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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爾濱地處黑龍江省南部，屬中溫帶大陸性季風氣候，冬
季嚴寒漫長，夏季涼爽短促，是冰雪旅遊和避暑勝地，以其每
年一度的國際冰雪節和濃郁的歐陸風情而聞名，也是中國優秀
旅遊城市之一，中國歷史文化名城。
4

5

中央大街

冰雪大世界

當地民眾努力建造堤壩，成功擋住洪水；政

匯合後，轉向東北流，於同江附近入黑龍江。

府部門決定在松花江堤上修築一座紀念塔，

長 2308 千米，流域面積 54.6 萬平方千米，

   中央大街是黑龍江省哈爾濱市的主要商

以茲紀念。紀念塔的塔頂和塔身分別有人物

僅次於長江與黃河。

業街之一。南起於道里區新陽廣場，北止於

塑像和浮雕，描繪抵抗洪水的場面，設計方

松花江邊的防洪紀念塔廣場，由方石磚（即

案在建塔過程中經歷了多次修訂。紀念塔最

俗稱的「麵包石」）鋪成全長 1450 公尺，寬

終在 1958 年竣工，成為哈爾濱的標誌性建築

哈爾濱極地館

   哈爾濱極地館是世界首座極地演藝遊樂

世界始創於 1999 年，後定址於松花江北岸太

21.34 公尺，亞洲最長的步行街。

之一，在文化大革命時險遭破壞。此後，防

園，哈爾濱國際冰雪節四大景區之一，國家

陽島西區，與太陽島國際雪雕藝術博覽會，兆

洪紀念塔先後進行了數次修繕，在 1995 年成

4A 級旅遊景區，中國唯一一家以娛樂表演為

麟公園冰燈藝術博覽會，尚志公園香坊彩燈大

為哈爾濱市文物保護單位，並於 1997 年獲俄

主題的極地館。「極地鯨靈炫樂團」完美鉅

世界一起成為哈爾濱冬季旅遊的亮點。

羅斯總統葉爾欽到訪。

獻，世界各地著名極地動物明星齊聚哈爾濱

聖索菲亞教堂

   哈爾濱冰雪大世界是黑龍江哈爾濱的一個
以冰雕雪雕景觀為主的主題公園，是中國哈爾
濱國際冰雪節的組成部分之一。哈爾濱冰雪大

世界唯一的極地白鯨水下表演，中國第一美

雙峰林場

   松花江在南北朝時被稱為難水，遼金時

女馴養師與白鯨米拉共同演繹了打動世界的

局境內、張廣才嶺中段。有“中國雪鄉”之稱。

是東北流直至韃靼海峽的巨大河流名稱（混

夢幻傳奇——海洋之心！世界首隻誕生於內

這裡山清水秀，景色神奇。有兩座近 1700 多

同江），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改為黑龍江

陸城市的南極企鵝曼波，是充滿奇思妙想的

米的高峰，兩山峰頂終年積雪不化，又氣象萬

   哈爾濱市人民防洪勝利紀念塔，又稱防

支流。現為黑龍江右岸最大支流。

快樂天使，更是哈爾濱城市旅遊吉祥物。中

千，各具特色。聞名遐邇的“雪鄉”雙峰，積

洪勝利紀念塔、防洪紀念塔，是哈爾濱市文

   發源於長白山主峰白頭山天池。由東南

國最酷的北極熊兄弟堂吉與訶德、魔法達人

雪期長達 7 個月，厚達二米。皚皚的白雪在負

物保護單位之一，位於黑龍江省哈爾濱市道

向西北流，在吉林省與黑龍江省交界處、松

海獅比利以及他的海獅明星團隊，為您呈現

力的作用下，隨物具形，千姿百態，成了一個

里區。1957 年，哈爾濱面臨特大洪水威脅，

原市前郭爾羅斯縣平鳳鄉嫩江村附近與嫩江

一場奇幻的極地演藝盛宴……

冰雕玉琢的童話世界，吸引了無數遊人。

   聖索菲亞教堂位於哈爾濱市道里區，近中

松花江

央大街，是遠東地區最大的東正教教堂。教堂
現已闢為哈爾濱建築藝術館，不再行使宗教功
能。「聖索菲亞」詞源為「神聖的智慧」。

防洪紀念塔

6

極地館，傾力領銜世界頂級的七大主題表演。

   雙峰林場位於黑龍江牡丹江市大海林林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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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期獲贈電影票及遊戲得獎幸運兒
電影欣賞
地址

姓名

田心邨

馬小姐

海怡半島

張先生

百匯軒

李小姐

天宏苑

黃先生

提示 :

華麗廣場

王小姐

下列提示中有 2 個人說謊

新都城

許先生

A：左邊的路是正確的

惠苑

岳先生

置富花園

張小姐

B：右邊的路是正確的

置富花園

何先生

C：A 說謊

尚悅

張先生

杏花邨

陳先生

D：不要相信 B

香港仔中心

文先生

E：C 和 D 都在說謊

新港城

鄒先生

嘉兆台

廖小姐

海怡半島

陳小姐

小強是一名探險家，他在探索遺跡時碰上了岔路，岔
路分左右兩條，所幸他在附近找到了提示，好不容易
解讀文字後，小強卻怎麼也解不開謎題，你能幫他嗎 ?

上期答案：當天是星期三
      甲：游泳

有獎燈謎會

      乙：籃球

百字謎遊戲

      丙：羽球
      丁：桌球

地址 : 第一城
姓名 : 陳小姐

地址 : 御皇庭
姓名 : 高小姐

地址 : 第一城
姓名 : 何先生

地址 : 新港城
姓名 : 冼生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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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名讀者只可競猜一次（請以正

歷史通識填充題
有獎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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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 : 第一城
姓名 : 麥先生

趣味小遊戲

地址 : 香港仔中心
姓名 : 陸小姐

地址 : 麗東海景豪苑
姓名 : 譚先生
地址 : 御皇庭
姓名 : 馬小姐

上期百字謎遊戲答案 : 91. 心、92. 步、93. 十、94. 相、95. 夕
           96. 引、97. 九、98. 士、99. 者、100. 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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燈謎答案：香港房屋署

88

梁朝

後唐

（約公元 907 年—
公元 923 年）
   梁朝（907 年－ 923 年）是中國歷史上
五代十國時期建立的第一個皇朝。自 907 年
梁太祖朱溫篡唐稱帝建國至 923 年 11 月 19

（約公元 923 年—
公元 936 年）

日梁末帝亡國於後唐，歷時 ?? 年。因為皇
帝為朱姓，為與南北朝時的南梁區別，故又
稱朱梁。朱全忠原為唐僖宗在位時代爆發的

   後唐（923 年－ 936 年）是中國五代時期的政權之一。

黃巢之亂將領，原名朱溫。降唐後賜名全忠，

923 年，唐朝的賜姓宗室李存勖消滅後梁，聲稱重建唐朝。

任宣武軍節度使，據汴州（今河南開封），

後為石敬瑭勾結契丹入侵而滅亡。後唐的建立至其亡國歷

漸漸成為唐末最強大的藩鎮，並受封為梁
王。天祐元年（904 年）閏四月，自西京長

時十四年。史學家為了區別由李淵所建立的唐朝，因而稱

安劫持唐昭宗李曄至東都洛陽，又於八月加

之為後唐。在魏州（河北大名縣西）稱帝，國號為唐，不

害，並另立年僅 13 歲的李祝為帝，即唐哀

久遷都洛陽。

帝。
   唐天祐四年四月十八日（907 年 6 月 1

   後唐，要追溯到唐朝末年龐勛之亂。龐勛之亂發生在唐

日），朱全忠以其封爵「梁王」（「梁」之

懿宗咸通年間，唐政府命沙陀族的朱邪赤心領兵平亂，並

得名來自其祖居碭山為戰國時梁國故地）改

賜名李國昌，編入唐朝宗籍，成為唐朝宗室。後來李國昌

國號為梁，建元開平，都汴（號開封府），
史稱後梁，是為梁太祖。後梁疆土雖是中原

病故，其子李克用又協助唐室平定黃巢之亂和王行瑜之亂。

五個王朝中最小的一個，轄地僅今河南、山

李克用平亂有功，被封河東節度使，駐守太原，受封晉王。

東兩省，陝西、湖北大部，河北、寧夏、山

   李克用追擊黃巢時，曾被當時的宣武節度使朱溫邀請入

西、江蘇、安徽等省的一部 ,，但也是存在
最久的五代朝。

汴梁作客，因為某些至今不明的原因（據朱溫黨羽的說法，
李克用酒後侮辱朱溫），朱溫決意趁李克用酒醉殺害他，
李克用突圍而出才脫身，自此他與朱溫誓不兩立。朱溫後
來篡唐建立後梁，李克用作為唐朝宗室，仍用唐天祐年號，

