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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白山天池又稱白頭山天池，坐落在吉林省東南部，是中國
和朝鮮的界湖，湖的北部在吉林省境內。長白山天池是中國最深
的湖泊，為 1702 年火山噴發後，火山口積水而成，高踞於長白
山主峰白頭山（海拔 2691 米，為東北最高峰的山）之巔。長白
山天池歷史上是中國自古以來不可分割的領土，在 20 世紀 60
年代以後，中國政府出於朝鮮政府提出的中朝友誼和意識形態作
用，劃割一半給朝鮮國，目前天池便成為中國和朝鮮的界湖。長
白山天池是火山噴發自然形成的中國最大的火山口湖，也是松花
江、圖們江、鴨綠江三江之源。因為它所處的位置高，水面海拔
達 2150 米，所以被稱為“天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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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白山是中國十大名山之一并與五嶽齊名、風光秀麗、景色迷人的關東第一山，2007 年成
為國家首批 AAAAA 級風景區，因其主峰白頭山多白色浮石與積雪而得名，素有 " 千年積雪萬
年松，直上人間第一峰 " 的美譽。走進長白山，就是走進雄渾和博大——雄姿躍出海面 2691 米。
以長白山天池為代表，集瀑布、溫泉、峽谷、地下森林、火山熔岩林、高山大花園、地下河、
原始森林、雲霧、冰雪等旅游景觀為一體，構成了一道亮麗迷人的風景線。大自然賦予了它無
比豐富獨特的資源，使之成為集生態遊、風光遊、邊境遊、民俗遊四位一體的旅遊勝地。
  長白山的秋天是最美的，在高海拔地區可以看到美麗的高山苔原景觀。由於海拔較高紫外
線輻射強烈，所以花朵色彩絢麗。8 月為賞花、觀鳥、看天池的黃金季節。

長白山瀑布
  長白瀑布位於白頭山天池池北，長白天池四周有十六奇峰，北側有一缺口，稱 U 形門（古
稱小門），天池水由此流瀉而下，由於山大坡陡，水勢湍急，一眼望去，象一架斜立的天梯，
人們稱之為 " 通天河 "，也叫“乘槎河”。乘槎河從山口噴豁而出，迭落直下，形成高達 68 米
的瀑布 -- 長白瀑布。長白瀑布是松花江之源，我國東北最大的瀑布。  
  瀑布口有一巨石名曰“牛郎渡”，將瀑布分為兩股。兩條玉龍似的水柱勇猛的撲向突起的
石灘，沖向深深的谷地，濺起幾丈高的飛浪，猶如天女散花，水氣彌漫如霧、如雲、如煙，氣
勢磅礡，撼人胸臆，沁人心脾。降冬時節，長白瀑布從懸崖上凌空而下飛起萬千水滴，瞬間水
花縱橫噴射，十分壯觀。詩云 " 白河兩岸景清幽，碧水懸崖萬古流。疑似龍池噴瑞雪，如同天
際掛飛流。不須鞭石渡滄海，直可乘槎問斗牛。欲識林泉真樂趣，明朝結伴再來遊。  

乘槎河
  天池北端龍門峰與天豁峰之間缺口有一地勢
低下之處，稱為闥門，是池水出流的唯一缺口，
寬約二三十米，形成一條天然水道，即乘槎河，
又名天河。到 1250 米盡頭時，便轟然跌下 68
米高的斷崖。形成雷霆萬鈞、虹霓霞霧的長白山
瀑布。乘槎河是一條罕見的河流，是連線天池與
長白山瀑布的“白色紐帶”，它全長也就 1250 米，也是目前世界上最短的河流。《長白山江
岡志略》記載：“水自天池瀉出，天豁、龍門二峰之間，波浪汩汩，形同白練。嚴冬不凍，下
流五里，飛泉掛壁，宛成瀑布，聲聞十里外……實為松花江之正源。”乘槎二字，乃神話乘木
排上天之意。在古籍和古詩詞中有許多有關的說明。《博物志》卷三云：“天河與海通，近世
有人居海渚者……，乘槎而去。”唐朝著名詩人李商隱《海客》詩中有“海客乘搓上紫氛，星
娥罷織一相聞”之句。杜甫《奉贈蕭二十使君》詩中也有“起草鳴先路，乘槎動要津”等詩句。

釣鰲台
  在紫霞峰下，矗立著因滄海釣鰲的豪邁舉止和遠大抱負而得名的釣鰲台。李白《贈薛校書》
詩：“未夸觀濤作，空郁釣鰲心。”那豪放胸懷在此使人會意尤深。釣鰲台上，用各色巨石砌
成 1 米高、4 米見方的“女真祭台”，相傳女真國王完顏阿骨打便在此登長白山祭天池。據清
史《東華錄》載：“我朝先世發祥於長白山一帶……”《安圖縣志》記有“安圖為女真之舊址”，
可見這裡衕樣有著悠久曆史。

天池 16 峰
  天池被巍峨陡峻的 16 峰環抱著，其中海拔在 2600 米以上的有 5 座，以白雲峰最高，海
拔 2691 米。16 座奇峰嵯峨聳峙，姿態各異：白云峰氣勢磅礡，天晴時群峰畢露，獨此峰煙霧
繚繞，雲鎖峰尖；玉柱峰拔地摩天，似一柄寒光閃閃的鋒利寶劍；紫霞峰石壁參差錯落，色濃
絳如紫霞；鷹嘴峰峰起雙尖，如雄鷹展翅欲飛；冠冕峰重巒疊嶂，氣象端嚴，如帝王之冠冕；
鐵壁峰石色赤黑、青褐如鐵壁……16 座山峰座座踞龍槃，氣勢雄渾。“處處奇峰鏡裡天”，天
水相連，雲山相映，雲中有山，水中有雲，倒映在湖水中的嵐姿雲影是一幅絕妙的潑墨丹青，
令人嘆為觀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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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下列表格可獲贈電影《點五步 》戲票 2 張
姓名            先生 / 小姐   電話         電郵

通訊地址                    

電郵：contact@privilegehk.com    傳真：3153 2182（名額 10 個）

電影欣賞《 點五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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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者請於 8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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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五步》(Weeds On Fire) 是 Golden Scene 繼《狂舞派》後又一青春自主之作，亦
是陳志發導演自編自導的首部電影，由金像獎最佳編劇陳慶嘉及金像獎最佳攝影提名
柯星沛監製。改編自香港 80 年代初首支華人少年棒球隊「沙燕隊」成立、並隨即於
翌年擊敗日本隊伍，奪得香港少棒聯盟公開賽冠軍的真實故事。由金像獎最佳男配角
廖啟智、《烈日當空》林耀聲及香港棒球代表隊隊員胡子彤領銜主演。電影勵志激昂，
於第四十屆香港國際電影節率先放映場上，贏得全場歡呼及掌聲，口碑載道，反應熱
烈。

電影欣賞
地址 姓名
黃大仙翠竹花園 蘇先生 
新都城 1 期 朱小姐 
新都城 1 期 朱小姐 
新都城 2 期 李小姐 
馬頭圍邨 張先生 

上期獲贈電影票及遊戲得獎幸運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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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字謎遊戲
地址 : 迎海
姓名 : 盧先生

地址 : 海怡半島
姓名 : 王小姐

趣味小遊戲
地址 : 新都城 2 期
姓名 : 單小姐

地址 : 天宏苑
姓名 : 楊小姐

有獎燈謎會
地址 : 新都城 2 期
姓名 : 曾小姐

地址 : 天宏苑
姓名 : 楊小姐

歷史通識填充題
有獎遊戲
地址 : 新都城 2 期
姓名 : 李小姐

地址 : 麗東海景豪苑
姓名 : 譚先生



香港規模最大的公共圖書館—

香港中央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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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中央圖書館位於香港香港島銅鑼
灣高士威道 66 號，港鐵天后站與銅鑼灣
站之間，北鄰維多利亞公園；樓高 12 層，
藏書 2,300,000 餘冊，為香港整個公共圖
書館系統總藏書 12,480,000 冊的 5 分之
1；佔地 9,400 平方米，景觀可以遠望九
龍西及獅子山；樓面面積 33,800 平方米；
於 2001 年 5 月 17 日啟用，取代大會堂
公共圖書館成為香港公共圖書館的「總
館」，以及灣仔區第 3 間公共圖書館。
  1990 年代，市政局決定興建一座中
央圖書館，作為香港的旗艦圖書館，香港
中央圖書館的籌建計劃因而應運而生。在
圖書館學中，「中央圖書館」（Central 
Library）的界定和命名須以服務社區的人
口數量為依據，但為突顯「香港中央圖書
館」的地位，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將當時 5
間中央圖書館：香港大會堂中央圖書館、
九龍中央圖書館、沙田中央圖書館、荃灣

中央圖書館及屯門中央圖書
館，改名為大會堂公共圖書
館、九龍公共圖書館、沙田
公共圖書館、荃灣公共圖書
館及屯門公共圖書館，與分
區圖書館同稱。
  香港中央圖書館的所在
地銅鑼灣摩頓台，原為港島
區唯一露天排球場。由於周
日在銅鑼灣一帶聚集的印尼
傭工愈來愈多，這裡成為了
他們聚集及遊玩的地方。後

來政府決定在這裡興建中央圖書館，曾經
引起地區人士爭議，擔心外傭會因此缺乏
聚會場所。
  中央圖書館大樓之建築費為 6.9 億港
元，受到立法會財務委員會議員批評，加
設羅馬式裝飾柱設計被指浪費公帑，成了
香港科技大學翻版。1997 年，時任市政
總署署長鍾麗幗與市政局主席梁定邦就香
港中央圖書館外觀設計爆發罵戰，鍾麗幗
被指擅自更改中央圖書館的外觀設計而被
降職。
  工 程 於 1998 年 3 月 展 開，1999 年
12 月 22 日舉行落成典禮，原訂於 2000
年 12 月啟用，卻因電腦系統問題而延遲。
延至 2001 年 5 月 17 日，由時任香港特
別行政區行政長官董建華主持揭幕儀式，
5 月 18 日正式啟用。在開放當日，單是上
午已吸引了 8,000 多人入場，全日共有五
萬名市民入場。

