及資料齊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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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錘—屯門湧浪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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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諧家庭

作為兒女五樣不埋怨父母
不抱怨父母的無能：
人有優點與缺點，父母辛苦生養了我們，我們要接受自
已的父母。
不抱怨父母囉嗦：
父母的人生經歷比我們豐富，囉嗦是因為他們真的愛你。
不抱怨父母抱怨：
父母抱怨我們是不滿足現在的我們，父母想我們成才，
當我們自問做得好的時候，他們渴望我做得更好。
不抱怨父母遲緩：
父母年紀開始大了，身體機能開始日漸衰退，行動緩慢。
當年父母教我們走路，現在我們有責任扶他們行路。
不抱怨父母生病：
不論白天或黑夜、天晴或下雨，當我們生病，他們都會
放下所有手上一切的事去照顧我們，所以父母生病我們
要不辭勞苦去照顧他們。

作為父母七種不責備子女
對眾不責：在 大 庭 廣 眾 之 下 不 能 責 備 孩
子，給孩子的尊重。
愧悔不責：孩子為自已做錯的事而感到後悔，為人父母就
不要責備孩子。
暮夜不責：晚上不能責備孩子，孩子帶著負面情緒上床睡覺會令孩子噩夢
連連。
飲食不責：用餐時不責備孩子，否則會令孩子脾胃虛弱。
歡慶不責：孩 子特別高興的時候不能責備，人在高興的時候經脈處於暢通狀態，
突然責備孩子會令經脈憋住，對身體傷害很大。
悲懮不責：孩子哭時不能責備他，哭是一種情緒的宣泄，家長不必再雪上加霜。
疾病不責：孩子生病時不應責備他們，生病的時候是人體最脆弱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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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美術館館長—宋玉明

   張玉馨女士自幼喜歡繪畫，并矢志献身
藝術，其自身的藝術天賦、孜孜以求的學習
精神和超逾常人的努力為她後來在藝術領域
取得一系列成就奠定非常扎實的基礎。
   在傳統書畫方面，她師法自然，熟諳
山水之道，于花鳥畫、人物畫、書法諸方
面亦有相當高的造詣。無論是生意盎然的

白雲深處有人家

花草，端庄典雅的仕女，生動活潑的童子，

獨坐幽篁裏 彈琴復長嘯 深林人不知 明月來相照

還是惟妙惟肖的動物都是她筆下常見的題
材。她的山水畫，用筆講究風骨，大潑大
寫，大張大闔，營造澎湃的真實，丘壑山
巒，錯落有致，氣韵生動，猶聞水流飛瀑，
令人身臨其境。她的書法作品蒼勁凝練，
雄健挺拔，氣勢若鴻、通篇筆勢變得幼，
章法布局極有法度，使人釋而陶醉！

了宣紙等傳統媒體，而是用丙烯、油彩、

   在現代水墨方面，她筆墨當隨時代，

水墨等材料在油畫布上，肆意的揮洒，盡

她在用抽象藝術表現東方意韵時，堅持將對

情的表現著自己內心的創作靈感和思想。

西方抽象藝術的熱衷回歸到中國傳統的創新

她 巧 妙 的 運 用 光 影 對 比， 傳 統 水 墨 的 筆

上。因此，她的現在代水墨作品，在中国水

意，精心排布的構圖，豐富的色彩推積，

墨傳統技法中，揉進了西洋油彩的表現元

使作品更加厚實凝重，并充滿東方文化的

素，同時再輔以當代手法構圖，把自己的感

詩 情 畫 意。 她 的 作 品 多 次 參 加 海 內 外 大

情、領悟融入其中，讓人能在筆墨之中體悟

展，并多次獲奬，諸多作品被美國、日本、

時代特色、讀出時代之聲，引起精神上的共

新加坡、香港、台灣等國家和地區藝術機

嗚。她以巴黎名勝和水珠為題材的水墨作

構和個人收藏。部分優秀作品還是被中南

品，還參加過巴黎沙龍展，其作品在意境和

美海、北京人民大會堂、天安門城樓等收

手法上獨到的現代創意，讓中外觀眾在中國

藏。

水墨畫中領略到當代的藝術氣息。

   張玉馨女土的作品，無論是傳統書畫，

   正是由于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日漸領悟

還是現代水墨、加上油畫，她將東方藝術

和對西方抽象繪畫的心領神會，張玉馨在

表現元素相互融匯，使作品產生一种新的

水墨繪畫上探索和創作出了個體的水墨語

魅力。我們在欣賞她當下優惠秀作品的同

言。她又將這種水墨境界移植到油畫、綜

時，也期待今後看到她更多更好的作品問

合材料的創作中。在具體創作中，她摒棄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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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