梁太祖朱溫篡唐稱帝建國至 923 年 11 月 19 日梁末帝亡國於後唐，歷時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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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唐朝北都（今天的山西太原）為基地，發誓興復唐朝，
事實上成為中國南北各地反梁勢力的盟主。故晉王集團成
為後梁北方最大的威脅。
李克用死後，兒子李存勖繼承晉王爵位，屢敗梁軍。唐天
祐十二年——後梁貞明元年（915 年），梁在河北鎮守的
鄴王楊師厚死，河北發生反梁兵變，李存勖乘機佔據河北，
晉與後梁在黃河爭峙。李存勖在 923 年於魏州（今河北大
名縣）稱帝，宣布繼承唐朝皇統，史稱後唐，改元同光。
同年唐軍直迫汴京滅了後梁，定都洛陽。李存勖是為後唐
莊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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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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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怡生活」特惠讀者、住戶訂購

中國歷史座標尺

品牌
中國歷史座標尺書法篇

讀者、住戶優惠價
市面公價 $150

數量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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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需送貨，工商大廈收費 $20 元，住宅收費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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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R Code:

網址 :
www.k-5000.com

策劃：

產品提供：

查詢電話：3153 2320

《正德皇與江山美人》
風流皇帝的豔史

《江山美人》的電影情節

   《江山美人》的故事是講述明朝中葉，年青的正德皇帝登
基後，雖然身處北京宮廷，卻是心繫江南美景，於是在侍衛將
軍周勇的陪同下，偷偷離開北京城！

   各位讀者，上次為大家介紹的，是有關明太祖朱元璋的

   如是者正德皇便私下江南，來到梅龍鎮。適逢當地廟會，

歷史事跡 ; 今次為大家介紹的，是一名風流皇帝的豔史，他

類似香港的“長洲飄色巡遊”。 正德皇眼見人山人海，那壯觀

就是明朝中葉的明武宗，由於他在位時以正德為年號，所以

的民間風俗，和不同的藝術表演，已經引起他莫大的興趣，而

後人稱他做「正德皇帝」！

其中而最令他難忘的，就是「仙女散花」: 眼見一名絶色麗人，

   關於正德皇的風流豔史，早在清代，已經有人以此為題

一邊唱歌，一邊提着花籃，撒下鮮花，飄飄然有如仙子下凡。

材，寫成小說予人欣賞。由於故事內容非常吸引，在民間廣

由於她人靚歌甜，那正德皇帝已經被她深深地吸引住，留下了

為流傳，因此有各地的戲曲家，將故事改編成戲曲《游龍戲

深刻的印象！

鳳》（又名《梅龍鎮》），在中國南北各地演出，包括京劇，
崑劇，上海越劇，廣東粤劇……等等。
   《游龍戲鳳》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戲曲版本，其中
至廣受歡迎的，莫過於當年邵氏公司所拍的電影《江山美

明武宗

人》了！

( 資料圖片 )

巧遇村姑 正是夢中人

   正是無巧不成書，幾日後，正德皇巧遇一班村姑在嬉戲，其中一個正是那個夢中人！
這女子就是李鳳姐，她不知聖上駕臨，還邀請正德皇加入＜扮皇帝＞的歌唱遊戲。這首歌
後來廣受觀眾歡迎，並成為眾多歌星仿傚的對象。

電影戲曲《江山美人》

   曲罷，她在臨別時遺下一條手帕，正德皇將之拾起，是夜在手帕題詩，並查知這女子
的住處。

   記得在 1959 年，邵氏公司拍了一齣非常賣座的古裝電影《江山美人》，內容就是講

   翌日，他便來到龍鳳店找李鳳姐，遇上店小二大牛上前攔阻。而＜戲鳳＞這一首名曲，

述《正德皇帝遊江南》的故事。

就是在店內唱的，詞曲中透露了懷春少女李鳳姐的心聲，及正德皇求偶的心切，更描述了

   這齣電影是用黃梅調唱的大型歌舞片，由大導演李翰祥執導，由林黛、趙雷分別扮演

大牛與正德皇帝之間的矛盾，因為大牛是暗戀李鳳姐的。這一場三角戀，在＜戲鳳＞一曲

李鳳姐和正德皇，並由靜婷、江宏，在幕後代唱的《扮皇帝》、《戲鳳》等電影插曲，早

中活靈活現地表露無遺，不但幽默、諧趣，而且寫實、到題。＜戲鳳＞也是他們三人所合

已街知巷聞、深入民心，幾乎人人曉唱，所以成為當年至賣座的電影之一。

演的一齣好戲，從此這首歌便成為香港人百聽不厭的名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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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夜風流萬種愁

   《江山美人》這套電影的成功，並非單單靠故事情節，而是大導演李翰祥對電影藝
術要求的執着，要有「音樂美」，亦要「畫面靚」。

   且說正德皇與李鳳姐，春風一

   從這套電影的幾首黃梅調插曲，如《扮皇帝》、《戲鳳》等，能夠傳遍港九新界，

度之後，翌日見有大隊人馬集結龍

街知巷聞，幾乎無人不曉，便已見證了李大導演在「音樂美」方面所做的功夫。

鳳店外，在太傅梁儲的帶領下，向

   至於「畫面靚」，李大導演的要求更高，例如在梅龍鎮廟會的大場面，電影插曲《扮

正德皇下跪，並奉太后之命，請聖

皇帝》的鄉村景色，都是一絲不茍的，單單是電影開頭時，那美侖美奐的故宮景致，已

上回宮。

經令到萬千觀眾悠然神往！

揭開故宮實景的秘密

   想不到正德皇剛與鳳姐一夜纒
綿之後，便要匆匆告別。鳳姐此刻

   我曾經有個疑問，1959 年的中國，尚未改革開放，那麼電影《江山美人》所見的故

才知道他是皇帝身份，臨别依依，
正德皇答允鳳姐，日後會接她入

( 資料圖片 )

宮。

宮景致，是如何取景的呢？幸好有電影界名人邵音音小姐告訴我，謂李翰祥是藝術系畢
業的，為了籌備拍攝這套電影，李大導演憑記憶將整座故宮繪畫成圖，而邵逸夫亦不惜

   可惜事與人違，太后不允，鳳姐苦等三年，依然入宮無望。至悲痛的，是鳳姐做了

工本，按照他所繪的圖畫，在邵氏影城構建一座故宮，才開始拍攝《江山美人》，去完

未婚媽媽，而梅龍鎮的民風嚴守禮法，凡是無媒茍合的，都會招人閒話，連鎮內的小孩

成這項龐大的電影製作！

子，也用唱歌來嘲笑她，令她飽受壓力。一個大好姑娘，被世俗眼光逼到精神崩潰，從

   我聽了非常驚訝，因為電影中的那座故宮，幾可亂真，在畫面上的一柱一石，皆是

此一病不起！

精雕細琢，由此可見李大導演作事之認真，及其功力之深厚。他的成就，不但令這套電

   還是大牛有義氣，他捱着冰雪的嚴寒，徒步從江南來跑到北京城，要為鳳姐抱不平。

影成為經典之作，而扮鳳姐的林黛，也因此而揚名天下！

   在明朝，這樣批評皇帝是要殺頭的，大牛被官差拘捕時，幸遇太傅梁儲，將實情禀

大牛說書的文化藝術

上。正德皇得知鳳姐為他誕下孩子的消息，便向太后請示，意外地允許鳳姐入宮！

大牛是用說書的模式向大眾演說，這是一項非常難得的文化藝術資料！

他在北京街頭賣唱，將正德皇游江南，巧遇李鳳姐，在梅龍鎮結下孽緣，及始亂終棄的
經過，用說書模式唱誦，吸引大眾老少注目！

喜訊傳到梅龍鎮

   這套電影還有一個為人所忽略的文藝價值，就是大牛上京，為鳳姐抱不平的一幕。
   古代的說書人，有很多種說書模式，劉鶚在《老殘游記》中，雖然對“白妞和黑妞
說書”，作了精妙絶倫的敘述，但只見於文字上的描寫，並沒有形象可見。目前唯一能

   這個消息非常轟動，只見大隊兵馬浩浩蕩蕩地來到梅龍鎮，準備迎接鳳姐入宮。龍

夠目睹的文化瑰寶 - 有聲有畫的古代說書藝術，只有李大導演當年所拍攝《江山美人》。

鳳店外除了車馬儀仗，還有八個丫環奉上鳳冠霞帔，剎時間令到滿室生輝。

他借助大牛上京討回公道，將古人說書的模式完完整整地保留下來，成為經典的文化遺

   那久病卧床的李鳳姐，聽到了這個驚人的喜訊，她的病也不藥而愈了。她臨行時拜

產。這是電影《江山美人》最值得欣賞的地方，保留了傳統的文化藝術，可以留給後世

謝哥哥和嫂嫂的包容和體諒，更多謝大牛為她冒險上京，才有苦盡甘來的今天！

的電影藝術從業者，作為參考之用！

   儀仗大隊起行了，鳳姐戴上鳳冠霞帔，坐在華麗的轎車上，成為小孩子傾慕和追逐
的對象，與先前的冷嘲熱諷，成強烈的對比！
   鳳姐正在開心之際，想不到途中遇上風雨，她在轎車內顛簸震盪一段長時間，終於
捱病了，當到達宮廷的時候，已經在轎車內香消玉隕。最後由正德皇親自抱着一代美人
下轎，成為永遠的遺憾，故事也是就此終結，給觀眾留下無限的婉惜！