  天壇大佛（The Big Buddha）是一座位
於香港大嶼山寶蓮寺前木魚峰上的釋迦牟尼
佛像，座落於海拔 520 米的昂坪。天壇大佛
由中國航天航空工業科學技術諮詢公司設計
和製作，佛像坐在 268 級的石階上，由 202
塊銅片組成（佛身 160 塊、蓮花 36 塊、雲
頭 6 塊），高 26.4 米，連蓮花座及基座總
高約 34 米，重 250 公噸，坐於 3 層祭壇上，
耗資超過 6000 萬港元，是世界上第二大的
戶外青銅座佛，僅次於台灣高雄市佛光大
佛。天壇大佛於 1990 年動工，1993 年 12
月 29 日（農十一月十七日）共用了 3 年多
的時間，佛家阿彌陀誕辰日開光。現在是香
港著名的旅遊景點之一。
  大佛之基層分三層次第而上，第一層面
積 10,000 平方英尺（929 平方米），第二
層 8,000 平 方 尺（743.20 平 方 米 ）， 第 三
層 6,000 平方尺（557.40 平方米），其設計
參考 北京天壇祈年殿天壇的地基形貌，故名
「天壇大佛」。
  天壇大佛是依據佛經如來 32 相而設計，
面相參照龍門石窟的盧舍那佛，而衣紋和頭
飾則參照敦煌石窟第 360 窟的釋迦牟尼佛
像，因此大佛兼備隋唐佛教全盛時期造像的
特色。
坐向：坐南向北，稍稍偏東，朝向全香港。
坐姿： 稱為「結跏趺」，又稱「全跏」、「正

跏」。相傳是釋迦牟尼在菩提樹下修
悟正道時的坐姿。

面相： 面如滿月、額廣平正、雙耳垂肩，慈
顔微笑，頂部肉髻螺，青蓮花眼、眉
如初月，兩眉之間，有一白如雪，軟
若棉的毫毛，向右旋轉。重 5 噸高 4.3
米的佛面，在澆注時加入約 2 千克黃
金，更添光彩。

手印： 右手示「施無畏印」，左手下垂腳上，
反掌向外，指端微微向下，稱「予願
印」，雙掌中心現法輪，代表佛法長
存，流轉十方。

  天壇大佛的地基面積為 2,239 平方米，
內分三層：功德堂、法界堂及紀念堂，遊客
可付費入場參觀。三層殿堂由圓型樓梯貫
通，中掛一口直徑 2 米的「瑜伽鐘」，外壁
有佛像、手印及捐贈善信芳名，內壁刻有經
文，由電腦控制大鐘每隔 7 分鐘便會自動敲
打一次，共敲 108 次，目的讓眾人「解除
108 種煩惱」。
功德堂： 供奉一尊以楠木雕成的地藏王菩薩，

同時展覽斯里蘭卡法師維巴那沙拿
4 幅描述釋迦牟尼佛出生、成道、
初轉法輪和入大涅槃的繪畫。

法界堂：內設佛教書畫展。
紀念堂： 供奉佛陀真身舍利，於 1992 年由

寶蓮寺法師遠赴斯里蘭卡迎來。同
層並刻有曾經捐資興建天壇大佛之
善信芳名。

六天母： 大佛對開的 6 尊舞姿銅像，名爲「六
天母獻供」，供品分別是花、香、燈、
塗、果、樂，代表六波羅密（布施、
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

香港最大的戶外青銅坐佛—

大嶼山天壇大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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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沙田紅梅谷山上有一巨石，形
態好比一個背着嬰兒的婦人屹
立在山頭。民間賦寓一個哀怨
的故事﹕望夫歸家的婦人，日
夜 等 候， 望 眼 欲 穿， 胡 不 歸
呢？痴痴眺望，日久化成石。
把石頭人格化，頗感動人們的
心緒。今日這奇石成為沙田名
勝，愛好尋幽探勝的人，都喜
到此一覽城門河及吐露港風
光。

沙田望夫石

13

何氏來源
  何姓為中文姓氏之一，出自姬姓 ( 黃帝之姓 )，在《百家姓》中
排第 21 位，是秦才出現的，距今約 2200 多年。
  何出自姬姓（黃帝之姓），其祖先可追溯到 3000 年前的周文王，
為黃帝後裔。發源於江淮流域的江蘇和安徽。在江蘇東海、安徽廬
江和合肥以及四川的郫縣，何氏是當地望族。何作爲姓，源出於音
訛，是韓姓的伸延。
  根據《姓纂》記載：「周成王弟唐叔虞裔孫韓王安，為秦所滅，
子孫分散，江淮間音，以韓為何，遂為何氏。」即周成王分封其弟
叔虞於韓。其孫韓王安，原居韓邑 ( 一說在山西河津縣 ) 為秦國所
滅。子孫分散於江淮之間。江淮方言，音「韓」變「何」，逐為「何」
氏。因此，何姓是由韓姓分化出來的。唐代是中國封建社會的鼎盛
時期，何、韓原本是同姓是唐以後的有姓氏書及姓氏學者的共識。
唐朝林寶的《元和姓纂》、宋代鄭焦的《通志 ‧ 氏族略》以及《廣韻》、
《氏族大全》、《古今姓氏書辯證》、明代的《萬姓通諳》、《氏
族博考》、《姓（角崔凹）》，直至近人岑仲勉、孫望的《元和姓纂》
四校記，無不記載「何氏爲韓氏」，何韓爲一家。
  以民族而言，何氏並非僅為漢族所專有，亦有部分外族改姓何。
唐朝的昭武九姓之一即有何氏；清末，更有荷蘭姓氏 Bosman 漢化
為何姓、詳見何東家族。

郭氏來源
  郭姓為中文姓氏之一，在《百家姓》中排名第 144 位。
  「禹乘二龍，郭支之馭」，相傳大禹有兩個護衛馭手——郭哀
和郭支，他們是有史記載的最早的郭姓。《姓氏考略》：「夏有郭支，
見《抱朴子》。商有郭崇，見《三一經》，此郭氏之始。」郭姓在
四千多年以前的夏朝就已經出現。
  以居處為氏。據《風俗通義》上記載：「氏於居者，城、郭、園、
池是也。」郭，字義為外城，即因住在城外，而以郭為氏。在中國
大多數的姓氏起源中，此種現象較少。
  來自黃帝，出自姬姓，古代「郭」與「虢」兩字相通，郭氏即
為虢氏，為黃帝姬姓後裔。周武王時封文王弟虢叔（一說虢仲）於
西虢國 ( 在雍地 )，虢仲（一說虢叔）於東虢國 ( 在制地 , 今河南滎
陽 )。這兩個國家起著周王室東西兩面屏障的作用。周平王時，鄭武
公滅鄶和東虢，周平王也不得不認可，並將虢叔之地分封給鄭武公。
周平王的作法引起了諸侯王的不滿，於是，位於南方的楚國，從楚
莊王時起不斷發動對周的戰爭，兼併周圍許多國家。被分封給鄭國
的虢叔之地就是其中之一。周平王不得不將東虢叔的裔孫序封於陽
曲作為補救。由此，號曰「虢公」。因虢、郭音同，又稱「郭公」，
其後代遂有郭氏。西虢，亦稱成虢，在西周滅亡之後，也向東遷移，
建都上陽，史稱南虢。後被晉國所滅。西虢東遷時，還有虢國支族
留居原地，史稱小虢。後被秦國所滅。這些虢國的後代，均以郭為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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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大美督出發，離開單車徑後，要經過一段 400 米的斜坡才到新娘潭路，這段斜坡禁止騎
車，必須以手推車，上了新娘潭路才繼續騎車前進。由新娘潭路到烏蛟騰一段有很多斜坡，最
長一段斜坡有 1.5 公里，這段路是單車訓練的熱點，每逢星期六日都有很多人到這裏挑戰體能。
到烏蛟騰後，經過一段頗長的下坡路便到鹿頸。鹿頸有茶座，可以歇一歇腳。離開鹿頸後，轉
入沙頭角公路，終點是粉嶺。

大美督→新娘潭→烏蛟騰→鹿頸→沙頭角公路→粉嶺

新娘潭
  位於新界大埔船灣郊野公
園的新娘潭是著名郊遊地點，
「新娘潭瀑布」最為有名。

烏蛟騰
烏蛟騰位於新界東北部，鄰近
新娘潭。這裏有一條右老的村
   落烏蛟騰村，並且是多條遠
               足路線的起點。

14

鹿頸
  位於新界東北的鹿頸，鄰
近邊境，可以遠眺深圳鹽田
港。鹿頸路旁有幾家茶座，由
新娘潭騎單車到這裏，應該有
點點累了，正好坐下來休息一

下，    再繼續前進。

大埔
太和

粉嶺

上水

大埔

新娘潭路

粉嶺

新娘潭

烏蛟騰

鹿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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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上下串通 答案 : _

62. 上下難分 答案 : _

63. 雷不雨 答案 : _

 64. 大丈夫不得出頭 答案 : _

 65. 雨落在橫山上 答案 : _ 

66. 小姑娘 答案 : _ 

67. 山上複山 答案 : _ 

68. 不要講話 答案 : _ 

69. 互吻 答案 : _ 

70. 五十對耳朵  答案 : _ 

參加百字謎遊戲：
歡迎讀者參加，請將答案連同姓名、電話、電郵、通訊地址資料電郵至「樂怡
服務」。「樂怡服務」將在答對的讀者中，抽出 2 名幸運兒，贈送禮品一份。
每名讀者祇可競猜一次（請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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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將保留最終決定權。

上期答案 :   51. 一、52. 言、53. 米、54. 力、55. 仕、
     56. 鬥、57. 朝、58. 克、59. 目、60. 順 

參加百字謎遊戲參賽表格
姓名            先生 / 小姐   電話         電郵

通訊地址                    

傳真至 3153 2182   電郵至 contact@privilegehk.com

競猜燈謎方法：
歡迎讀者競猜燈謎，請將競猜答案連同姓名、電話、電郵、通訊地址資料電郵至「樂怡服務」。
「樂怡服務」將在答對的讀者中，抽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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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先生 / 小姐   電話         電郵