西觀荷塘系列 -8

西觀荷塘系列 -13

西觀荷塘系列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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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 孟 寬， 香 港 美 協 創 會 會
員，沐風畫會會長，1950 年出
生於香港，1977 年開始跟隨嶺
南畫派第二代大師楊善深習畫，
1983 年開始全職繪畫創作，為
嶺南畫派第三代活躍畫家，自
1986 年首次在香港美國圖書館
舉行個人畫展後，多年來作品於
世 界 各 地 展 出，， 曾 展 出 於 香
港，澳門，馬來西亞，新加坡，
臺灣，中美洲馬丁尼爾，並曾多
次 展 出 于 日 本 東 京， 橫 濱， 藤

左起：葉常春小姐、劉孟寬老師、何百里先生

澤，奈良各地畫廊。2008 年個
展于江門景堂圖書館，2012 年個展於中山
書畫院，2013 個展於馬來西亞國際藝術博
覽會。
   劉氏於 2004 年在香港創立沐風畫苑，
並且於香港藝術館及香港藝術中心教授嶺

南畫派國畫，致力於推廣及發揚嶺南畫派
藝術。2012 年創立沐風畫會並於 2015 年
3 月舉行第一屆聯合畫展。
   劉孟寬作品富於嶺南畫派之寫生精神，
融合嶺南畫派及西方技法，畫風清新脫俗，
追求達到雅俗共賞之境界。其作
品多次於香港及國內各大拍賣公
司拍賣。歷次記錄均可在雅昌拍
賣網頁查閱。
   另 外 劉 孟 寬 為 九 龍 華 仁 書
院 1969 年畢業生，與早 6 年畢
業之何百里學長同屬嶺南畫派畫
家，多年來參與華仁書院之籌款
活動，為母校書寫 [ 華仁一家 ]
橫額，配合華仁一家基金會之成
立。
   該基金會由九倉主席吳天海
兼任管理，多年來為港九華仁書
院之改良教育作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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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瓜綠豆袪痘皂

CMYK:
50C 0M 100Y 0K

CMYK:
50C 80M 100Y 0K

蜂蜜燕麥皂

CMYK:
90C 100M 100Y 0K

蜂蜜 : 具 有 殺 菌、 保 濕 及 滋 潤 能
力，特別適合乾燥天氣，使
皮膚更有彈性和緊致。
燕麥 : 可以止痕、抗敏、亮澤肌膚
及能夠溫和地去角質層，不
刺激皮膚。
適合 : 乾性、中性及小朋友使用。

薑：刺 激血液循環、促進新
陳代謝、改善虛寒體質。
黑糖：含豐富礦物質、抗氧化、
修護皮膚，預防黑色素
形成，具有保濕及美白
效果。
適合 : 所 有肌膚或虛寒體質的
朋友使用。

馬鈴薯袪污皂

黑糖薑汁皂

茶籽洗碗皂
茶籽粉是天然清潔用品，去
油膩強 , 而且溫和不傷皮膚。
適合用於清洗餐具，並效果
佳，不必擔心化學殘留，又
不會污染環境。

紫草抗菌祛疹皂

此皂用了大量椰子油，它有高
度清潔力及起泡力。同時用了
馬鈴薯，它亦可以吸附油脂及
污積。對於領口之污積，可先
靜 置 1-2 小 時 後， 再 清 洗，
效果更好。此皂更可用於清潔
廚房裡的爐具及碗碟，是全天
然環保及不傷肌膚之親 。

玫瑰籽油 : 能淡化面部黑斑及老
人斑、美白去疤及保
濕，促進細胞再生，
淡化細紋及皺紋，防
止肌膚提早老化。
荷荷芭油 : 有防皺滋潤、收緊皮
膚及消炎作用。
適合 : 乾性、中性的朋友使用。

牛奶備長炭皂

由於橄欖油成份高達 72%,
而且橄欖油皂中含有大量
的 甘 油 及 70% 以 上 的 油
酸，對肌膚的刺激性少有
滋潤感及高保濕能力，賦
予肌膚修復彈性的功能。
另外艾草具有抗菌、鎮靜
及抗過敏的作用 。
適合嬰幼兒肌膚及乾燥肌
膚的人，或是冬天肌膚會
乾乾癢癢的朋友。