李大導演的功不可沒

   當然，《江山美人》的故事情節，並非由李翰祥所作的。若是要深本求源，其原作
者應該是清朝的何夢梅及翁山所撰的小說，名為《大明正德皇遊江南傳》，及《前明正
德白牡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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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網上潮語

鄭氏來源
   鄭姓為一個漢姓，在中國《百家姓》中排第 7 位。
出自姬姓。依照《姓纂》上的說法，「周厲王少子友，受
封於鄭（在今陝西省華縣西北），是為桓公。生武公，與

   來到 2016 年年尾，總想回顧一下今年的網上潮語，我們先來看 2015 年的熱門語，我選了 10
個心水，包括：
諧音系列的
(1) 打耳（得意） (2) 些牙（share）
韓片系列的
(3) 小鮮肉
(4) 壁咚
政治事件的
(5) 等埋發叔
(6) 傘兵
網上語言的
(7) 識條鐵咩
(8) 仙氣     (9) 課金     (10) 爽皮

晉文侯夾輔平王東遷於洛陽，因徙溱、洧之間（今河南省
境），謂之新鄭，傳十三世至幽公，為韓所滅，子孫再播
遷陳宋之間（地跨河南、安徽、江蘇三省），以國為氏」。
公元前 806 年，周宣王封周厲王少子於鄭，建立了西周的
最後一個諸侯國鄭國。公元前 375 年被韓國消滅，其子孫
搬遷到今天的河南淮陽和商丘之間，以原來國名為姓；源
自粟特人，南北朝時期有粟特人鄭盤陁，其後裔冒姓鄭，
混入滎陽鄭氏北祖。

謝氏來源
   謝姓是漢族姓氏之一，謝姓源流有多種，以炎帝姜姓
後裔為多，稱為「正宗」。謝氏為炎帝神農氏之後代，即
姜姓謝氏。周宣王命召穆公滅古謝國，封舅父申伯於古謝
國領土（今河南南陽唐河一帶），稱為「申國」，又稱「謝
國」。後子孫以「謝」為氏。魏晉時，謝纘遷居陳郡陽夏（今
河南太康），號稱「陳郡謝氏」；謝氏為黃帝軒轅氏之後
代。一支出自任姓，相傳黃帝之子廿五人，得姓者十四人，
為十二姓，其中「禹陽」為任姓。任姓後人分居十個小國，
其中第一為謝國，後人改謝氏；出自姬姓，周朝宗室居於
謝國者，以國為氏；出自子姓，商朝宗室居於謝國者，以
國為氏；為他姓改謝姓。如衛州（今河南衛輝）人謝偃之
本為鮮卑族人，姓直勒氏，後改為謝氏，稱「衛州謝氏」，
後人遷居洛陽，亦稱為「洛陽謝氏」、「河南謝氏」。另

   一年過去了，究竟我們在 2016 年創造了些什麼，我選了幾則，和大家分享一下：
(1)PPAP
PPAP 是一首紅遍全球的網絡神曲，全曲只有幾句歌詞，內容意義不詳，但洗腦能力奇大！香港不少
紅人爭相仿效。
歌詞：I have a pen. I have an apple. Uhh! Apple pen.
    I have a pen. I have pineapple. Uhh! Pineapple pen.
    Apple pen, pineapple pen… Uhh! Pen-pineapple-apple-pen. Pen-pineapple-apple-pen.
(2) 雞，全部都係雞
網民為名曲「夢中的婚禮」配上歌詞，改編為「雞，全部都係雞」，整首歌曲只有一句歌詞「雞，全
部都係雞」，結果一夜爆紅，洗腦程度僅次於 PPAP。
(3) 鄺體
作家鄺俊宇獨有的，濫用逗號的寫作風格，亦經常被用作網上惡搞。
(4) 洪荒之力
奧運期間，中國泳手傅園慧被訪問時，她說已經用了「洪荒之力」，這詞其實出自於國內神怪電視劇
《花千骨》。
(5) 好重要所以要講三次
為了突出重要的事，將說話重覆地說講三遍。
(6) 關公災難
只是將「公關災難」前兩字，調轉講成「關公災難」，兩個詞語意思一樣。
(7) 偽毒
又稱「偽毒男」，指那些不是毒，卻又自稱毒男的人，這個詞的代表人物是吳業坤。
(8) 核心外圍
出自黎明金句「核心嘅外圍係核心嘅內圍」。
   2016 年黎明於中環海濱活動空間舉行演唱會，大會選用的中國帳篷不符消防安全規定被迫拆掉，
黎明多次為事件向公眾道歉，其勇於承擔、不推卸責任的態度，深得市民欣賞。
   拆掉帳篷後，場外亦能清楚聽到黎明的歌聲，大批市民專程到場外欣賞黎明演出，場外亦因而有
「核心外圍」之稱。尾場演唱會當晚更有數千人聚集於場外，核心外圍比核心內圍更熱鬧。
(9) 特事特辦
前情的前因後果，也不贅言了。不過，今年的政治系統潮語，又的確比往年少了。
(10) 有請小鳳姐
本來是指有值得高興的事發生，要播「喜氣洋洋」來慶祝，但現在多數用來作幸災樂禍之用。

有苗族、回族等少數民族漢化改謝姓的。

黃獎

廣告人、「萌動學生創作團」創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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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期謎語猜
香港政府部門
—

（答案在本期刊內）

秋遊爐峰石龜
【註釋】圖 為太平山頂盧吉道的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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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名住戶只可
競猜一次（請以正楷填寫及資料齊全）。

龜爬上山，香港會陸沉。」
不過，石龜可能步伐太慢，
到今天依然固步自封，成

參加競猜謎語的報名參賽表格
姓名      

龜，早年香港有民謠 :「石

答案

先生 / 小姐 電話          電郵

為觀光海港的最佳位置，
香港實在有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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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三軍

魏一翀

謎語大王

香港畫家

20

21

   是香港咖啡文化推廣的鼻祖 葉榮先生的得意
門徒，自 2001 年義務協助葉榮先生創辦咖啡文化
學院，並於 2003 年擔任『咖啡課程』助教，其後
報讀 第二屆『專業咖啡師證書課程』成為資優生。
   於 2005 年全職投入『咖啡師培訓課程』導
師行列。又於 2009 年獲邀請為 『City & Guilds
國際認可咖啡師監考官』及 註冊為『香港政府屬
下機構 - ERB 僱員再培訓局咖啡課程導師』。亦
是香港咖啡業界首位女性擔任『國際咖啡師監考
官』。
   過去曾為多家中學及大學院校，公營及私營
機構，包括有懲教署更生人士，精神康復者及傷

文桂芳博士 (Dr. May Man)
COFFEE Lover - 國際咖啡調配師課程首席講師

文桂芳

City & Guilds - 咖啡調配師監考官

殘人士等……. 弱勢社群擔任咖啡師培訓工作。亦

ERB 僱員再培訓局 - 2015 年傑出導師

曾接受多家電台及傳媒訪問，及擔任電影，電視

順德大學 - 咖啡調配師課程教授

劇集之咖啡顧問等工作……..。

   近年香港人的新蒲點，相信咖啡店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在各類大型商場及人流旺的地
方，都開設了不同品牌連鎖咖啡店及精品咖啡店，無論你喜不喜歡飲咖啡，咖啡漸漸成為一
股熱潮，亦是現代人時尚品味的象徵。但咖啡的歷史，又豈止於這短短幾年呢 ！

在過去 8 年獲各政府部門頒發嘉許獎狀，公職獲社會肯定：
年份

獎項

頒發機構

2008

星級僱主

勞工及福利局

2009-2016

Caring Company ( 連續 5+ 年 )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2010 - 2015

觀塘區關愛顧主表揚

民政事務處 等….

2010-2016

十八區關愛顧主

勞工及福利局等…

2013 年

社企摯友獎

民政事務處

2013/2014

傑出社區愛心商戶

社會福利署

2014/2015

社區愛心商戶

社會福利署

2015

ERB 傑出導師

僱員再培訓局

2015/2016

社區愛心商戶

社會福利署

2015/2016

《有能者聘之約章》共融機構傑出師友獎

勞工及福利局等….