通訊地址

傳真至 3153 2182   電郵至 contact@privilegehk.com

答案

童 三 軍
謎語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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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
期
謎
語
猜
一
名
三
國
英
雄
人
物

（
答
案
在
本
期
刊
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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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皇室為 ?? 族

18

參加有獎填充遊戲表格

答案                                 

姓名            先生 / 小姐   電話         電郵

通訊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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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位讀者可獲獎品乙份（請以正楷填寫及資料齊全）。

隋朝
（約公元前 581 年—
公元 618 年）

  隋朝是中國歷史之中，上承南北朝、下啟唐朝的一
個重要的朝代，史學家常把它和唐朝合稱隋唐。隋朝
源自 581 年隋文帝楊堅受禪建立隋朝，至 618 年隋恭
帝楊侑讓位予李淵，隋朝滅亡為止，國祚 37 年。自隋
文帝登基以來，根據南北朝的經驗而改革政制，興建隋
唐大運河使到很多城市從此出生，令很多新舊事物交替
廢興，這些政策幾乎被唐朝和宋朝全盤承襲，唐朝在某
程度上更是隋朝的伸展。此朝代深刻影響往後唐朝、宋
朝、以後中國朝代，以至今日的政治、經濟、文化及外
交。隋王朝的「三省六部」一直沿襲到清朝。隋朝連同
唐朝，被認為是繼秦漢之後，中國第二帝國階段。日本
歷史學家則認為隋朝是中國中世紀的結束。杉山正明將
隋朝視為是拓跋國家的延續。
  楊堅屬於北周的胡漢關隴世家，於北周宣帝繼位後
逐漸掌握周廷。幼年的北周靜帝即位後，身為外戚的
楊堅控制朝政，先後平定尉遲迥、司馬消難等反楊叛
軍。581 年北周靜帝禪讓給楊堅，北周亡，楊堅定國號
為「隋」。隋文帝於 587 年廢除後梁，於 589 年隋滅
陳之戰攻滅南朝陳，俘虜陳後主。隔年 9 月，控制嶺
南地區的冼夫人歸附隋朝。至此，天下一統，隋朝結束
了中國自魏晉南北朝以來的分裂局面，重新建立出統一
的國家。602 年，隋文帝派交州道行軍總管劉方率兵南
下，前李朝南帝李佛子率軍投降，北越南地區遂受隋朝
統治。

南北朝
（約公元前 420 年—
公元 589 年）

  南北朝是中國歷史上的一段時期，由公元 420 年
劉裕篡東晉建立南朝宋開始，至公元 589 年隋滅南朝
陳為止，上承東晉、五胡十六國、下接隋朝。因為南北
兩勢長時間對立，所以稱南北朝。南朝（公元 420 年—
公元 589 年）包含宋、齊、梁、陳等四朝；北朝（公
元 439 年—公元 589 年）包含北魏、東魏、西魏、北
齊和北周等五朝。
  南朝皇族主要是寒門或庶族，因為軍權逐漸由寒門
或庶族掌握，所以能夠篡奪皇位。初期經濟逐漸恢復，
但由於戰略錯誤與北朝軍力強盛，使得疆界逐次南移。
皇帝與宗室為了皇位時常血腥鬥爭。南朝梁得到梁武帝
改善，使國力再度強盛，晚年國家糜爛，侯景之亂使南
朝實力大減，並四分五裂，獨霸政局的僑姓世族完全崩
潰。雖由南朝陳的陳文帝統一南朝，但國力已衰，只能
依長江抵禦北朝。北朝承繼五胡十六國，為胡漢融合的
新興朝代。北魏皇室為 ?? 族，漢族官員受五胡文化影
響，多與胡人通婚，鮮卑皇室也受到漢文化的薰陶。北
魏被北方的柔然牽制，直到較友好的突厥併吞柔然後才
全力對付南朝。後期在六鎮民變和農民暴動之後造成實
力大衰。北魏分裂東魏及西魏後，不久分別被北齊及北
周取代。北齊主要由六鎮集團組成，初期軍力強盛。北
周鮮卑軍比北齊少，政治地位不如南朝陳。最後藉由宇
文泰開創的關隴集團，吞併政治日趨腐敗的北齊。周武
帝去世後，漢人楊堅掌握朝廷，通過授禪北周靜帝建立
隋朝，經營八年之後，發兵滅南陳統一中國。

南北朝青瓷

南北朝石雕

南北朝貨幣

隋朝的牛車雕像

隨朝銅鏡

隋朝駱駝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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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背境 - 曹操敗走
  話說曹操當年，以漢天子的名義，征服北方群雄，消滅了袁術、袁紹、呂布等軍事
勢力，便親自統領的八十萬兵馬，揮軍南下，企圖一舉而拼吞天下！      
   正當曹操在滿懷信心之際，
他萬萬估不到，在秋冬時分，竟
會刮起一陣突如其來的東風！
如是者曹操的軍隊，被劉備和孫
權的聯軍打個落花流水，即時扭
轉局勢。這就是著名的「赤壁之
戰」，從此形成了三分天下的局
面。
  這一陣東風吹過之後，曹操
眼見統一無望，唯有帶著殘餘的
部隊，急忙趕回京師，去做漢獻
帝的丞相算了。
  且說「赤壁大戰」之後，所
有的水路，已被孫劉兩軍所佔據，
曹操唯一可走的一條陸路，就是
由烏林通往華容道！
  但當曹操著殘餘的軍隊，經
過華容道的隘口處，發現埋有劉備
的伏兵，帶兵者正是大名鼎鼎的三
國英雄關雲長 ( 即是關羽，後人尊
稱他為關公 )，見他橫刀立馬，已
經在華容道等候多時，看來曹操此
回劫數難逃！

狹路相逢 吉凶難料
  曹操忽然想起，與關雲長也曾相識，而且待他不薄 : 當年關雲長和劉備走散後，被逼
進了曹營。曹操對他「封侯賜爵，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馬一提金，下馬一提銀」，
但關雲長依舊不動搖，一心想找劉備，後來得知劉備在袁紹處，遂掛印封金，回到劉備
身邊。
  曹操今日落難，與關雲長狹路相逢，對方到底是敵是友？心裡正是錯縱複雜 : 對方若
是朋友的話，則可絶處逢生 ; 對方若是敵人的話，就是死路一條！
  曹操與關雲長，在私事上雖然是朋友，但在公事上卻是敵人！關雲長不可能違反軍
令，放他一條生路的。此刻曹操面對生死關頭，不得不硬着頭皮，對著關雲長苦苦哀求，
引喩春秋大義，並且重提舊日情！

《關公為什麼要放走曹操？》
《關公放走曹操的真正原因》
《華容道 關公義釋曹操》

遭操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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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容道 關公釋曹操
  結果，關雲長想起當年曹操對他的禮遇，又聽了曹操的一番說話，內心也被曹操所感
動了。關雲長熟讀春秋，知道感恩圖報這個大道理，於是便隻眼開，隻眼閉，任由曹操所
帶的殘餘部隊，平安穿過華容道，予他們返回京師去了。
  以上所述的故事情節，是根據《三國演義》第五十回記載 :「諸葛亮智算華容，關雲
長義釋曹操。」( 諸葛亮 = 孔明 )
這一段精采情節，後人為關雲長寫了一首詩：

「曹瞞兵敗走華容，正與關公狹路逢。
只為當初恩義重，放開金鎖走蛟龍。」
但是孔明早前曾經頒下軍令狀，所以關雲長義釋曹操是犯了軍法的，孔明是會按軍法將關
雲長斬首！這是關雲長心中有數的。
  因此《三國演義》的作者羅貫中，在第五十回的結尾，這樣地稱讚關雲長：
「拼將一死酬知己，致令千秋仰義名。」
  既然關雲長犯了軍法，為什麼孔明不按軍法將關雲長推出斬首呢？ 書中只說 : 劉備向
孔明求情，容他將功贖罪，孔明方才饒了他。

為什麼要放走曹操？
  以上所說，都是按照《三國演義》小說中的講法，特別強調關雲長重情重義的一面。
關雲長義釋曹操，是為了當年曹操對他的禮遇，所以釋放曹操，甘心情願地去接受軍法處
置。
  不過，今天的讀者，可以提出異議，對「關雲長義釋曹操」一事，重新作出評論。
  我認識幾個朋友，他們都是典型的《三國迷》，關於「華容道義釋曹操」一事，經過
我們的探討和分晰後，得出了一個嶄新的結論 :

  「關雲長義釋曹操，是孔明默許的，也是劉備默許的，甚至連孫權也是默許的！」
這是一個驚人的發現啊，我們嘗試去逐點分晰一下……
 放走曹操的真正原因
  根據我們的結論，孫劉聯兵抗曹的宗旨，只希望打敗曹操，並不想殺掉曹操，其中
原因是 :
1/  假若曹操一死，從此天下歸漢，三分天下的局面，便要結束了，三國時代便沒法開始

了。所有的勤王部隊，包括劉備的一支義軍，也要解甲歸田了！劉備既然有心來謀一
番事業，又善於帝王之術，怎可逞一時之快，為了殺曹操而錯失創業的良機呢？

2/  其實關公在華容道釋曹操，是孔明在壠中對時，為劉備部署三分天下的一步棋。即是
說，釋放曹操是孔明及劉備所默許的，否則的話，關公在華容道放走曹操，乃是犯了
嚴重的錯誤，放虎歸山，後患無窮！為何事後不見有軍法處置呢？書中只說劉備向孔
明求情，便草草交待了事！

3/  當曹操 65 歲時，竟然收到孫權寫給他的一封信，孫權勸他早日稱帝，目的是方便他
也好早日在江東稱帝！孫權雖然經常駡曹操，說他專橫弄權，挾天子而令諸侯，並與
周瑜指責曹操是漢賊，罪大惡極、惡貫滿盈，有謀朝篡位之心！