玫瑰防皺美白皂

備長炭 : 可 吸 附 重 金 屬， 清 除
皮膚污垢和面部油脂，
軟化角質皮膚層。
牛奶 : 含 有酵素功能可以對皮
膚產生美容效果，促進
皮膚表面角質的分解，
延緩皮膚衰老、增強皮
膚張力，消除小皺紋。
適合 : 中性、油性的朋友使用。

杏桃玉容美白皂

艾草馬賽皂

羊乳 :含有豐富的維他命 C，可以讓皮
膚充滿彈性，滋潤卻不油膩。同
時亦含有表皮細胞生長因子，能
夠修補老化的皮膚細胞，是相當
天然的護膚佳品。
堅果油 : 含 豐富的棕櫚油酸，屬於軟性
油，可延緩肌膚老化，其滲透
強力，容易被皮膚吸。
適合 : 乾性、中性、敏感性肌膚的朋友。

此皂採用喜馬拉雅山岩鹽，岩鹽是天然
排毒劑，能幫助身體釋放有害物質，防
止有害物質和脂肪的沉積，緊緻皮膚，
亮化膚色，是簡單又有效的保養方法。
喜瑪拉雅山岩鹽的鈣，鎂，鉀能賦活你
的身體，軟化皮膚粗糙和乾裂的手、肘
和腳，使毛孔和皮膚變得健康和柔軟。
此皂可以有效殺菌、祛角質、減緩水腫
及皮膚敏感問題。
適合中性、油性肌膚。

喜馬拉雅山岩鹽皂

屋苑名稱：          

住戶單位：             

訂戶姓名：          

訂戶電話：

樂怡服務「手工皂推介」訂購表格

紫草 : 具有消炎抗菌、活血化瘀，解
毒透疹，加速痘印和痘疤的新
陈代谢等功效。主治斑疹、痘
痘、燒傷、皮膚炎、濕疹。
酪梨油 :對乾燥、缺水、敏感性、濕
疹和有皺紋的肌膚特別好。
能淡化黑斑 , 消除皺紋及防
止皮膚老化。
適合所有乾性、濕疹、敏感肌、皮膚
炎症的朋友。

咖啡因 : 能 够一定程度上刺激毛囊新生，
防掉髮，減少頭皮，不含矽靈，
不封住毛孔，是頭髮的最佳滋
養品，令頭髮絲絲清爽亮澤有
彈性。
山茶花籽油 :山茶花常用於預防肌膚過
早出現皺紋的滋補用油，
同時也是頭髮的滋補物。其
營養價值對於皮膚及頭髮都
具有滋補。有養髮、護髮效果。
關注及適合有掉髮困擾者。此皂亦同時適合
中性及油性肌膚者洗瞼及沐浴。

羊乳滋潤皂

苦瓜：降火氣、抗發炎、
可平衡皮脂分泌，
改善粉刺問題。
綠豆：有 清 熱 解 毒 的 功
效 , 治療青春痘效
果顯著。
適合：油 性、 混 合 性 皮
膚、 痘 痘 肌 膚 有
幫助。

咖啡洗髮皂

杏桃核仁油 : 它含有豐富的維生素、
礦 物 質， 對 於 臉 上 的
小 斑 點、 膚 色 暗 沉、
乾 燥 脫 皮、 敏 感 發 炎
等情況能所有改善。
玉容散 :可以治療黑斑、皮膚粗糙，
也可美白和去粉刺。
七子白粉 : 美白祛斑。
適合 : 乾性、中性的朋友使用

蜂蜜燕麥皂
黑糖薑汁皂
馬鈴薯袪污皂 ( 家事皂 , 不能洗臉及洗身 )
玫瑰花美白防皺皂
牛奶備長炭皂
茶籽洗碗皂 ( 家事皂 )
紫草抗菌袪疹皂
咖啡洗髮皂
杏桃玉容美白皂
苦瓜綠豆袪痘皂
艾草馬賽皂
羊乳滋潤皂
喜馬拉雅山岩鹽皂

重量 (gm)
100
80
65
100
100
65
100
100
100
100
90
90
75

9折推廣價 訂購數量
$70.3（件）
$67.5（件）
$26.6（件）
$75.0（件）
$65.5（件）
$26.6（件）
$75.0（件）
$70.3（件）
$77.9（件）
$77.9（件）
$60.8（件）
$64.6（件）
$81.7（件）