2015/2016

家庭友善僱主獎勵計劃

民政事務局

2016/2017

Caring Ambassador 關懷大使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2016-2018

ERB 人才企業嘉許計劃

僱員再培訓局

2016-2018

觀塘區推廣義工服務協調委員

社會福利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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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咖啡植物早在公元 5、6 世紀時已在非洲東北部的埃塞俄比亞被發現，當時牧羊人
KALDI 在放羊的時候，無意發現羊群進食了咖啡櫻桃後，行為十分活躍及興奮，於是
KALDI 也嘗試吃下一些，發覺這果子清甜味美，且吃後感覺喜悅及提神，於是帶回家與家
人及村民分享，成為了他們日常的涼果。
   及後在公元 9 世紀由於國家戰亂，村民紛紛遷離家園，經過 紅海 往鄰近的 阿拉伯 居
住，而他們也帶同喜愛的咖啡櫻桃移植到 阿拉伯 落地生根。
   直至 17 世紀，咖啡植物才廣泛在其他國家種植。亦因為這樣咖啡的品質亦十分參差。
為了分辨優良的品種，農民為記念移居 阿拉伯 種植的咖啡植物，因此優質及高地種植的叫
“阿拉比卡種”(Arabica)，其他在低地及惡劣環境也可生長的叫“羅伯斯塔種”(Robusta)。
   由於 “阿拉比卡” 屬優良品種，只需輕淺至中度烘焙足以表現其獨特風味。因此 “阿
拉比卡種” 的咖啡不會太苦，且層次豐富，微甘，微甜，微酸略帶餘韻，配合適當的沖煮
方法，是高品質的生活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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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一級歷史建築— 灣仔洪聖廟

香港一級歷史建築— 玫瑰堂

   灣仔洪聖廟是香港一座洪聖廟，位於

故為公眾安全遂封廟重修。是次重修耗資

   玫瑰堂（英語：

灣仔皇后大道東，現為香港一級歷史建築。

逾 140 萬元，更換了橫樑及部分屋頂瓦片，

Rosary Church， 又

洪聖廟面對大王東街及大王西街，大王即

並翻新神像等。

稱九龍玫瑰堂、尖沙

洪聖大王。1971 年華人廟宇委員會以「授

   廟宇為三間設計，惟內無深進，只有

咀 玫 瑰 堂 ）， 是 香

權管理廟宇」條件將灣仔洪聖廟交由東華

一間廳堂，屋頂鋪有瓦塊，石柱上刻對廟

港一座天主堂，由天

三院管理。灣仔洪聖廟是提供每年驚蟄打

聯：「古廟街新，海晏河清歌聖德；下環

主教香港教區管理。

小人活動的廟宇之一。

抒悃，民康物阜被天恩。」，廟內供奉多

位於九龍尖沙咀漆咸

   灣仔洪聖廟原為海濱岩石上的小神壇，

位神明，包括洪聖大王、太歲、包公丞相、

道 南 125 號， 建 立

由坊眾於 1847 年依山岩建築，朝清咸豐十

華佗、文昌帝君、華光大帝，還有兩位女神：

於 1901 年， 現 為 香

年（1860 年）重建。廟宇原座落海邊，因

「金花夫人」和「花粉夫人」等。金花夫人，

港一級歷史建築。玫

灣仔海傍填海，現已位處內陸。該廟最近

即「金花娘娘」，是保護母嬰的正神。而「花

瑰堂區服務範圍，包

一次修葺是於 1992 年，並使 1867 年擴建

粉夫人」則是保佑女性青春貌美，吸引異

括尖沙咀的加連威老

的望海觀音廟內花崗石過樑重現本來面貌。

性的民間俗神。廟側建有「望海觀音廟」，

道、加連威老廣場、

到 2015 年，灣仔洪聖廟暫時封閉，並進行

高兩層，內奉觀音、城隍及灶君老張王爺

海防道和北京道。為

3 個月大型復修，於 2015 年 9 月 26 日舉

的神位。灣仔洪聖廟依山岩而建，廟後石

方便教友參與宗教活動，除了玫瑰堂外，

修於 03 年進行，做成現時的外貌，並曾

行重修揭幕及開光典禮。東華三院稱，廟

牆生有一棵細葉榕。

堂區更包括以下的教堂：聖伯多祿堂（英

於 04 年翻新。玫瑰堂的設計是典型的哥德

語：St. Peter 's Church），位於九龍尖沙

式建築。原本的平面設計採用羅馬公共會

咀中間道 11 號海員宗會。1971 年至 1991

堂（Basilica）的模式，1950 年擴建中廊

年名為聖伯多祿海員堂，屬尖沙咀玫瑰堂

（Nave）之後，教堂的平面便呈拉丁十字

區，於 1992 年更名為聖伯多祿堂。

形，長長的中軸經過聖洗池而導向祭台後

   玫瑰堂於 1901 年興建，最初為一座

方的半圓形聖所，象徵著生命的旅程，通

可容納 800 人的教堂。當時北京發生義和

過死亡而達永生。另一方面，上圓下方的

團事件，英軍從印度抽調一批印度籍士兵

聖洗池放在聖堂中央軸線上，成為從正門

駐紮在九龍。玫瑰堂便是為了方便當中的

或側門進入聖堂時必經之路，代表領受聖

天主教徒進行主日彌撒。該處原為嘉諾撒

洗得以進入天國的含義，流動的活水是代

宇 4 月時有七成橫樑被蟲蛀，有倒塌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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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院，後來因教堂不敷應用，修院於 1903

表重生。

年讓出土地予玫瑰堂重建。同年 10 月，

   哥德式的尖拱建築技術及大跨度的半

玫瑰堂得到葡萄牙籍教友甘曼斯博士捐款

圓形木桁架結構，既可提供一個寬廣高聳

協助重建。1904 年 12 月 4 日，當時香港

的空間，亦可以減輕牆壁的重量，因而令

副代牧翟神父為教堂進行奠基祝聖，並於

聖堂可以有更多更高大的門窗。尖券、飛

1905 年 5 月 8 日進行落成祝聖。

扶壁、三分式的尖頭窗、尖頭拱門和尖塔

   玫瑰堂於 1913 年加建兩側及祭衣房，

等，都是哥德式建築中的必要元素，增強

後來加建露德聖母岩及在教堂的塔頂加設

了建築主體的垂直性，令信友不期然的舉

銅鐘，05 年加建中廊。玫瑰堂最近一次重

心向上，與主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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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
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
有 所 終， 壯 有 所 用， 幼 有 所
長」的局面。我們認為學習孟
子要結合當地實際思考和應
用，故此香港孟子學院是按香
港實際環境走自己的道路。設
立孟子學院的倡議，馬上得到
不少學者、教授、文化藝術界
先進、社團領袖、青年才俊，
以及孟子後人的支持和參與。
學院成立以來，先後在香港中
文大學和城市大學舉辦兩場以
推廣孟子學說和精神為主題
的 講 座， 舉 辦 紀 念 孟 子 誕 辰
2388 周年《孟子之光》詩聯
書畫作品評選展。
   她說，為方便把孟子精神
   香港孟子學院由亞洲知識管理學院黃祉

透過歌曲表達和弘揚，學院正

穎榮譽院士去年 11 月創辦，目的是推動孟子

在編寫和製作歌頌孟子的歌曲

學說及其思想的深入研究，取其精華，推廣普

話劇，讓學院的兒童歌藝班學生學習和吸收。為把孟子精神透過

及應用於現代社會，使孟子理論的優良傳統文

生動活潑的解讀讓更多朋友了解和認識，亦舉辦了孟子講壇，由

化承傳下去，造福社會。

國學研究專家溫昭文博士主講。她又說，該學院在深圳梧桐山一

   為什麼在香港開辦孟子學院？黃祉穎院

家文化中心設立了香港孟子學院深圳分部，以便加強與內地國學

長表示，孟子雖然是生長在二千三百八十多年

和文化界朋友交流，及開設兒童孟子思想學習班。

前戰國時代的人，但他繼承和發揚了孔子學說
成為中國古代聖人，他的哲學思想和對構建一
個和諧社會所發出的諍言至今仍有著現實意
義。我們經常說：「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
「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
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其實都
在引用孟子的說法，他的不少思想哲理已融入人們生活中，是有著深厚基礎和永恆的意義，
值得好好研習和運用。
   香港有不少人對孟子思想是有頗深入研究的，認為孟子把孔子綱領性的思想變成行動
指引，更加容易理解和成為行為準則。對於年輕一代，他們對孟子的認識可能只有「孟母
三遷」的故事，而對孟子的學說所知不多。為了讓年輕一代多所接觸和了解孟子的哲理，
我們創立孟子學院的目的主要是面向新一代。內地近年也有孟子學院和學會的誕生，也是
抱著同一理念，認為弘揚孟子學說，讓社會有秩序發展，達致「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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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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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騙案的手法—

假冒香港入境處職員
   警方近月發現有市民收到騙徒使
用電話錄音的來電，先播出以廣東話
及國語讀出的指示，內容如下：「你
好，這裡是入境事務處，你有一封重
要信件尚未領取，若要查詢，請先按
"0"」

