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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發地點
比華利山 (跑馬地)
威德閣 (炮台山)
清暉臺  (炮台山)
耀星華庭 (北角)
富家閣 (北角)
麗東海景豪園  (筲箕灣)
寶華軒 (堅道)
嘉兆臺 (羅便臣道)
曉譽 (西營盤)
京士柏山 (油麻地)
翠匯軒 (油麻地)
亮賢居 (大角咀)
曉暉花園 (牛池灣)
新都城一期 (將軍澳)
新都城二期  (將軍澳)
賀龍居 (何文田)
根德閣 (何文田)
花都廣場 (粉嶺)
御皇庭 (粉嶺)
翠華花園 (沙田)
沙田第一城 (沙田)
新港城一期  (馬鞍山)
新港城二期 (馬鞍山)
新港城三期 (馬鞍山)
新港城四期 (馬鞍山)
比華利山別墅 (大埔)
豫豐花園 (屯門)
叠茵庭 (屯門)
尚悅 (元朗)
百匯軒 (旺角)
淺月灣 (大埔)
翠疊軒 (元朗)
星匯居 (西九龍)
城中匯 (紅磡)
天宏苑 (黃大仙)
盛馬苑 (何文田)

Palm Court  (羅便臣道)
富達廣場 (元朗)
光華廣場 (元朗)
合益商場 (元朗)
元朗貿易 (元朗)
華麗廣場 (太子)
東貿廣場 (柴灣)
香港商業中心 (石塘咀)
寶業大廈 (荃灣)
新科技廣場 (新蒲崗)
天樂廣場 (灣仔)
思銳培育世界 (銅鑼灣)
銅鑼灣分校 (銅鑼灣)
灣仔分校 (灣仔)
北角分校 (北角)
西營盤分校 (西營盤)
得寶花園分校 (淘大)
荃灣分校 (荃灣)
馬鞍山分校 (馬鞍山)
元朗分校 (元朗)
香港孟子學院 (灣仔)
慧明教育中心(銅鑼灣)
俄國文化協會 (佐敦)
蒲公英學會 (太子)
生活教室 (新蒲崗)
中業校友會 (太子)
布公仔天地 (尖沙咀)
紅點子(土瓜灣)
藝海之家 (紅磡)
國際文化教育協進会 (旺角)
臻美畫苑 (灣仔)
雅玉珠寶 (油塘)
政府人員協會 (油麻地)
廣東社團總會 (上環)
海上絲綢之路協會(灣仔)
世界六通拳總會 (佐敦)

  「樂怡服務」（The Privilege Club Services Limited）是策劃屋苑增值服務和機構、

團體、企業，公關宣傳活動的專業公司，以量體裁衣式的策劃，提供專業、優質的服務。

香港廣州社團總會(柴灣)
香港廣州地區聯會 (灣仔)
香港漢港聯誼會 (觀塘)
旺角街坊福利會 (大角咀)
旅港興寧同鄉會(尖沙咀)
香港五金商業總會(油麻地)
福利建築 (灣仔)
旅港增城同鄉會 (太子)
西營盤坊眾服務中心 (西營盤)
香港中西區婦女會 (上環)
香港番禺市橋(海內外)聯誼會 (油麻地)
香港島各界聯合會 (上環)
香港何耀光基金會  (灣仔)
香港斐濟總商會 (旺角)
坊眾社區服務中心 (中環)
越秀企業集團企管部 (灣仔)
蓬瀛仙館 (粉嶺)
正荆社 (西環)
健康醫療所 (旺角)
中正中醫治療中心 (灣仔)
天正脊醫痛症中心 (中環)
中國醫學研究中心 (旺角)
西醫何仲賢醫務所(旺角)
香港中藥聯商會(上環)
香港南北藥材行以義堂商會(上環)
香港參茸藥材寶壽堂商會(上環)
恒迅手機維修 (旺角)
My Home (將軍澳)
普羅旺斯餐廳 (新蒲崗)
銀河餐廳 (新蒲崗)
蓮香樓 (中環)
蓮香居 (上環)
尚悅薈餐廳 (元朗)
悅來酒店百薈軒 (荃灣)
秋海棠 (石塘咀)
園心食品 (旺角)