金額

訂 購 以 支 票 支 付， 枱 頭 寫 上「The Privilege Club Services Limited」，
送貨日期為收妥支票後一個星期內。

查詢電話：3153 2322
傳真訂購：3153 2182
電郵訂購：contact@privilegehk.com
產品提供：

1111=0	  4444=0
7777=0	  9585=3
7662=2	  3697=2
9313=1	  5690=3
0000=4	  9000=4
星攻略文化發展有限公司

鑫創力發展有限公司

6666=4	  1637=1
3648=3	  3148=2
3087=?
請猜答案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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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花粉含人體細胞所需
200多種活性營養

保健坊

包含了孕育生命的遺傳信息和長壽生命
所需的全部營養。
   我們每個人都處在氧化環境，也
就是體內自由基產生過多和抗氧化能
力的下降，補充外援抗氧化物質是必
要的，松花粉應是首選的抗氧化食品。
松花粉不但有極強的抗氧化作用，而
且還是世界上最好的細胞營養食品，

   進入 21 世紀，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及醫療水平的快速發展，

   「國珍——松花粉」是目前也會

人體 60 兆億個細胞需要 200 多種活性

使人類壽命延長，普遍越來越長壽；但現代生活節奏的加快以及環

是今後相當一段時期內，我們人類能夠

營養均控協同，小小的松花粉恰好是

境污染的加劇，導致健康隱患增加，各種老年病，慢性疾病有年輕

吃到的世界上營養含量最多、最完全、

由這 200 多種活性營養構成。

化的趨勢，人類真正健康的比例減少，大都市的人群更為明顯。

最佳天然搭配的細胞完全營養品，有專

松花粉具備四個方面的特性﹕

家學者更譽為“世界奇珍，中國獨有”。

補充全面均衡的微量營養素；

花粉是植物的精華，松花粉被譽為“花

促進人體正常新陳化謝；

   據世衛組織統計，全球有 75% 的

極的態度去改變和防治各類污染，加

粉之王”，松樹和恐龍都曾共同生活在

調節人體免疫功能；

人群存在亞健康問題，亞健康問題成

強自然環境、生態的保護，同時亦需

氣候温暖，植物茂盛的侏羅紀時代，在

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延緩衰老。

為人類健康的最大阻礙。香港由於地

要增強體質，做好疾病預防和注意保

歷經冰川時期的嚴酷摧殘後，恐龍早已

   人們所有的疾病都是細胞疾病和

緣環境、人口密度及“現代化”帶來

健養生。真正的保健養生食品，是可

在地球上消失了，而松樹郤頑強地生存

病毒感染，松花粉直接供給細胞營養，

的污染等難以迴避和獨善其身的因素，

以為我們的健康提供主動的、人體實

下來，直至現代，可見松樹其生命的遺

細胞健康則免疫力就強了，疾病也就

市民都面對健康的危機。我們要以積

施自我管理的最佳方法之一。

傳基因是多麼強大和不可戰勝。而花粉

消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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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能則松花粉莫屬。我們選擇保健養

國珍松花粉

生食品時，首先需要關注的是保健品
本身的原材料，然後是它製作的工藝、

功   效﹕調 節 內 分 泌、 增 強 免 疫 功
能、保心護肝、駐顏美容均
有良好的保健作用、促進人
體內部營養素的平衡、酸鹼
的平衡和氨基酸的平衡。
食用份量﹕松花粉 每天 10 片，分 2 或
3 次空腹食用（最好含服）
松花粉每月份量 3 瓶。3 個
月 10 瓶為一個療程。

技術和設備，最後就是它是否容易被
人體吸收。《樂怡生活》11 月號已有
上述內容，本文不再重述。
   預防勝於治療，打鐵還需自身硬。
保持身體健康，預防“亞健康”在自
已身上出現和形成，關鍵是需要有良

松花粉 108 片 / 瓶
港幣 $165/ 瓶

好的生活習慣和健康的飲食之道。適
合的保健養生食品是把保健和養生與

松花粉成份全天然

我們必需的食品結合得來。“培元固

   松樹有 100 多種，衹有馬尾和油

本”這是中國攸久文明在養生強體上

松花粉可食。採摘松花粉的松樹須生

歷煉數千年的真言，讓我們傳承和共

長於海抜 1100–1500 米高山上，其花

勉。
松花粉容易被
人體吸收

粉才具備較佳的功效，「國珍——國
之珍寶」，所以「國珍——松花粉」
是世界珍奇，中國獨有。
獨具四全﹕
全自然純天然；

國珍松花鈣奶粉
功   效﹕增 強免疫系統、降低
膽 固 醇、 降 低 高 血
壓、 降 低 血 糖、 養
護心血管、通便、利
尿、清腸健胃、平衡
體內的荷爾蒙，預防
與荷爾蒙相關的疫
病、延緩衰老、滋養
皮膚
食用份量﹕松 花鈣奶（缺鈣人士
使用）每天 1 或 2 包。