   港島總區防止罪案辦公室於 2016 年 11 月 1 日在香港伊利沙伯體育館舉行 2015-2016

   當接聽人按指示輸入 "0" 後，電

年度港島總區最佳保安服務選舉頒獎典禮，以表揚表現優秀的保安從業員、優秀保安服務的

話隨即轉駁至由假扮入境處職員接

工商物業及住宅物業。為答謝在過去一年支持港島總區防止罪案辦公室推動防罪工作的機構

聽，聲稱事主尚未領取由入境處發出

及團體，典禮上亦同時頒發了多個「合作伙伴」感謝狀，以表揚他們在協助警方舉辦防罪宣

的郵件或簽證。 有關通話會轉駁至自

傳活動所作出的貢獻。

稱為中國公安的騙徒接聽，該騙徒會
訛稱事主身份被盜，並用作於內地郵

   在獲嘉許的合作伙伴中，鄂先生正是其中一位佼佼

寄違禁品或製造假護照，涉及洗黑錢

者。鄂先生乃《樂怡生活》的主編，《樂怡生活》是一

或觸犯了其他嚴重內地法例，並已向

本推廣優質健康生活資訊的免費刊物。為協助警方宣傳

事主發出通緝令。

防罪訊息，自 2016 年 6 月開始，《樂怡生活》為港島

   騙徒接著要求事主將所有資產轉

總區防止罪案辦公室提供一個免費平台，用以刊登防罪

至內地銀行賬戶或親自到深圳開納新

訊息，藉以加強市民防罪意識。

的內地銀行賬戶，方便公安審查，以
釋前嫌。 騙徒亦都同時向事主索取大
量個人資料，包括銀行賬戶密碼，待事主匯款後，隨即將錢轉走。

   此外，《樂怡生活》協助港島總區防止罪案辦公室
籌辦一項大型防罪宣傳活動 — 於全港二十多個大型屋苑
及商場內的百餘台電子顯示屏幕上播放防罪短片，讓防

切記 : 核實來電 提防受騙
   騙徒手法層出不窮，但萬變不離其宗。市民在接到可疑來電時要保持冷靜，小心核實來電
者的身份及時刻注意保護個人資料。 如有任何懷疑，應即時向警方報案。如欲獲取警隊最新資
訊，可透過流動裝置下載香港警隊流動應用程式。


( 資料提供 : 港島總區防止罪案辦公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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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訊息得以廣泛宣揚。
   鄂先生一直對協助警方舉辦防罪工作不遺餘力，不單是各界的典範，其獲加許更是實至
名歸。由此可見，成功推行防罪工作實有乃各社群的積極參與，才能締造一個安全和諧的社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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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GS 歐盟認證
ISO 9001 質量認證

大優勢 ( 給你最好的呵護 )

零滲漏

優質鋁膜外包裝

絕不含熒光劑

防止反滲，令肌膚潔
淨如初。

備有易拉貼封口，黏貼穩固，
有效防潮、防霉、防菌。

面層清爽

環保可降解

經過(環氧乙烷消毒)
採用密封生產，杜絕二次污染。

吸收體用可分解物料製造。

全方位密封包裝
確保產品無菌，防止二次污染。

1/ 面層採用ES無紡布

柔軟、乾爽、透氣，並能配
合芯片發揮作用。

人體剪裁 立體保護

2/ 芯片
6/ 立體防漏圍邊

新型凹凸安心防漏綫條，有效
防止外漏。

是植物纖維，今有磁性、納米
銀、負離子、抗菌消炎，除味。

( 有效防止水份滲漏 )

3/ 膨化紙層 ( 快速滲透 )
4/ 高分子吸收體

《實用中醫藥雜誌》《中華現
代婦產科學雜誌》中闡述：盆
腔淤血、盆腔積液、子宮肌瘤
和子宮內膜移位等，其病理基
礎是氣虛血瘀。人參具有補氣
血、通經絡之功效。

索取試用

( 多重吸收，極速快乾 )

5/ 膨化紙層 ( 快速滲透 )
7/ 透氣底膜

姓   名：
電   話：

人參磁性納米銀負離子
衛生巾 ( 日用 )10 片裝

電   郵：
地   址：

電郵：contact@privilegehk.com     傳真：3153 2182
索取試用者請於 10 月 30 日前電郵或傳真，如人數眾多，將由電腦隨機抽出可獲試用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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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將保留最終決定權。 查詢電話：3153 2320

蓮香居

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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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探秘

香港唯一一種雙足蜥— 香港雙足蜥

   香港雙足蜥（學名：Dibamus bogadeki），又名鮑氏雙足蜥，為雙足蜥科雙足蜥屬
的爬行動物，是香港唯一一種雙足蜥，並且是香港特有種，基本上分布於香港喜靈洲、周
公島和石鼓洲，模式產地在香港喜靈洲。給 1987 年，香港雙足蜥由業餘兩棲及爬行動物
學者 鮑嘉天神父於喜靈洲發現及命名。
   2004 年，香港政府提議在喜靈洲及周公島之間填海，以興建被稱為超級監獄計畫的
綜合監獄發展計劃，此計畫被指會破壞鮑氏雙足蜥的生境而遭多個環境保護團體反對。
   2011 年 9 月，漁農自然護理署人員於香港島以西的周公島再次發現失去蹤影長達 9
年（上次發現為 2002 年 9 月）的香港雙足蜥，顯示該物種仍然在香港野外存活。然而，
周公島和石鼓洲等香港島嶼已經被納入為香港填海計劃及焚化爐計劃中，有環境保護團體
認為就再發現雙足蜥，應該停止在上述地方填海或者興建大型基礎建設。
   至 2012 年 8 月 27 日，香港雙足蜥只被發現了 7 隻，當中兩條由漁農自然護理署人
員發現；7 隻香港雙足蜥中，4 隻被發現於石鼓洲、兩隻被發現於周公島及 1 隻被發現於
喜靈洲。
   漁農自然護理署兩棲及爬蟲小組尋找了香港雙足蜥約 10 年，每兩日就會到喜靈洲、
石鼓洲及晨曦島檢視捕捉陷阱，但是過去只找到兩隻香港雙足蜥，因此對牠們的習性了解
仍然有限度。透過人工飼養於 2011 年 9 月被捕捉到的香港雙足蜥，得知此種貌似蚯蚓，
實為蜥蜴的物種晝伏夜出，平時會鑽進泥下 20 多厘米的層面棲息，因此在野外不容易被
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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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滿山，一九五三年生於廣州，師從嶺南畫派大師何磊、黎雄才、楊之光。七十年
代就讀廣州美術學院，先後參加廣州市一宮青年美術幹部學習培訓。二○○三年獲國家
項目管理師稱號，任中航海南工程局北方地區項目總經理，富貴家族平台書畫培訓中心
教授，現為全國名人書畫藝術界聯合會主任委員，國家一級美術師，嶺南著名實力派書
畫家，人民藝術家，中南海國禮藝術家，中央直屬機關美術家協會會員。
中國畫——《大漠沙浪》由內蒙古自治區主席布赫收藏。
中國畫《紫氣東來》由中南海國禮中心收藏，並頒發——中南海國禮藝術家 稱號。
2015.9.20 由中國郵政出版素有《中國名片》的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暨世界反法
西斯戰爭勝利為主題的郵票、郵冊。
2016.3．6 由人民美術部頭版出版的——為全國兩會獻禮的專題報道。
更多關注——百度搜索“兩會嶺南葉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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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 今 明 先 生 於 1933 年 出 生，1952
年曾在中南海警衛局、國務院典禮局跟隨
周恩來總理，他主要負責中南海懷仁堂、
人民大會堂的國家慶典、外事接待等重要
大型活動禮賓工作，是中國第一代國家禮
賓官員。
   在 50 至 70 年代，古先生得到田世
光、李斛、傅抱石、姜燕、吳作人及陶一
清等大師之言傳手教，深得這些大師藝術
精髓，成為亦師亦友。及後籌辦中國宋慶
齡基金會。古氏結合各派藝術的特點而自
成一派，可謂書法中有畫，畫中有書法。

古今明先生與葉珊珊小朋友親切交談

周恩來先生

「民族之魂」作品藏於
香港孫中山紀念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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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質教育發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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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畫

" 身心健康，孝順父母 " 全港校際比賽
小學組——國畫

亞軍

冠軍
中華基督教會基慧小學 ( 馬灣 )
姓名 張衡
班別 5B
編號 國畫 3
名次 冠軍
40

油麻地天主教小學
姓名 岑汭錡
班別 P1
編號 國畫 2
名次 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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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質教育發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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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畫

" 身心健康，孝順父母 " 全港校際比賽
小學組——國畫

季軍

亞軍
荃灣官立小學
姓名 李曉欣
班別 P3
編號 國畫 4
名次 亞軍
42

學校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
    王錦輝中學 ( 小學部 )
姓名 甄海情
編號 國畫 1
名次 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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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逢秋祭大典，該院特別於文武廟放置一座由本地紮作大師製作，以去年「東華
三院 145 出巡．文武廟秋祭」活動為主題的機動花牌，讓參觀典禮人士細味去年巡遊
的盛況，當中包括董事局成員手持貢品隨文武二帝鑾輿而行，並有舞龍、舞獅及電音
三太子等特色活動助慶。
   傳統機動花牌由香港本地紮作師傅發明，流行於六、七十年代。每逢佳節，這種
機動花牌多放置於門外，屬於裝飾性的紮作，主要用風扇馬達、皮帶、銅鑼、伸縮裝
置及各種紙糊人物，以章回小說或歷史故事為題材，組裝成一個個會發出聲響，又有
人物來回活動花牌箱。
   位於上環荷李活道的文武廟為港九諸廟之冠，約建於一八四七年。文武廟因恭奉
文武二帝而得名，「文」代表文事，以文昌帝君為模範；「武」代表武功，以關聖帝
君為典型。文武廟具有重要的歷史和文化價值，古物事務監督根據《古物及古蹟條例》
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將文武廟列為法定古蹟。香港特區政府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亦正式
將由東華三院董事局舉辦的秋祭典禮 ，列為「香港首份非物質文化遺產清單」的項目
之一，相信秋祭大典在東華三院的堅持下，將繼續傳承永續。
   東華三院自 1870 年成立以來，一直秉承「救病拯危、安老復康、興學育才、扶
圖為東華三院己酉年主席黎時煖 BBS 太平紳士為秋祭典禮主祭，
並由應屆東華三院馬陳家歡主席暨董事局成員陪祭。