  但若干年後，孫權與曹操，竟有書信往來。原來他倆表面上是敵人，暗地裏卻是朋
友，這是很多人所想像不到的！這種微妙的關係，在近代，及現代的國際舞台上，那國
與國之間的關係，也如此地屢屢發生，可謂屢見不鮮。所以有人說，國與國之間，既沒
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
 
  由此推論，孔明所說的三分天下，第一步棋是要打敗曹操，第二步棋是要確保曹操
不能死，由他繼續去挾天子而令諸侯。則孫權，劉備，可以用抗曹之名，擁兵自重之外，
更期待曹操簒漢自立之後，可以提供給他們一個機會 - 名正言順地據地稱王！
即是說，關公在華容道放去曹操，是孫權及劉備所期望的結果！否則的話，曹操一死，
孫權及劉備的勤王部隊，必須解散，他們只能聽命於朝廷，不得再打著匡扶漢室的旗號，
或以討伐曹操之名譽，去招兵買馬！
  雖然在正史中，並無「華容道關公義釋曹操」的記載，但有記載曹操的逃走路線，
是由烏林到華容道的。現在我們姑且莫論故事情節孰真孰假，總之「關公義釋曹操」在
《三國演義》中，是講得非常合情合理的，講得有聲有色的，這是《三國演義》的成功，
也是小說作者的成功。

註 :  根據歷史資料，曹丕於公元 220 年篡位，自立曹魏，追尊曹操為太祖武皇帝。
  劉備於 221 年，在蜀漢稱帝。
  孫權於 222 年自稱吳王，並於 229 年稱帝，建立東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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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趣味小遊戲：
歡迎讀者參加，請將答案連同姓名、電話、電郵﹑通訊地址資料電郵至「樂怡服務」。「樂怡
服務」將在答對的讀者中，抽出 2 名幸運兒，贈送禮品一份。每名讀者祇可競猜一次（請以正
楷填寫及資料齊全）。

參加趣味小遊戲參賽表格
姓名            先生 / 小姐   電話         電郵

通訊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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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期答案 :

同學 C 是答對一次。

生物探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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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白海豚（學名：Sousa chinensis），又稱為印度太平洋駝背豚，清朝初期，廣東
珠江口一帶稱牠為盧亭，也有漁民稱之為白忌和海豬，其他俗名尚有粉紅海豚、白鯃等，臺
灣稱為臺灣白海豚或媽祖魚。屬鯨目海豚科，身長由一米到三米不等。主要生活在熱帶及溫
帶沿岸水域，例如澳洲中部及北部、華南、印尼等西太平洋水域，印度洋海岸線以至南非，
也有在河流出現及鹹淡水及沼澤一帶，例如長江、閩江、九龍江、珠江口、漢江和珠江等，
分布極之廣泛。西方文獻有關中華白海豚的最早紀錄是在 1637 年由探險家彼得文地（Peter 
Mundy）在珠江口發現的紀錄，而中國的最早紀錄是在唐朝。名為白海豚，剛出生的中華
白海豚是呈白色，年輕的會呈灰色，至於成年的則會呈粉紅色。
  中華白海豚是香港的吉祥物之一。2007 年 11 月 15 日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公布「我
最喜愛海洋 10 寶公眾網上投票結果，此網上投票為期 4 個月選出最受歡迎十種本地海洋生
物。中華白海豚得 3679 票榮獲「我最喜愛海洋 10 寶」第一位。
  中華白海豚主要出沒於屯門及大嶼山對出的一帶水域，包括沙洲、龍鼓洲、望后石、
大角咀、大小磨刀、赤鱲角東北面及大嶼山西面的大澳、雞翼角及分流等水域。很多的
海豚或是鯨魚都住在深水處；但中華白海豚則喜歡住在淺水地如香港沿海一帶。但根據
Saayman&Taylor 的研究指出中華白海豚亦會在不同的地方活動。一般生活地方多是淺水
處，牠們的休息或是遊玩都會集結在近沙灘的海域，在捕獵的時候，牠們會在淺水及多岩石
的水域一帶出現。

香港的吉祥物之一 — 中華白海豚
小明有 137 張紙卡，他將他的紙卡按照下列規律
去塗色：綠＞紅＞橙＞藍＞黑＞紫＞灰
一直重複下去，那麼第 140 張紙卡將會是甚麼顏
色？





家居美食

應時私房菜
涼瓜抄苦瓜
材料﹕
1. 長型涼瓜 ........................ 1 隻
2. 圓椎型苦瓜 .................... 1 隻
3. 豆豉 ................................ 適量
4. 蒜頭 ................................ 4 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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烹製方法：1. 先將長型涼瓜開邊，去除囊洗淨切片，放入少許幼鹽用手
                        搓揉至軟身，沖水瀝乾。
     2. 圓椎型苦瓜開邊，去除囊洗淨切片備用。
                    3. 豆豉和蒜頭切碎，用菜刀柄椿碎。
                    4. 先把鍋燒熱，加入少許油把豆豉蒜頭爆香。
                    5. 再放入圓椎型苦瓜片調至中火炒三分鐘，再加入長身涼瓜
                        片炒兩分鐘便成。

註﹕ 可因應個人口味，在加入長身涼瓜片同時放入少許清湯，或加入喜
歡的肉類或蛋槳一起炒。

29



「秋海棠」為屋苑住戶提供有機糧食和特色粉麵製品

樂怡服務「台灣美食推介」訂購表格
推廣價 訂購數量 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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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海棠企業發展有限公司

園心食品有限公司
Garden Heart Food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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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產品 

•  入口 / 供港澳基地直接出
口瓜菜 , 可簡約包裝

• 各類 洗切 / 即食 瓜菜產品
• 小包裝 餸菜包
• 已洗切 / 配搭 /
   速食 湯包

主要賣點
•  香港家庭及人士越來越著重飲食

健康 , 亦有以蔬菜作為主要食糧的
強烈方向 .

•  香港人大部份忙於工作 , 但著重飲
食健康亦喜歡家中煮食 , 我們給予
健康 / 簡易處理的份裝產品

 本公司供貨的優勢
•  屬於自產 , 加工 , 直銷 , 售後服務

等一站式平台服務。內地各省分佈的種植
農場和合作農戶 , 以應付不同季節都能夠
全年供應優質蔬菜 , 穩定生產及質量 , 以
配合大量需求亦穩定供應 ;

•  用量較大品種 :  紅蘿蔔 , 洋蔥 , 蕃茄 , 薯仔 , 
蒜頭等可季節性定價 , 定量 , 以保障客戶不
會因市場價格波幅而受損 ;

•  加工產品 : 青椰角 , 紅蘿蔔片 , 蒜肉 , 洗淨加工 , 
切絲等品種 , 按不同客戶 / 市場要求進行加工。

• 指定外購產品會由認可供港澳批發市場購入
•  特別品種 : 迷你冬瓜 , 日本南瓜 , 白粟米等 , 可

作不同時段供應
•  對客戶 / 各店舖保持緊密接觸及溝通 , 長期維持

良好售前溝通對雙方合作最為重要 .

    香港主要市場 
• 零售市場 : 本港中 / 小型家庭
•  連鎖式餐廳及快餐店 , 以附

設中央廚房為主
•  特選餐飲服務機構 : 深加工

產品

訂戶姓名：           訂戶電話：

通訊地址：                    

銀  行：           金  額：

支票號碼 / 銀行入數紙號碼：

所有產品由香港認可內地供港澳蔬菜市場
或農場提供
查詢電話 : 3112 2488
地  址 : 九龍旺角亞皆老街 8 號朗豪坊辦公大樓 22 樓 2203 室



產品提供：

訂購辦法： 請填妥訂購表格後，電郵或傳真至「樂怡生活」服務部。 
傳真：3153 2182     電郵：contact@privilegehk.com 

選擇付款方式 ( 請在選擇方式 內打上  號 ) ：
  A. 支票付款  請將支票和訂購表格一拼寄付九龍新蒲崗大有街 34 號新科技廣場 19

樓 1902 室，支票枱頭「樂怡服務有限公司」收妥支票後聯絡取貨，
送到指定地址或到「樂怡生活」服務部自取。 

  B. 銀行入數  永隆銀行：戶口名稱「樂怡服務有限公司」，號碼：604-001-21795 入
數後，請將入數紙和訂購表格傳真或電郵至「樂怡生活」服務部，一經確
認後聯絡取貨，送到指定地址或到「樂怡生活」服務部自取。 

  C. 現金支付  請填妥訂購表格後電郵或傳真至「樂怡生活」服務部，並致電確認。
「樂怡生活」服務部將於五個工作天內聯絡訂戶預約時間，訂戶或其
代表請攜同現金及訂購表格到「樂怡生活」服務部 ( 九龍新蒲崗大有街
34 號新科技廣場 19 樓 1902 室「榮晉顧問集團有限公司 Wingston 
Group」) 領取。 

條款及細則：  請填妥訂購表格後，電郵或傳真至「樂怡生活」服務部。訂購一經接納，恕
不能更改。數量有限，先訂先得。如有任何爭議，「樂怡生活」保留最終
之決定權。 

查詢電話：3153 2320 

如需送貨酌收運輸費 60 元，凡購物逾 1,500 元可獲豁免。

訂戶姓名：             電  話：

電  郵：

地  址： 

支票號碼 / 銀行入數紙號碼：                              

金  額：                                                   銀  行：

是否送貨： 需要  不需要 ( 內打上  號 )

GREENPANTM 4 件鍋具套裝

Focus Turquoise 鍋具套裝
原價$3,499

特價$1,199

TWIN® Point竹刀座套裝4件
原價$1,999

特價$999

紅色圓形燉鍋24cm / 3.8L 
原價$3,599

特價$1,299

《極致美味 鑄鐵鍋料理》
 食 譜

贈 送

staub
圓形燉鍋

TWIN® Point
竹刀座套裝

送

及

Mini方形煎鍋、尼龍鑊鏟、纖維海綿(價值$477)