松花鈣奶 18 包 / 盒
港幣 $149/ 盒

全營養；

國珍破壁松花粉

全活性（具有生命）；
全吸收。

功   效﹕全 面均衡補充人體營養、强
化機體代謝、調節內分泌系
統、提高機體免疫力和自癒
力、調節機體雌、雄兩種激
素水平、對前列腺問題，標
本兼治，無副作用，滋陰固
本、延緩衰老、消除疲勞、
美容養顏、健腦益智。
食用份量﹕破 壁松花粉可放在粥，麥皮
粥等裡食用。每天兩次，每
次一包。

   保健養生品不是藥，更不是針對
某種疾病配置的藥品。保健養生食品
能排除體內毒素，全面均衡地補充營
養，調理五大系統﹐提高人體自身免
疫力，幫助解除現代人形成疾病的因

  《國珍松花粉》以直銷形
式銷售，不會在香港和內地的
藥房及保健食品店出售。
查詢請電﹕ 31532322

素，從而恢復健康體魄的食品。我們
日常生活中許多食品都含有多種有效
保健養生成分，而能夠全面具備多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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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壁松花粉 3g/ 包，
30 包 / 盒，港幣 $325/ 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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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傳）

白羊座

金牛座

雙子座

會因為太過保護自己而忽略
伴侶的感受，單身白羊們有
雙魚座的新對象，但狀態猶
豫不決。工作上有新機會，
要好好把握。
幸運石：祖母綠

靈感高漲會令你與伴侶容易
產生誤會，單身的舊心宜對
象再出現，要好好把握。不
要被同事的態度影響你的心
態，努力吧。

別太隨意答應情人的要求，令
自己失信於人，單身桃花旺，
但會為不知道自己需要什麼而
迷惘。工作上別再沒有主見地
跟隨別人做法，會出錯的。
幸運石：紫黃晶

巨蟹座

獅子座

處女座

別問情人：你為什麼對我沒
有以前那麼好？只會挑起爭
執。單身就要突破生活圈子
才有新緣份。工作上有新計
劃要處理。
幸運石：虎眼

戀愛的關係要有突破，快定
出新目標和方向。單身的別
給主觀的感覺破壞新戀情的
萌芽。工作要注意自己的疏
離感會令團隊鬆散。
幸運石：葡萄石

多享受和伴侶相處時的甜
蜜，不要自尋煩惱，單身的
會心急有結果而變得神經
質。工作上小心跟同事有頂
撞，要冷靜下來。
幸運石：藍玉髓

天秤座

天蠍座

人馬座

想和伴侶定立長遠計畫，但他
給你一個意想不到的建議。單
身的要改變形象去增加戀愛機
會，有機會認識到金牛和雙子。
工作上要用新方法去處事。
幸運石：黑瑪瑙

有伴侶的你小心自己出軌而
變成三角關係，單身們的魅
力颷升桃花旺，對象有天秤
天蠍和獅子。工作上你要成
為開闢者，你有能力達成的。
幸運石：粉晶

跟伴侶為未來的期望而出分
歧，單身的太急於令新相識
對自己投入感情而嚇怕人。
工作上自視過高會忽略同事
的感受。
幸運石：捷克隕石

山羊座

水瓶座

雙魚座

和伴侶之間只是有小問題，
不要無限放大。單身就遇到
巨蟹天蠍和雙魚，小心自己
太過緊張而過敏。工作太過
小心眼而壞了大事。
幸運石：青金

太在意個人的感覺會令伴侶不
知所操，請多表達自己想法。單
身的給孤獨感重重包圍，跳出這
情緒，你的戀愛就有機會。工作
要爭奪主導權才會改變現況。
幸運石：紅石榴石

與伴侶過得甜蜜幸福，好好享
受。單身的會遇到雙魚金牛山
羊和處女，但小心只淪為沒有
愛的性伴。你知道如何做好工
作，但缺乏了和環境的配合。
幸運石：翡翠

幸運石：碧壐

Fanny Wu
香港元祖級塔羅牌占卜師 Fanny Wu， 由 01 年起於銅鑼灣區開鋪營業至今，曾多
次接受各媒體訪問，十多年占卜生涯中不斷成長，並將塔羅與星座、水晶、香薰等
靈活運用，協助客戶解決種種身心靈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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