東華三院秉承中國傳統習俗
於法定古蹟文武廟舉行奉祀文武二帝秋祭大典
祈求香港安定繁榮

幼導青」的使命和承諾，時至今日，已發展成為全港歷史最悠久及規模最大的慈善服
務機構。在過去百多年，東華三院的醫療、教育及社會服務均有長足發展，迎合社會
需求，為市民提供收費低廉或免費的優質服務。現時東華三院共有 303 個服務單位，
包括 5 間醫院、28 個中西醫療衞生服務單位、53 個教育服務單位及 215 個社會服務
單位，涵蓋安老、兒童及青少年、復康及公共服務；另東華三院文物館負責宣揚東華
三院歷史、修復和保存機構檔案以推動保護文化遺產的工作，並設立東華三院檔案及
文物中心，讓珍貴文化資產得以儲存。

   東華三院於今天 ( 十月二十七日 ) 正午十二時在位於上環荷李活道的法定古蹟－
文武廟舉行每年一度的盛大秋祭大典，邀得東華三院己酉年主席黎時煖 BBS 太平紳士
主祭、應屆東華三院主席馬陳家歡女士暨全體董事局成員陪祭、東華三院顧問暨辛巳
年主席周振基教授 SBS BBS 太平紳士擔任頌祝者，以及東華三院顧問暨戊辰年主席
余嘯天 BBS 太平紳士出任贊禮者。該祭典秉承中國文化傳統，悠來已久，意義深遠，
不少官紳名人及市民均慕名前來觀禮。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梁振英 GBM GBS 太
平紳士亦撥冗出席觀禮，見證這承傳多年的傳統習俗。
   馬陳家歡主席表示，中國以農立國，自古以來，每逢秋季百穀豐收之際，都會舉
行祭祀活動以慶祝收成及酬謝神恩。東華三院一向尊重中國固有禮教及文化傳統，因
此至今仍秉承傳統習俗，每年舉行奉祀文武二帝秋祭典禮，為本港市民祈福消災。為
表示對祭典的尊重，主祭人、頌祝者、贊禮者及該院董事局成員均依照傳統穿上長袍
玄褂行禮，儀式莊嚴隆重，進行的祭禮包括降神禮、初獻禮、恭頌祝禮、亞獻禮、三
獻禮、望燎禮及辭神禮。
   今日參與陪祭的東華三院董事局成員分別有主席馬陳家歡；副主席李鋈麟、王賢
誌、文穎怡；總理鄧明慧、洪若甄、區宇凡、馮少雲、廖偉麟、馬清揚、李曠怡、趙怡、
譚鎮國、韋浩文、何猷啟、蔡加怡及曾慶芸；以及執行總監蘇祐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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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東華三院顧問暨戊辰年主席余嘯天 BBS 太平紳士 ( 左六 )、東華三院顧問暨辛巳年主席周
振基教授 SBS BBS 太平紳士 ( 左七 )、東華三院己酉年主席黎時煖 BBS 太平紳士 ( 左八 )、應
屆東華三院馬陳家歡主席伉儷 ( 左十及十一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梁振英 GBM GBS 太
平紳士 ( 左九 ) 及東華三院仝人於文武廟前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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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居美食
烹製方法：1. 羊肉切成塊，焯水時放入薑片和陳皮可以去除羊騷味，撈

冬令補品—羊肉

起沖淨待用。

   李時珍在《本草綱目》中說：“羊肉能暖中補虛，補中益氣，開胃健身，益腎氣，
養膽明目，治虛勞寒冷，五勞七傷”。
   寒冬臘月裡正是吃羊肉的最佳季節。在冬季，人體的陽氣潛藏於體內，所以身體容
易出現手足冰冷，氣血循環不良的情況。按中醫的說法，羊肉味甘而不膩，性溫而不燥，
具有補腎壯陽、暖中祛寒、溫補氣血、開胃健脾的功效，所以冬天吃羊肉，可以促進血
液偱環，增加人體熱量，既能抵禦風寒，又可滋補身體，實在是一舉兩得的美事。對一
般風寒咳嗽、慢性氣管炎、虛寒哮喘、腎虧陽痿、腹部冷痛、體虛怕冷、腰膝酸軟、面
黃肌瘦、氣血兩虧、病後或產後身體虛虧等一切虛狀均有補益效果，最適宜於冬季食用，

      2.先將鍋內下油燒熱，放蔥薑爆香，加入羊肉煸炒，煸炒後
再放入豆瓣醬和老抽炒至上色。
      3.加入料酒、鹽、糖、八角、桂皮、陳皮、香葉、辣椒干、
茴香、大蔥、老薑、枸杞、大棗，加水至蓋過羊肉後調至
大火去除浮沫。
      4.再將羊肉轉入砂煲加蓋小火煲半小時，關火15分鐘後調至
大火放入蘿蔔，水沸後調至小火煲至酥爛後，加雞精、胡
椒粉調味，放香菜末即可。

故被稱為冬令補品。
   羊肉的吃法很多，爆、炒、烤、燒、醬、涮等等不一而足。不過因為它有一股令人
不快的膻味，而受到一部分人的冷落。建議您在烹調羊肉時，可以加入適量的料酒和生
薑，這樣不僅可以去膻氣，還能保持羊肉原有的風味。
但羊肉的氣味較重，對胃腸的消化負擔也較重，並不適合胃脾功能不好的人食用。和豬
肉牛肉一樣，過多食用這類動物性脂肪，對心血管系統可能造成壓力，因此羊肉雖然好
吃，不應貪嘴。暑熱天或發熱病人慎食之。

紅燜羊肉煲
材料﹕
白蘿蔔 .................................................... 1 根
帶皮羊肉 ............................................... 1 斤
大棗 ........................................................ 5 個
豆瓣醬 .................................................... 30 克
老薑 ........................................................ 2-3 片
老抽 ........................................................ 2 茶匙
八角、桂皮、陳皮、香葉 ................. 少許
辣椒干、茴香 ....................................... 少許
大蔥、香菜、杞子 .............................. 少許
鹽、糖、雞粉 ....................................... 少許
料酒 ........................................................ 少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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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好啲』花膠海味專門店既使命係同大家一齊揀飲揀食，配合時令，
搵靚食材！讓大家可以滋補養生同時又食得招積！中國有三千年歷史，
當中飲食文化源遠流長，讓我們一齊發掘我地大家共同擁有既飲食寶藏！

樂怡生活讀者專用 [ 食好啲花膠海味專門店 ] 訂購表格
請填妥以下資料，Whatsapp/ 電郵 / 傳真 / 至本公司，讓我們儘快跟進閣。
聯絡人︰       

送貨地區 / 地址 ( 工商業區 )：

電話︰        

送貨方式：順豐站提取 / 工商業區順豐送貨 / 觀塘店提取

www.facebook.com/eatodhk/
請 Like 我們專頁，日日都可以接收靚食材資訊！

日本特選禾麻鮑

印尼野生白花膠

日本皇冠吉品乾鮑

印尼天然燕窩

生開鰵魚公肚

北海道刺參

西藏那曲冬蟲夏草

非洲鴨泡肚

西藏特大羊肚菌

聯絡方式： 3709 2309（公司電話）或 請用 Facebook messenger 直接向我們聯絡及查詢，客戶
服務部同事會個別用 whatsapp（6690 9863）或公司電話 與閣下聯絡溝通和跟進，多謝支持！

地址：九龍觀塘興業街 14 號 永興工業大廈 13 樓 C10A 室
電話：3709 2309         Whatsapp 查詢： 6690 9863（客戶服務部同事）
電郵：eatodhk@gmail.com    傳真：3007 1992    網站：www.eatodhk.com

編號

貨品名稱

規格 ( 約數 )