讀 者 專 享 優 惠

中式廚刀

日式廚刀

蔬果刀

竹刀座

電 磁 爐 可 用

「樂怡生活」特惠讀者、住戶訂購
貨物 原價 讀者、住戶價 數量

TWIN Point® 竹刀座套裝
( 包活 : 中式廚刀、日式廚刀、蔬果刀及竹刀座 ) $1,999 $999

staub 圓形燉鍋
( 紅色圓形燉鍋 24cm / 3.8L ) $3,599 $1,299

GREENPANTM 4 件鍋具套裝
( 包括 : 32 厘米中式炒鍋連蓋 ; 20 厘米燉鍋連蓋 ;
 24 厘米湯鍋連蓋 ; 24 厘米煎炒鍋 )

$3,499 $1,199

24 厘米湯鍋 ( 連蓋 )

20 厘米燉鍋 ( 連蓋 )

24 厘米煎炒鍋

32 厘米中式炒鍋 ( 連蓋 )

優惠期由即日起至9月30日



蓮 香 居
2016米芝蓮推介

蓮香樓
地址： 威靈頓街 160-164 號
電話：2544 4556

蓮香居
地址： 上環德輔道西 50 號
電話：2156 9328

蓮香老餅家
地址： 威靈頓街 160-164 號
電話：2544 3284

查詢電話：3153 2322
電  郵：contact@privilegehk.com



正價 優惠價 數量
   四黃蓮蓉月餅 $252.00 $226.8
   三黃蓮蓉月餅 $214.00 $192.6
* 雙黃蓮蓉月餅 $202.00 $181.8
   蛋黃蓮蓉月餅 $194.00 $174.6
* 純淨蓮蓉月餅 $172.00 $154.8
* 雙黃白蓮蓉月餅 $208.00 $187.2
   蛋黃白蓮蓉月餅 $194.00 $174.6
* 純淨白蓮蓉月餅 $176.00 $158.4
* 蛋黃燒雞月餅 $236.00 $212.4
   精品蓮香月餅（蛋黃金華火腿） $234.00 $210.6
* 金華火腿月餅 $224.00 $201.6
   五仁甜肉月餅 $212.00 $190.8
   五仁鹹肉月餅 $212.00 $190.8
   雙黃豆蓉月餅 $192.00 $172.8
   蛋黃豆蓉月餅 $178.00 $160.2
* 欖仁豆蓉月餅 $164.00 $147.6
   椰絲蓮子月餅 $174.00 $156.6
* 欖仁棗蓉月餅 $174.00 $156.6
* 欖仁荳沙月餅 $164.00 $147.6
   竹籠豬仔餅 $22.00 $19.8
                                                                              合計：

產品提供：

訂購辦法： 
請填妥訂購表格並在優惠訂購截止日期前，電郵或傳真至「樂怡生活」服務部。 
傳真：3153 2182     電郵：contact@privilegehk.com 

選擇付款方式 ( 請在選擇方式 內打上  號 ) ：
  A. 支票付款  請將支票和訂購表格一拼寄付九龍新蒲崗大有街 34 號新科技廣場 19

樓 1902 室，支票枱頭「樂怡服務有限公司」收妥支票後，五個工作
天內將 ( 月餅 / 餅券 ) 送到指定地址或到「樂怡生活」服務部自取。 

  B. 銀行入數  永隆銀行：戶口名稱「樂怡服務有限公司」，號碼：604-001-21795 入
數後，請將入數紙和訂購表格傳真或電郵至「樂怡生活」服務部，一經確
認後，五個工作天內將 ( 月餅 / 餅券 ) 送到指定地址或到「樂怡生活」服
務部自取。 

  C. 現金支付  請填妥訂購表格後電郵或傳真至「樂怡生活」服務部，並致電確認。
「樂怡生活」服務部將於五個工作天內聯絡訂戶預約時間，訂戶或其
代表請攜同現金及訂購表格到「樂怡生活」服務部 ( 九龍新蒲崗大有街
34 號新科技廣場 19 樓 1902 室「榮晉顧問集團有限公司 Wingston 
Group」) 領取。 

條款及細則： 
請填妥訂購表格，並於以下截止訂購日期前電郵或傳真至「樂怡生活」服務部。訂購一
經接納，恕不能更改。數量有限，先訂先得。如有任何爭議，「樂怡生活」保留最終之
決定權。 

訂戶姓名：             電  話：

電  郵：

地  址： 

支票號碼 / 銀行入數紙號碼：                              

金  額：                                                   銀  行：

是否送貨： 需要  不需要 ( 內打上  號 )

查詢電話：3153 2320 

樂怡服務優惠讀者
凡 購 買 香 港
蓮 香 月 餅，
專 享 九 折 特
惠。

凡購物滿 800 元可獲免費送貨

註 : * 亦可選購餅券



家居美食

秋季養生湯水雙雪湯
材料 
1. 雪梨 .............................. 3 個
2. 雪耳 ..............................  20 克
3. 南北杏 ........................... 10 克
4. 蜜棗 ..............................  2 枚

烹製方法：1. 先將雪耳用水浸軟，浸軟後切去硬身部份，洗淨備用。 
     2. 雪梨洗淨隻切成四等份，去除果芯備用。 
     3. 蜜棗浸水洗淨，南北杏洗淨，備用。 
     4. 先將 5 碗水注入湯鍋，加入蜜棗、南北杏和雪梨，大火燒沸。 
     5.  轉至細火煮約一小時，加入雪耳轉至中火，煮半小時加入適量的鹽調

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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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效：滋陰潤燥，清熱生津。

產品提供：

「樂怡生活」特惠讀者、住戶價訂購「榮華月餅」
類別 品名 標準價 讀者、住戶價 數量

傳
統
月
餅
券

1 雙黃白蓮蓉月餅券
White Lotus Seed Paste Mooncake (Two Yolks) Coupon $348 $184.00

2 雙黃蓮蓉月月餅券
Lotus Seed Paste Mooncake (Two Yolks) Coupon $338 $178.00

3 三黃白蓮蓉月餅券
White Lotus Seed Paste Mooncake (Three Yolks) Coupon $358 $189.00

4 正式白蓮蓉月餅券
White Lotus Seed Paste Mooncake Coupon $328 $173.00

5 伍仁金華火腿月月餅券
Nuts Mooncake (Ham) Coupon $358 $189.00

冰
皮
月
餅
券

6 雪燕派對．燕窩冰皮月餅券
Icy Party – Bird's Nest Deluxe Icy Mooncakes Coupon $425 $224.00

7 雪燕繽紛．燕麥冰皮月餅券
Icy Glamour – Bird's Nest Combo $310 $163.00

8 雪彩繽紛冰皮月餅券
Icy Fantasy Icy Mooncakes $288 $152.00

9 雪中情永皮月餅券
Icy Lover Icy Mooncakes Coupon $169 $89.00

10 孖裝冰皮月餅券 ( 包裝 )
Icy Mooncakes (2pcs) Coupon $54 $28.00

訂戶姓名：            訂戶電話：

通訊地址：                    

銀  行：               金  額：

支票號碼 / 銀行入數紙號碼：

請填妥訂購表格並電郵或傳真至「樂怡生活」服務部。 
傳真：3153 2182     電郵：contact@privilegehk.com 

支票付款  請將支票和訂購表格一拼寄付九龍新蒲崗大有街 34 號新科技廣場 19 樓 1902 室，
支票枱頭「樂怡服務有限公司」收妥支票後，五個工作天內將餅券送到指定地址或
到「樂怡生活」服務部自取。 

銀行入數  永隆銀行：戶口名稱「樂怡服務有限公司」，號碼：604-001-21795 入數後，請將
入數紙和訂購表格傳真或電郵至「樂怡生活」服務部，一經確認後，五個工作天內將
餅券送到指定地址或到「樂怡生活」服務部自取。

凡購物滿 $500 元以上，可免收到 $13 元郵遞費。

優惠截止期，請留意另行發出之通告。查詢電話：3153 2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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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恩
如果你對以上做法有唔明，可電郵筆者 : lanemaria.ho@e-notice.com.hk。
我會儘快回覆。

  上期 7 月號介紹了泰迪熊藝術家 Gloria 老師。老師講過，學手工藝易學難精，初學
者可由簡單做起。所以今期好高興得到老師授權，送一個小熊紙樣比大家試做。
  我們每日生活繁忙，返工返學令人透不過氣。不如坐下來，將手機調較靜音，再關上
電視。你只需將右圖紙樣印下，準備好你喜歡的材料便可。其實做法好簡單，右圖中的小
熊就是一位 4 歲小妹妹的作品，你話係咪好得意呢。

第一個泰迪熊 做法如下 :
1. 把紙樣影印再放大 200%, 將放大私的紙樣剪出來放在手工布上，依照圖形畫在布上。
2. 用剪刀把布上的圖案剪出來，熊的身形，面形，鼻子和眼睛。
3. 先用白膠槳把面孔，貼在適當的位置，再貼鼻和眼睛。
4. 用一條黑色線從鼻子尖直線縫針到下頷。
5. 用回針或毛氈針法把兩塊布縫合起來。
6. 在頭部入棉。
7.  縫裙子時，沿著布邊做一行走針，之後拉緊線，裙子的褶子便形成了。再慢慢調節裙

頭圍著小熊的腰，縫裙在腰位，再結個蝴蝶便完成了。

資料來源 : ( 書名 : Magic Needle 
縫出彩虹 - 陳清儀著 )

熊仔紙樣

把紙樣影印再放大 200% 剪出熊的身形，面形，鼻子和眼睛

縫裙子時，沿著布邊做一
行走針，之後拉緊線，裙
子的褶子便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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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獎
廣告人、「萌動學生創作團」創辦人