價錢 (HK$)/ 單位

F001

印尼野生白花膠

110-120 頭

$3,150/ 斤

F003

印尼野生白花膠

45 頭

$6,390/ 斤

F006

生開鰵魚公肚

20 頭

$3,850/ 斤

F007

生開鰵魚公肚

12 頭

$4,380/ 斤

F011

非洲鱸魚膠筒（鴨泡肚） 70-75 頭

$810/ 斤

F012

非洲鱸魚膠筒（鴨泡肚） 38-42 頭

1,080/ 斤

F015

非洲鱸魚膠筒（鴨泡肚） 4-5 頭

$2,180/ 斤

F017

印尼咸水鱸魚膠

9頭

$1,950/ 斤

F028

北歐鱈魚膠

110 頭

$338/ 斤

F018

北歐鱈魚膠

30-32 頭

$550/ 斤

F020

南美小扎膠公

40-45 頭

$880/ 斤

F022

巴西扎膠公

25-27 頭

$1,480/ 斤

F023

巴西扎膠公

6.3 頭

$4,290/ 斤

F027

印尼野生白花膠

60 頭

$5,280/ 斤

F045

西非野生鴨脷膠公

12-13 頭

$1,080/ 斤

SC001

北海道 湧別刺參

85-90 支裝

$5,680/ 斤

SC008

意大利野生海參

70-80 支裝

$560/ 斤

A002

日本皇冠牌吉品乾鮑

35 頭

$4,080/ 斤

A003

中東乾鮑

16-17 頭

$4,480/ 斤

A004

南非吉品

18-19 頭

$2,480/ 斤

A012

日本特選禾麻鮑

29 頭

$6,480/ 斤

BN001

印尼特級燕碎

特級

$1,800/500 克

C001

那曲冬虫夏草

115 支裝

$7,880/ 両

H001

西藏特選超大羊肚菌

特選

$145/ 両

H002

青海特大黑杞子

特大

$188/4 両

訂購數量

包裝及配送說明：1）本店產品採用高級獨立包裝，外加順豐紙盒加上 bubble 紙保護包裝。
2）運輸費用：本地運輸採用順豐，費用跟據實際收取之費用計算，一律採取到付。凡於推廣
期間，購物滿 HK$2,000 或以上會即時於貨款中減扣 HK$30 當作免運費。貴客每一次購物只
可獲一次免運費優惠；同時本優惠只適用於採用順豐之客戶。

園心食品有限公司

Garden Heart Food Ltd.
主要產品

「秋海棠」為讀者和屋苑住戶提供有機糧食和特色粉麵製品
訂戶姓名：           訂戶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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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樂怡服務「台灣美食推介」訂購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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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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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訊地址：                    

推廣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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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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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屬 於自產 , 加工 , 直銷 , 售後服務
香港主要市場
等一站式平台服務。內地各省分佈的種植
• 零售市場 : 本港中 / 小型家庭
農場和合作農戶 , 以應付不同季節都能夠
•連
 鎖式餐廳及快餐店 , 以附
全年供應優質蔬菜 , 穩定生產及質量 , 以
設中央廚房為主
配合大量需求亦穩定供應 ;
• 特 選餐飲服務機構 : 深加工
• 用量較大品種 : 紅蘿蔔 , 洋蔥 , 蕃茄 , 薯仔 ,
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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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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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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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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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出馬。05 年 12 月，由於貨運錯將毒蛇當水律交貨，她被五步毒蛇咬傷右手掌，幸好
以家傳秘方緩毒再趕到深圳人民醫院急救才挽回一命。事隔 21 年，被咬的右手掌心現
仍發黑。
   “蛇后”不但是捕蛇高手，還具商業頭腦。早年她感到蛇鋪不能獨沽一味做生蛇，
應發展多元，於是鼓勵兩個弟弟到酒樓學廚，學成即回蛇店研撰蛇譜。該店現時蛇羹、
蛇宴，全是由兩位弟弟掌廚，更能保證質量。「太史五蛇羹」
蛇羮貨真價實

以拆蛇如絲、刀章見細聞名，“蛇王協”蛇羹則以大
塊見稱。“蛇后”話並非刀章未到家，而是表示
真材實料，令顧客感到抵食。

   「秋風起、三蛇肥」，又是

   “蛇后”除了主理店鋪生意，經常應邀

食蛇時節。

到團體推廣防蛇經驗 ; 食蛇節令，晚上又會

   食蛇文化在華南源遠流長。

到社團蛇宴聚餐“講蛇經”，並免費提供秘

明代名醫李時珍「本草綱目」對

製蛇膽酒供大眾品嚐，推廣食蛇文化不遺餘

食蛇滋補功效評價甚高 ，泡製得

力!

宜的蛇羹令人甘之如飴。清末年
間膾炙人口的“太史五蛇羹”今
難吃上，但坊間酒樓食肆、社團，
每年中秋過後至春節前便推出蛇
宴 ; 蛇王牌頭的蛇鋪，亦泡製蛇
羹應市，老饕只要知門路，可大
快朵頤。
   處於街頭巷尾的蛇鋪，沒有
堂 煌 裝 修、 設 備 簡 陋 卻 其 門 若
市，當然是出品拔萃。例如深水
埗鴨寮街的“蛇王協”，鋪面其
貌不揚卻客似雲來。當中有老街坊、亦不乏風聞而來的區外客。“蛇香不怕巷子深”，
在區內創業逾半世紀之食蛇殿堂，以用料上乘、刀章見細，享有盛譽，與蛇打交道近半
個世紀的第二代掌門周嘉玲 ----- “蛇后”，亦令海外遊客慕名而至。
   土生土長的“蛇后”，當年是離開學堂，就投身蛇業。上世紀七十年代初，她離開
學校，主動要求到父親的蛇舖幫手，父親原來認為女仔之家在蛇舖幫手不太合適 ! 而且，
年紀又小擔心會「三分鐘熱度」。後來在她的苦苦要求下，想到在家待業，不如讓她到
蛇舖見見世面。初初接觸活蛇話唔怕是假，但路是自己選的，點都「唔衰得」! 一邊在蛇
舖跟父親學習，晚上又到夜校進修學業，提高文化水平。
   憑此犟勁，克服種種困難，就此與“龍”共舞近半世紀。
   悠長歲月，“蛇后”捕蛇無數。最威水一役是 97 年 6 月。西貢水警基地報稱船上

太史五蛇羮十分
講究刀功

發現一條大蚺蛇。她帶同手套、繩索簡單工具輕裝上陣。殊知現蜷伏在船艙的大蛇是奇
毒無比、長 14 呎、重 9 斤巨型過山烏，她就是憑著一對巧手將蛇活捉。“蛇后”智擒“蛇
王”，媒體沸沸揚揚，由是登上“蛇后”寶座。此後無論是政府部門抑民間有蛇經常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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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宴美食

Inge 綠色小熊
   今期繼續介紹 Gloria 老師另一

款經典作品，Inge 綠色小熊。這一

•德國嚤唏 35 X 32 cm

隻小熊曾刊載於德國雜誌 TEDDYS

•玻璃眼珠 1 對 6 mm

Kreativ，老師亦是首位獲 TEDDYS

•填充物

Kreativ 邀請發表作品之香港泰迪熊

•麂皮或絨布 10 X 10 cm

藝術家，可見地位非凡，為港增光。

•繡鼻線
•頭、手和腳共 5 組關節

下期預告 : 想親手製造聖誕飾物
送給朋友或掛聖誕樹 ? 敬請留意
下期 12 月號

# 製做方法請參考Gloria老師
另一著作縫出彩虹第21頁

布公仔天地
地址：九龍尖沙咀麼地道 67 號半島中
心 110 號舖
電話：2739 7266
電郵：bears@hktba.com.hk
網址：www.hktba.com.hk
Facebook： https://facebook.com/
gloriachan.hkbear

按比例放大 1.5 倍

手作狂熱愛好者雷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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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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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秋冬流感高峰期，注意家居衛生，流感病毒，交叉感染不可輕視
城市人大部分時間在辦公室工作，你和同事及顧客每日都和
細菌、病毒及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VOC) 共處。我們身處人
口密集的城市，空間有所限制，因此家居環境亦成為細菌病
毒的溫床！兒童，長者及長期病患者的免疫系統相對較弱，
更容易受病菌感染，直接影響健康。

I-SACA® 等離子空氣滅菌淨化機能有效地消滅細菌、病毒及分解揮
發性有機化合物。
在 Plascide® 等 離 子 裝 置
內，透過大量微型閃電，
產 生 高 能 量 的 正、 負 離
子，從而破壞並殺滅空氣
中的致病原。

測試主要針對各種微生物和致病原其中包括：
●

流感病毒（H3N2） 「抗藥性」金黃色葡萄球菌（MRSA）

經實驗室驗證的淨化百份比：

樂怡生活讀者專用 [I-SACA® 滅菌淨化系統 ] 訂購表格
原價 HK$23,380 樂怡生活讀者優惠 HK$22,280 ( 只限首 20 部 )
請填妥以下資料，Whatsapp/ 電郵 / 傳真 / 至本公司，讓我
們儘快跟進。
聯絡人︰      
送貨地址：
查詢：3709 2309 Whatsapp 查詢：6690 9863 / 5542 1331
(Authorised Dealer : Tomsshk.com Ltd. / 食好啲 / MaliMaliGo)
十多年來，一直帶領室內空氣質素研究及技術的領導者 — 甲壹科技有限公司採用
創新的 Plascide® 等離子滅菌技術，為未來優質生活提供一個安全、健康及潔淨
的生活環境。I-SACA® 產品系列配備 Plascide® 專利滅菌技
術，有助大大降低細菌病毒交叉感染的風險，並迅速把清新潔淨

●

細菌 > 97％

的空氣帶到你的工作及居住環境。

●

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72％

I-SACA® 滅菌淨化系統的客戶 ( 部份 )

技術測試及驗證：
● 經香港大學及香港城市大學微生物

電話︰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 羅湖及落馬州過境站

香港大學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香港國際機場飛機升降控制塔      

香港城市大學

香港科技園公司

學家測試，證實其快速而有效的殺
菌效果；
● 產 品 通 過

SGS 測 試， 能 有 效 消 滅

空氣致病原體及揮發性有機化合物（VOC）；
● 經中國廣州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CDC）認證，適用於醫院及

醫療診所。
體積 : 56.6 厘米 ( 長 ) X 35.8 厘米 ( 濶 ) X 66.3 厘米 ( 高 )
淨重 : 28 公斤     使用範圍 : 200-1,200 平方呎

<家中(嬰孩，兒童，長者及長期病患者)，醫院診所，辦公室及教員室等特別適合使用。>

  

口 服 抗 過 敏 藥 物 主 要 分 為 三 大 類： 抗

組 織 胺（Antihistamines）， 類 固 醇
（Corticosteroids）和白三烯素受體拮抗劑
（Leukotriene Antagonist）。 口 服 類 固
醇一般只限於治療嚴重的過敏症（例如嚴
重的蕁麻疹和抗藥性濕疹），並需要醫
生處方才能服用。而白三烯素受體拮抗
劑， 例 如 孟 魯 司 特（Montelukast），
亦需要醫生處方，用來治療過敏性鼻炎。
它能有效減少鼻水、打噴嚏、眼部敏感等
徵狀。常用於治療同時患有哮喘和過敏性鼻
炎病人。而口服抗組織胺一般並不需要醫生處
方，可以在藥房購買。
   組織胺是身體為對應外來刺激而產生的物質，是人
體防禦系統中重要的一環。但當免疫系統把致敏原
當作有害物質，令體內釋放過多的組織胺時，過

淺談口服抗過敏藥

敏反應便會產生。抗組織胺是治療輕微至中度敏
感的主要藥物。按照其藥理可分為第一代及第二
代兩類。

   過敏症源於身體免疫系
統對環境中的某些致敏原

   第 一 代 的 抗 組 織 胺 藥 效 迅 速， 收 鼻 水 效 果

產生過度反應。人體可

顯 著， 是 一 般 傷 風 感 冒 藥 常 見 的 成 份。 常 見 的

透過吸入、進食、接觸

包 括 氯 苯 那 敏（chlorpheniramine）、 苯 海 拉 明

或注射等途徑接觸致敏

（diphenhydramine）和異丙嗪（promethazine）。第

原。常見的致敏原包括

一代抗組織胺的中樞神經副作用較明顯，容易令人昏昏欲睡，

花粉、塵蟎、堅果、蛋白、

服藥期間應避免駕駛或操作機械，以免發生危險。它們的抗

動物毛髮、蝦蟹、藥物和疫

乙醯膽鹼副作用也較強，可造成口乾、排尿困難、便秘和

苗。過敏的徵狀會有流鼻水、打

視力模糊，患有青光眼及前列腺增生的病人應慎用。

噴嚏、眼睛痕癢、流眼水、皮膚出疹、紅腫、氣喘、
嘔吐及肚瀉等。嚴重的過敏更會令到支氣管收縮，誘發

   第二代的抗組織胺相比第一代較少令人產生睡意和較少

急性哮喘，亦可以令血壓下降，引致休克。若未能及時對患者

出現口乾、便秘和小便困難等副作用，所以較易被患者接受。

進行急救，嚴重的過敏反應可以致命。

常見的包括西替利嗪（cetirizine）、氯雷他定（loratadine）和
非索非那定（fexofenadine）。第二代抗組織胺的藥效較長，只需

   治療過敏的最佳方法是找到引致過敏的原因，然後避免與它接

每天服食一次，便能有效控制一般敏感症狀。雖然抗組織胺可以在藥房購買，但如果病人

觸。例如恆常保持家居清潔，減少塵蟎積聚，留意食物成分，避免

患有其他疾病或需要同時服用其他藥物，使用前應先諮詢醫生或藥劑師意見，了解與其它

誤服致敏食物等。但有些環境中的致敏原，往往難以完全避免，適當的

藥物之間可能產生的相互作用，以確保安全。

使用藥物能有效舒緩症狀，改善患者的生活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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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藥劑師Je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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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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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花粉 108 片 / 瓶
港幣 $165/ 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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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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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國寶級國珍破壁松花粉全面保健 :
• 心腦血管疾病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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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
• 頑疾化療者 ;
• 呼級系統疾病者 ;
• 亞健康人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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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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花鈣奶 18 包 / 盒
港幣 $149/ 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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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茶籽油 500ml，2 瓶 / 盒，港幣 $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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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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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傳）

手機通識

小心手機帳戶被盜用
   使用信用卡消費雖然方便，不過卻存在資料被盜用的隱憂，如果不作好
保安，分分鐘會成為下一個受害者。近日在網絡上突然出現了大量 Google
帳號被盜個案，以綁定了的信用卡購入大量遊戲道具，受害者慘被「屈錢」，

白羊座

金牛座

雙子座

代入情人的角度去思考，就
會產生共鳴感，令你們關係
更好，單身就不要埋怨緣份
差，越怨只會越沒有緣。裝
傻心態面對工作會對你有利。
幸運石：橙色方解石

發現情人重覆犯錯，要先查明一
切再討論吧。學習了解心儀對象
的思維，才可以令關係有突破。
與同事出現溝通不良，解決問
題就要先找回大家的目標。
幸運石：茶晶

認為情人覺得自己可有可無而
發脾氣，請先冷靜，是你想多
了。在不適當的地方找新對
象，只會浪費時間。自視過高
的態度是會令上司不滿的。
幸運石：綠螢石

巨蟹座

獅子座

處女座

你學懂少說話多聆聽，於是情人
更愛你。沒有對象的，期望新
對象會是最完美的，於是令新
對象抗拒你。對工作吹毛求疵，
令別人對你的信任都減低了。
幸運石：太陽石

注意你過敏的情緒，令你與情
人的關係變得緊張，單身要了
解你感情的陰暗面，解決了就
能吸引到新對象。和同事的合
作出現問題，要仔細了解。
幸運石：拉長石

和情人感情穩健，加強心靈溝
通會更上一層樓。記掛過去感
情而看不到眼前人的優點，會
令新人離你而去。工作上終於
擺脫束縛，開始大展拳腳。
幸運石：黑曜石

天秤座

天蠍座

人馬座

把大家感情放於首位，會容易
解決冷戰問題。天真和理想化
的想法，令新對象不願意對你
信任。工作必須要好好判斷先
後輕重，才可以順利完成。
幸運石：青金石

了解情人出現困難不想添加壓
力，令大家關係更和睦。用以
柔克剛方法和心儀的人相處，
就可以令關係有突破。工作上
要盡快解決人際關係的問題。
幸運石：螢石

與情人相處不自覺出現的雙重
標準，要盡快處理。單身正處
於感情低潮期，別要再為舊情
傷神了。工作上不斷搧風點火
挑起問題會令同事針對你的。
幸運石：海藍寶

山羊座

水瓶座

雙魚座

一直追問情人「點解」會出
現爭吵，冷靜會對關係更有
益。多為自己打氣會加快擺
脫單身的日子。需要學習更
多知識，令工作有突破。
幸運石：粉晶

放下不安感再次投入和情人
熱戀中，要好好珍惜。忘記
了解新對象想要甚麼所以白
忙一場。別衝口而出而答應
同事自己應付不來的事。
幸運石：藍紋瑪瑙

鬥氣，各不相讓，會令你和情
人關係更僵，要先冷靜。仍未
學懂如何戀愛，嘗試在書本了
解一下。準確將難題回報給上
司，找尋更好的解決方法。
幸運石：白水晶

有的幾千，有的過萬。各位可能在網上已看到，甚至有朋友中了招。今次
就帶大家立即了解一下。

檢查自己有沒有中招 / 被可疑裝置登入過

   要檢查自己有沒有中招，最簡單直接的方法當然
是上 e-banking 檢查信用卡使用記錄。此外，其實
Google 也提供了一些方法：

Google Wallet 購買記錄
Android 裝置登入記錄
   在 Google 的「資訊主頁」可以查看各種 Google
服務的使用資料，當中可追查所有使用過此 Google 帳號
的 Android 裝置記錄。如發現有可疑的裝置，更可按「管理裝
置」得知其 GPS 位置，甚至是作資料清除。

最近登入活動

   Google 早前曾加入「最近活動」功能，可查看各裝置的登入時間以及
所進行過的活動，而且會顯示 IP 地址及 GPS 地圖，方便得知可疑登入。
下期再教大家如何防止被盜的小方法

恒訊手機維修
• 爆ＭＯ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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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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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鴨膶腸

風皇腸

5両(細包)$62 5両(細包)$62
12両(大包)$138 12両(大包)$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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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臘肉
半斤裝
每包$80

蓮香老餅家

地址： 威靈頓街 160-164 號
電話：2544 32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