抽水與惡搞

42

  網上經常有「抽水」與「惡搞」兩個潮語，已經成為了一種網絡文化，網民大多明

白這兩個詞的意思。不過，大家可能沒有留意，這兩個詞在互聯網未發展之前已有，只

不過另有所指，和今天的用法風馬牛不相及。

  首先講「抽水」，我們知道這是指用語言，甚至短片，去討別人便宜。通常的情況，

是當社會上有一些流行的話題時，大家參與評論來增加自己的點擊率（簡稱呃 like），

最普遍的例子，每當有些知名人士出了錯，被批評，大家都一窩蜂作出言語攻擊。不過，

大家可能忘記了，「抽水」本來是賭場（尤其是麻雀館）用詞，指贏家要抽取部分利錢，

給予麻雀館作「租場費」，而許多時幾個朋友私人在家中麻雀耍樂，也沿用這做法作為

吃飯經費。後來，「抽水」也曾被借用為性騷擾的意思，與「鹹豬手」同義。

  至於「惡搞」，現在普遍都認為是通過二次創作，顛覆他人的作品，從而製作出引

人發噱的版本出來。在 80 年代，無線電視的歡樂今宵稱之為「扮嘢」，90 年代甘小文

的《太公報》，也是此道高手，2000 年後的《搞乜鬼奪命雜作》，把惡搞概念（Parody）

正式搬上大銀幕，更是肯定了惡搞這種創作體裁。然而，我們相信已經忘記了，「惡搞」

二字本來是個形容詞，用作形容一些「很難辦妥」的事情，例如我們會說「歐洲經濟很

惡搞」，也會說「某個三歳小孩被寵壞了，發起脾氣很惡搞」，那都是指一些令我們頭

痛，沒有把握辦得好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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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可   

• 國家一級美術師
• 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
• 中國美術家協會理事
• 中國美術家協會中國畫藝委會委員
• 中國攝影家協會會員
• 北京畫院藝委會主任
• 李可染藝術基金會理事長
• 黃山書畫院院長
• 中國西藏文化保護與發展協會理事
• 中國畫學會理事
• 中國美術家協會河山畫會副會長
• 黃賓虹藝術研究會會長

  李小可自幼受家庭影響喜愛中國畫，上世紀 70 年代開始協助父親李可染創作、生活，并在
父親的指導之下系統研習中國山水畫。80 年代起先后三十余次深入西藏、青海、長江源頭、黃河
源頭、甘肅等西部藏族地區進行寫生及攝影創作，體驗生活。近年來多次赴黃山、太行山、燕山
等地寫生。藝術創作在繼承中國畫傳統和李可染藝術精神的同時，以開放的態度，注重吸取外來
藝術的營養，深度地直面生活、時代，從對生活的強烈感受中搜尋自己個性化的繪畫語言，在重
體驗的基礎上重表現，形成了特殊的水墨表現風格。古都北京、西藏、黃山成為藝術創作《水墨
家園》家族的三個重要組成部分，其以鮮明的繪畫語言、風格受到專業界的肯定和好評，同時得
到海內外收藏界的關注和歡迎。2003 年開始創作《藏跡》家族的版畫作品，以對藏地特殊視角的
人文關注和視覺表現的探索引起了美術和社會各界的強烈反響。多年來積極參與公用美術事業的
推廣普及，堅持中國山水畫的教育，培育出一批中青年山水畫畫家、學生。策划了很多重要學術
性的美術展覽，并且特別關注西藏美術事業的發展。2005 年以來贊助、策划了《雪域彩練》《大
美西藏》西藏當代繪畫展，為推動西藏當代繪畫發展做出努力。2015 年 8 月因紀念抗日戰爭勝
利 70 周年閱兵儀式，特為天安門城樓主筆創作巨幅山水作品《眾志成城》。
  水墨及版畫作品被諸多美術館、重要機搆、海內外藏家等收藏。
以下是李老師一些話語或文字摘錄：
   對於藝術家來講，感動是人生經曆中觸動心靈的激浪、火花，既有精彩、喜，同時帶有悲與
痛，有些會成為一生不滅的記憶。而這些感動，會慢慢變為悟，轉化為人的一種敬畏、對人生與
事物的態度、人生道路的選取，轉化為人的品格、智慧與無形的力量。而這種感動具有一種特殊
的影響力，它會產生一種緣，給人某種追溯感，一種無形的聯繫，這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
如今，我的作品即是我人生感動的痕跡，也可以說是“生之戀”，就是對生活、對人生的一種“戀
情”，只不過這種“戀情”是用自己的繪畫語言表現出來的。如果對人生沒有真切的感動，作品
會沒有生機與生命。對人生、自然與生活的真誠，如衕愛戀，使藝術產生真切的靈魂。
  我對藝術創作的感動由兩方面搆成：一方面，是對於傳統文化、文明經驗的感動；另一方面，
是對於生活與自然的感動。如何把傳統和藝術家的個人感受連線起來，這是一個長期的課題。我
堅持著對自然、生活、時代的發現和感悟，在對於傳承傳統文化經驗的衕時，還保持於對當代化
視覺經驗的借鑒和吸收。
  在堅持本土文化的同時，要以開放的態度對待世界文化與當代文化的傳統與經驗，這都是人
類智慧的結晶。如何把它們借鑒吸收到我的文化之中，成為發展的當代性文化的重要營養，是重
要的課題。堅持與開放，是我的態度。

  李小可先生赴藏地已三十多次，今年七月又剛剛從西
藏採風寫生歸來。此行期間，李小可先生先在西藏拉薩色
拉寺、哲蚌寺、布達拉宮、帕崩寺寫生，后驅車至日喀則，
在白居寺、扎什倫布寺寫生，又抵珠峰大本營，途徑那曲、
索縣、巴青、類烏齊縣、丁青縣，后抵達昌都市，最后經
拉薩回京。經曆了大量的實地寫生之后，李小可先生帶著
鮮活的感受創作了這批一尺半到兩尺間的小畫。小幅作品
要畫得結實，在小尺幅中營造的大的氣象，是非常有難度、
需要功夫的。

  自然、時代、生活與傳統文化，是兩個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寶程式庫，大自然更是萬物之
源。如果藝術家能把它們連線起來，并具有藝術的個性表達，則必然能產生巨大的表現力。
  傳統中國畫完整經典的程式，給當代水墨表現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借鑒，同時也容易形成一種
無形的屏障，讓後人沉迷在筆墨趣味之中難以發現蘊藏在大自然和生活中的無限魅力。而有膽識
的藝術家恰恰是要解決這個矛盾，運用傳統經驗、以個性化的語言形式，真切地表現客觀世界所
給予的感動，建立具有東方文化特徴的新筆墨語言，這也是對傳統最好的傳承。
  我致力於對筆墨內在架構的新的表現可能性的探索與實踐，致力於將程式化、筆墨化的規
律，與大的視覺表現規律連線起來。
  為了搜尋新的繪畫語言和感受，我曾多次到西部藏地。曆經黃河源頭、長江源頭、柴達木、
阿裡、珠峰、那曲、瑪曲、碌曲、夏河……我有了和藏地藏人近距離接觸的機緣。藏地的純淨博大、
渾厚蒼茫，藏人的真切摯熱、剛悍和淳朴，都給我以震撼 ---- 那是一個讓人魂牽夢縈的神秘境地。
我企圖走得更近，可它永遠在遠方，永遠包含著變化、失去與永恆……藏地已成為我不滅的精神
家園與創作源泉。
  藝術之道與技藝的把握，是靠實踐與積累產生的，也是需要修、需要實踐和錘煉的。修，即
是一個修行的過程。藝術家如行者。 ——李小可

1
2
3
4

《山口》

《晴》

《遠方》

《藥王山的晨訢》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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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永順，祖籍山東臨沂，
1959 年 生 於 南 京， 自 幼 習
畫，七十年代師山水畫大師
錢松嵒先生，又隨蕭平先生
從藝。歷數十年臨池不輟，
深研傳統藝術之精髓，博攝
自然山川之靈氣，堅持寫生，
走主題性藝術的道路，已形
成個人獨特的藝術面貌和風
格，其巨製山水氣勢恢宏，
撼人心魄，尺幅小品，筆精
墨妙，情趣盎然。九十年代
初在香港舉辦首次個人作品
展，近年來在國內外多次舉
辦個展、聯展。其藝術成就
得到了藝術界和愛好者的普
遍讚譽，被收藏界譽為極具

發展潛力的畫家。2012 年 6 月 16 日作品《飛龍在天》《雙龍獻寶》《辰巳弄潮》《泰
岱朝暉》《華嶽雄逸》隨＂神舟九號＂飛船遨遊太空，是江蘇畫家作品首次搭載飛船進
入太空。出版有《金陵百景圖》《王永順山水畫集》《王永順中國畫小品冊》現為中央
新影書畫院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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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質教育發展中心
" 身心健康，孝順父母 " 全港校際比賽

中學組——孝順父母標語創作比賽

素質教育發展中心
" 身心健康，孝順父母 " 全港校際比賽

小學組 ( 一至三年級 )——硬筆書法參賽內容

冠
軍

冠
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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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質教育發展中心
" 身心健康，孝順父母 " 全港校際比賽

中學組——孝順父母標語創作比賽

素質教育發展中心
" 身心健康，孝順父母 " 全港校際比賽

小學組 ( 一至三年級 )——硬筆書法參賽內容

亞
軍

亞
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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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質教育發展中心
" 身心健康，孝順父母 " 全港校際比賽

中學組——孝順父母標語創作比賽

素質教育發展中心
" 身心健康，孝順父母 " 全港校際比賽

小學組 ( 一至三年級 )——硬筆書法參賽內容

季
軍

季
軍



 手腳麻痺勿看輕 
  值得留意的事，手腳麻痺很大機會是由於膽固醇過高而導致血管受到阻塞。如果睡醒覺後
或是工作途中忽然出現半邊身的手腳麻痺，就是腦部出現問題的先兆！如果同時出現頭暈、頭
痛、口齒不清等情況，很大機會是急性中風！
  不要認為中風祗是年長人士才會遇到的問題，近年由於飲食失衡，超過 25 歲的人士如果
曾出現以上症狀，請盡快求醫進行檢查。飲食方面，一般建議每日進食不可超過 300 毫克膽固
醇，以減底患上中風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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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世界衛生組織將每年 9 月 27 日訂為世界心臟日，藉此喚起全球關注心臟病及中風
的風險，每年奪走超過 1710 萬人的生命。你有否關注自己的心血管健康？絕對不
容忽視！

原來手痺、腳痺 .....
係血管閉塞的
健康警號嗎？
  筆者認識一位需要長時間使用電腦工作的

朋友，最近因手腳麻痺的次數愈來愈頻繁而前

往求醫。醫生建議他多做伸展動作，以免因血

液無法暢順流動而導致手腳麻痺的情況加劇。

然而，即使朋友依照醫生吩咐，手腳麻痺的情

況依然時有發生，而且無法片刻恢復過來。筆

者為此曾向註冊營養師了解過，他也認為此情

況不容忽視，因為以上情況可能是身體對你發

出健康警號 !

【註冊營養師馬圓建議：4 招幫你血管洗白白】
 

1. 捐血
  芬蘭科學家日前指出， 那些捐出自己的血液來幫助他人
的利他主義者，可以延長自己的壽命；捐血過程中不但可以
促進血液新陳代謝，而且促進血液的再造功能，降低血液的
粘度，變相的更換一次血液，間接的保護血管。

 

2. 喝水
  對於許多人因為怕胖而拒絕喝水，美國肥胖專科醫師指出：
「攝入適量的水才是減輕體重的關鍵。如果想減輕體重，又不
肯喝足夠的水，身體的脂肪便不能進行代謝，結果反而使體重
增加。」喝水可以降低血液的黏度，減少血小板在血管壁上的
停留，避免血栓的形成。從而擁有年輕乾淨的血管。

3. 運動
  運動無須過於劇烈，也可促進健康。若能盡量在每周的大
部分日子進行適量中等劇烈程度的體能活動，並且持之以恆，
可在以下各方面改善健康狀況。運動過程中提高血管運輸血液
的能力，延緩血管的病變，使血管更年輕。減少血栓的出現，
間接的保護血管，幫血管洗澡。

4. 多吃含豐富果膠的食物
  EFSA（歐盟食品安全局）在公開的臨床實證的基礎上確
認 :“服用果膠有助於保持血管中血液的正常膽固醇水平。”
每天需攝入 6g 果膠，可一次食用或分開食用。
果膠食物如蘋果果膠能與膽汁酸結合，果膠的粘性不但可以
降低膽汁酸的吸收，而且可作用於血管中血液的不良膽固醇
（LDL）的濃度調節，藉由促進由膽固醇合成膽汁酸的過程，
從而降低膽固醇濃度，將多餘的膽固醇吸收並排出體外。當
膽汁酸合成量增大，脂肪代謝則會增強，或有助穩定血脂或
膽固醇，從而蘋果果膠擁有幫血管洗滌的強大效果。





售價 訂購數量 金額

ProPectin柏沛樂蘋果果膠(一盒15包) $675(原價750)

ProPectin柏沛樂蘋果果膠(一盒30包) 每盒$1350
(買3送1)

訂購優惠期至9月31日， ( 如需送貨，每個送貨點酌收物流費50元，並請在付
款時加上物流費 )。

產品提供：

買3送1優惠讀者
訂購辦法： 
請填妥訂購表格並在優惠訂購截止日期前，電郵或傳真至「樂怡生活」服務部。 
傳真：3153 2182     電郵：contact@privilegehk.com 

選擇付款方式 ( 請在選擇方式 內打上  號 ) ：
  A. 支票付款  請將支票和訂購表格一拼寄付九龍新蒲崗大有街 34 號新科技廣場 19

樓 1902 室，支票枱頭「樂怡服務有限公司」收妥支票後，五個工作
天內將貨品送到指定地址或到「樂怡生活」服務部自取。 

  B. 銀行入數  永隆銀行：戶口名稱「樂怡服務有限公司」，號碼：604-001-21795 入
數後，請將入數紙和訂購表格傳真或電郵至「樂怡生活」服務部，一經確
認後，五個工作天內將貨品送到指定地址或到「樂怡生活」服務部自取。 

  C. 現金支付  請填妥訂購表格後電郵或傳真至「樂怡生活」服務部，並致電確認。
「樂怡生活」服務部將於五個工作天內聯絡訂戶預約時間，訂戶或其
代表請攜同現金及訂購表格到「樂怡生活」服務部 ( 九龍新蒲崗大有街
34 號新科技廣場 19 樓 1902 室「榮晉顧問集團有限公司 Wingston 
Group」) 領取。 

條款及細則： 
請填妥訂購表格，並於以下截止訂購日期前電郵或傳真至「樂怡生
活」服務部。訂購一經接納，恕不能更改。數量有限，先訂先得。
如有任何爭議，「樂怡生活」保留最終之決定權。 

訂戶姓名：             電  話：

電  郵：

地  址： 

支票號碼 / 銀行入數紙號碼：                              金  額：

銀  行：             是否送貨： 需要  不需要 ( 內打上  號 )

查詢電話：3153 2320 

「樂怡生活」特惠讀者購買「ProPectin柏沛樂蘋果果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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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諧家庭

  天時暑熱，大家可能會第一時間想到開空調為家居環境降溫，其實有個非常
環保方法。原來常拖地或抺地，除確保家居衞生外，原來亦可起消暑之效。大家
可以勤些用微濕的地拖或地布擦地，令地面增添較多水分。因為水分會吸收地上
的熱能，便可略為降溫，如果再配合電風扇，令空氣流通得更暢順，水分蒸發得
更快，效果更佳。
  家長亦可引導孩子，要求他們一起抹地，除可增加與子女的交流機會，亦可
培養他們愛護愛庭、保持家居清潔的觀念和家務勞動的自覺性，對家庭和諧有積
極的促進和互動。

燈謎答案：【關雲長,即是關羽，後稱關公】
手機通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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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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恒訊手機維修
• 爆ＭＯＮ

• 壞掣
• 死機

• 壞ＴＯＵＣＨ

• 手機入水···等問題

手機日常知識 ( 下 )
•�千萬不要裝 Task Killer 軟體，因為 Task Killer 軟體會在背景殺軟體，殺完

後軟體又自動運行，然後再殺再啟動運行，如此一來會更耗電更耗 CPU
資源，此 Task Killer 軟體會在背景介入系統程式耗資源，也會產生一堆衝
突的悝問題，Android 2.2 以後系統管理資源能力已很好，不需要煩腦。

•�不要裝太多會介入系統的監控軟體，因為如此一來發生系統衝突或 APP
衝突的機會會更高。

•�關閉程式養成好習慣，多用返回鍵才用 Home 鍵，因為方回鍵才能真正
關閉軟體。

•�3D 圖片庫這相本即使沒有開啟它，它依然會一直在背景掃描
SD 卡的相片來做縮圖，如果 SD 卡內相片較多的話會很
耗資源，系統會變慢。

•�手機會異常耗電或異常停頓，都是因為某些原因
導致 CPU 異常負載，閒置時保持在高負載裝
態而消耗過多的電力，所以手機若有特殊異常
時，可以安裝 Temp+CPU 小工具，手機閒置
5~10 分鐘，螢幕保持永遠開啟看看 CPU 負
載是否有異常的現象，沒有監控軟體哪知道
手機到底正常還是不正常。

•�建議安裝 ES 任務管理器，不需把 ES 任務管
理器小工具刻意放在桌面上，只要有空或想到
時在開啟 ES 任務管理器再殺殺背後連行的軟體
就好。個人建議 ES 任務管理器及 Temp CPU PRO
監控安裝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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蚊子傳播疾病，
慎選驅蚊產品 ( 上 )
  夏天是蚊蟲活躍和繁殖的季節，大家在戶外活動或出外旅行時，必須做足防蚊措施，
預防感染如登革熱、日本腦炎、瘧疾和寨卡病毒感染等疾病。一般用於皮膚上的驅蚊蟲產
品，有效成份會在皮膚上揮發，形成一層氣體保護膜，防止蚊蟲接近。常見的有效成份包
括以下 6 大類 :

1. 避蚊胺 (DEET)
  避蚊胺 (DEET) 是最被廣泛研究和使用的驅蚊成份，雖然其
安全性常被質疑，但只要正確地使用，它仍是眾多專家建議的
驅蚊首選。避蚊胺的濃度直接影響產品的有效時間。例如 10%
濃度的避蚊胺產品，能有效驅蚊約 2 小時。而 30% 濃
度的驅蚊液，一般能有效達 6-8 小時。避蚊胺對身
體的不良影響主要是由於不正確使用而導致，
大量誤服更有可能令神經系統受損，所以消
費者一定要遵照產品標籤上的指示和注意事
項。為兒童安全起見，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
中心
  不建議 2 個月以下的嬰兒使用。而加
拿大健康局亦建議 6-24 個月的幼兒每日最
多使用 1 次含避蚊胺不超過 10% 的產品，而
2-12 歲的兒童，每日最多使用 3 次濃度不超過
10% 的避蚊胺產品。因避蚊胺可以溶解膠質及某
些合成纖維，使用時應避免觸碰如膠眼鏡框和彈性纖維
的衣物。 

2. 派卡瑞丁 (Picaridin /  Icaridin)
  派卡瑞丁 (Picaridin) 又稱為埃卡瑞丁 (Icaridin)，避蚊胺有著相似的防蚊效能，但好
處在於沒有氣味，亦不會對塑膠產品造成損害。一般含有 20% 派卡瑞丁的防蚊液可有效
驅蚊達 8 小時。根據加拿大公共衛生局的建議，前往有蚊媒傳染病流行地區的 6 個月至
12 歲兒童，首選是含派卡瑞丁的驅蚊劑。

3.  對 - 薄荷烷 -3,8- 二醇 (PMD) 和檸檬桉油 (Oil of Lemon 
Eucalyptus)

  對 - 薄荷烷 -3,8- 二醇 (Para-menthane-3,8-diol 簡稱 PMD) 是一種帶有薄荷醇氣味
的驅蚊物質。PMD 可以在實驗室經人工合成生產，亦可以從檸檬桉的精油萃取提煉而取
得，因而在美國普遍被稱為檸檬桉油。未經提煉的檸檬桉精油並不適合用於皮膚上作驅蚊
之用，而一般含有 30% 檸檬桉油或 PMD 的驅蚊液可有效防蚊約 4-6 小時。消費者應注意，
檸檬桉油或 PMD 不適用於 3 歲以下的兒童。

4. 丁基乙酰氨基丙酸乙酯 (IR3535)
  IR3535 是德國藥廠在 70 年代中從丙氨酸 (alanine) 研發出來的。它在歐洲已被使用
超過三十年，並沒有嚴重副作用的報道。與避蚊胺一樣，IR3535 會溶解膠質，使用時應
避免接觸塑膠物品。一般含有 20% IR3535 的驅蚊液可驅蚊達 4-8 小時。

5. 甲基壬基酮 (IBI-246)
  甲基壬基酮 (methyl nonyl ketone 或稱為 IBI-246) 是一種較新的驅蚊成份。IBI-246
可以從天然植物中提取，亦可以用人工方式合成。部份市面上出售的驅蚊產品將這種成
份標籤為「野紅茄提取物」，一般能有效驅蚊約 4 小時。除了蚊蟲外，貓狗亦不喜歡 IBI-
246 的氣味，飼養寵物的市民應注意使用。

6. 天然植物精華油
  一般天然植物精油例如香茅油 (citronella  oil) 和大
豆油 (soybean oil) 等並不是理想的驅蚊液，它們的
安全性和效能亦缺乏數據支持。大部份用於皮膚上
的產品只有低於 1 小時的防蚊功效， 重複使用有機
會令皮膚產生不良反應。專家建議長時間身處戶外
或前往蚊媒傳染病地區的人士，選擇其他有效的驅蚊
產品。

專業藥劑師 Je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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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坊

（宣傳）

國珍松花粉

功  效﹕ 幫助調節內分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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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珍松花鈣奶粉

功  效﹕ 幫助增強免疫系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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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珍壓榨油茶籽油

功  效﹕ 降低血膽固醇、甘油三脂和低密度脂蛋白膽固
醇提高抗氣化功能，對心腦血管疾病的預防和
治療有很大的幫助。消除人體自由基，調節免
疫活性細胞，促進新陳代謝，提高人體免疫能
力，延緩機體衰老，其含量是橄欖油的 8 倍。

松花粉 108 片 / 瓶 
港幣 $165/ 瓶

松花鈣奶 18 包 / 盒
港幣 $149/ 盒

油茶籽油 500ml，2 瓶 / 盒，港幣 $358/ 盒

國珍破壁松花粉

功  效﹕ 幫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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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本兼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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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壁松花粉 3g/ 包，
30 包 / 盒，港幣 $325/ 盒

《國珍松花粉》、《國珍壓榨油茶籽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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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欲訂購。查詢請電﹕ 3153 2322

國寶級國珍破壁松花粉適宜服食人群 :
• 心腦血管疾病人群 ;
• 免疫力低下，體弱多病、易感冒者 ;
• 口腔疾病與皮膚病者 ;
• 消化系統疾病，長期便秘者 ;

• 婦科疾病患者及更年期人群 ;
• 癌症腫瘤及化療者 ;
• 呼級系統疾病者 ;
• 亞健康人群 ;

保健珍品——松花粉
  地球約 4 億年前的白堊紀時代，出現了被稱為：" 萬獸之霸 " 的恐龍。而在植物界也誕生
了一種樹，被稱為 " 萬木之公 " 的松樹，松樹與恐龍幾乎同時出現在地球上。然而，歷史的今
天，強大的恐龍絕跡了，但松樹卻打造出四季長青、千年不老、萬古不滅的奇跡。其生命的精
靈就在於它的雄毬果上所風媒孕育的花粉。松花粉，是松樹的遺傳精細胞，它攜帶有兩種極其
重要的遺傳基因：" 頑強生命力基因 " 和 " 長壽基因 "。當地球繼續旋轉至距今 1 50 萬年的時候，
又有一種生靈，終於驚人地將他的兩肢豎了起來，而改寫了整個地球史。他就是 " 萬靈之長 " 人。
要知道，人體是由約 60 兆細胞構成。這 60 兆細胞由 200 多種活性營養去均控、協同。小小
的松花粉，也恰巧由這 200 多種活性營養構成。靠這種天造地設的絕配，松花粉可向人類提供
驚人的營養後援通道，有如大自然所賦予的 " 天意 "。所以，中國營養學專家于若木老人再也
無法形容松花粉所佔據的高度，於是將其譽為：" 上帝賜給人類的保健珍品 "。 
      松花粉，被中國自古以來 37 部藥典全部收編記載。松花粉就被列入流傳於民間的全球第一
部藥典《神農·本草經》。l300 多年前的唐朝，松花粉又被載入全球第一部國家藥典《新修本草》；
並於西元 l552 年被 " 藥王 " 李時珍載入世界醫學名著《本草綱目》。1985 年，被收錄進《中
華人民共和國藥典》。1997 年，因其無毒、無副作用，又被定為 " 新資源食品 "。1999 年，
因其廣譜性、安全性，又被中國衛生部定為 " 食品保健品 "。



白羊座

對伴侶多了懷疑，其實是自
己想得太嚴重。單身要更了
解暗戀對象，就知道自己應
該怎麼做。令工作透明度增
加會令計劃進行得更好。
幸運石：橙色方解石

金牛座

自我想法令情人憤怒，先道
歉可以令僵局打開。要提升
自信才能表現出你的細心溫
柔，戀愛就會有新開始。工
作要配合上司別自把自為。
幸運石：青金石

雙子座

情人想和你懷念過去做過的浪
漫事，你不配合會出現危機。
單身的如再故意去考驗追求者
他就會放棄你。工作觸礁要立
即解決，避免問題惡化。
幸運石：黑曜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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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處女座

自己的焦慮不安令情人亂猜你
變心，要小心處理情緒。別為
外表討好的新對象而神暈顛
倒，個性配合更重要。工作出
現了迷糊感，要行動別空想。
幸運石：海藍寶

獅子座

別 對 情 人 表 現 太 多 我 行 我
素，會令關係緊張。太過神
化了暗戀對象，對方只會恥
笑你。學會妥協會令工作及
團隊合作得更順利。
幸運石：粉晶

巨蟹座

嘗試安排一些浪漫的節目令情
人更愛你，暗戀對象放棄你跟
別人開始戀愛，別灰心仍有很
多機會出現。別跟上司鬥氣，
只會令你工作有更多麻煩。
幸運石：螢石

山羊座

若要再強迫情人要認同自己一
切，分手就離你不遠了。小心
自己幻想是暗戀對象的情人而
做出過火行為。小事化大的性
格令工作出現很多麻煩。
幸運石：藍紋瑪瑙

水瓶座

享受現在與情人的相處吧，
擔心未來只會令關係變差。
內心強烈的孤獨感，會令你
推走傾慕自己的人。上司會
加大力鞭策你的工作能力。
幸運石：白水晶

雙魚座

對戀愛感到迷糊，令你和情
人關係變差。單身要切記別
為舊情人傷神，找新對象更
重要。工作上別令自己出現
左右做人難局面。
幸運石：綠螢石

天秤座

小心過度熱情與誇張令情人感
到不自然，認識到新對象卻不
知如何處理，表現大方是你的
優勢。工作上必須要離清利益
的定義就會找到出路。
幸運石：茶晶

天蠍座

平心靜氣會幫助你和情人的
關係﹛別再為不合意的對象
浪費時候〕，展開新的社交
圈子最重要。工作上需要放
膽去表現自己。
幸運石：太陽石

人馬座

情人難以接受你為反對而反
對，請多表達自己想法。於新
對象面前展現成熟的一面就能
突破現有關係。留意自己的胡
思亂想而拖慢工作進度。
幸運石：拉長石

Fanny 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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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無考慮過「家居保安」呢？家居
保安主要受爆竊威脅，而大部份爆竊案都
是屬於突發性，也就是說，賊人如發現有
任何地方保安鬆懈時，便會伺機潛入物業

犯案。故此，首要條件是時刻保持警惕，做好基本防盜措施，
例如離家前鎖好門窗。
  業主立案法團／物業管理公司主要負責擔任訂立嚴密程
序，裝置保安設施，監察及訓練保安員，緊守物業第一度防線，嚴謹執行通道管制。通道管制
系統能管制出入某大廈或地方的人士，即只有獲授權人士才能進出該處。通道管制系統可使用

高科技來限制出入；也可以簡單地依賴保安人員核對出入人士的身份。
  另外，住戶亦可於門、窗及鎖三方面加強家居安全。門是防禦擅闖

者的重要設施，故此，門必須力求穩固，並安裝最少一把優質防盜門
鎖，例如插芯鎖（圖一），切勿選用空心木門。
  家居窗戶或露台趟門應確保關好，並安裝堅固窗花。安裝合適的
優質窗鎖（圖二），可防被人從外將窗戶打開。更重要是「財不可露

眼」，切勿讓賊人透過窗戶看到你家中的貴重財物，特別是當大廈進行
外牆維修時。想了解更多家居安全的防盜保安建議，可瀏覽香港警務處網

頁內相關之超連結 http://www.police.gov.hk/ppp_tc/04_crime_matters/cpa/cpa_ds.html
 ( 資料提供：港島總區防止罪案辦公室 )

「晨通耆兵」防罪惡     社群參與樂安居 
世界六通拳學員參與「晨通耆兵」協助警隊防止罪案及宣傳

（圖一）
插芯鎖

（圖二）窗鎖

家居保安



灣仔
修頓遊樂場

港鐵C出口

謝斐道

駱克道

軒尼詩道

駱克道

莊士敦道

華美粵海酒店

電  話﹕3153 2322
營業時間﹕10:00-23:00
地  址﹕香港灣仔駱克道 57-73 號香港華美粵海酒店
     大堂 B 櫃位(灣仔港鐵站C出口，步行約3分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