美髮2000 (佐敦)
因果堂 (觀塘)
聯美發展 (尖沙咀)
富恆物業 (旺角)
國際執法裝備 (旺角)
溢邦貨運 (荃灣)
港九罐頭洋酒伙食行商會(上環)
星攻略文化制作 (尖沙咀)
豪門眼鏡店 (新蒲崗)
城市汽車 (九龍灣)
香港的士電召中心有限公司 (荔枝角)
打邊爐海鮮火鍋燒烤店 (土瓜灣)
福生置業 (筲箕灣)
蛇王協 (深水涉)
Coffee Lover (觀塘)
明愛莊月明中學 (華富邨)
旅港增城商會(灣仔)
中華網龍 (長沙灣)
兆萬中心地庫2層B208 (旺角)
又一村花園(九龍塘)
田心村(大圍)
沙田大圍村(沙田)
北角街坊福利會(北角)
西貢鄉事會(西貢)
坑口鄉事會(將軍澳)
悦心大厦(西營盤)
COFFEE Lover(觀塘)
漢榮書局有限公司 (油麻地)
龍景大廈業主立案法團 (鰂魚涌)
香港五金商業總會 (油麻地)
香港南山社團總會 (旺角)
香港南園同鄉會 (旺角)
香港番禺鄉親聯合會 (油麻地)
香港石碁聯誼會 (油麻地)
香港白雲聯會 (柴灣)
香港穗郊同鄉聯誼會 (柴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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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是中國的首都，簡稱「京」，是中國的政治、文
化和國際交往中心。北京的文化底蘊博大精深，既有豐富
多采的古代景點，也有現代的人文景觀。季節分明：春季
略有風沙，氣溫偏低；夏季炎熱有陣雨；秋季天高氣爽，
是旅遊的黃金季節，但深秋早晚較涼，中午較熱；冬季則
氣候乾燥、寒冷，雪較少。

故宮
  故宮（又稱紫禁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
界文化遺產，1987 年）：北京故宮，舊稱紫
禁城，位於北京中軸線的中心，是明清兩個朝
代二十四位皇帝的皇宮，佔地面積 72 萬平方
米，建築面積約 15 萬平方米，現存規模最大
的宮殿型建築。明成祖朱棣永樂四年（1406
年）開始營建，永樂十八年（1420 年）落成。
現為故宮博物院的所在地。北京故宮是第一批
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第一批國家 5A 級旅
遊景區，1987 年入選《世界文化遺產名錄》，
2012 年單日最高客流量突破 18 萬人次，全年
客流量突破 1500 萬人次。同時，中國故宮和
法國凡爾賽宮、英國白金漢宮、美國白宮、俄
羅斯克里姆林宮共稱為世界五大宮。

4

頤和園
  頤和園（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遺產，
1998 年）：頤和園是清朝的皇家行宮和大型
皇家園林，位於中國北京市海淀區西北，佔地
290 公頃（合 4400 畝）。頤和園修建於清朝
乾隆年間（原名清漪園）、重建於光緒年間，
曾屬於清朝北京西郊三山五園之一。頤和園素
以人工建築與自然山水巧妙結合的造園手法著
稱於世，是中國園林藝術頂峰時期的代表。

長城
  長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遺產，
1987 年）：是古代中國為抵禦侵襲，修築規模
浩大的軍事工程的統稱。長城東西綿延上萬華
里，因此又稱作萬里長城。長城是中國古代建造

的最為宏大的工程之一。作為京城西北之要塞屏
障，居庸關擁有完善的防禦體系。自北而南分別
由岔道城、居庸外鎮（八達嶺）、上關城、中關
城（居庸關）及南口五道防線組成，而居庸關則
作為整個體制之指揮中心。長城的存在，對古代
中國來說，也是一個防禦入侵的精神防線。而在
近代，中國人更以長城作為中國的象徵。

天壇
  天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遺產，
1998 年）：位於北京市東城區，是明清兩朝帝
王祭天、祈穀和祈雨的場所。是現存中國古代
規模最大、倫理等級最高的祭祀建築群。1961
年，天壇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布為第一
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之一。1998 年，「北
京皇家祭壇—天壇」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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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里屯
  三里屯原為距北京城牆三里地的農舍，因
而得名「三里屯」，三里屯 ( 太古里 ) 由 19 座
低密度的當代建築布局而成的開放式購物區，
整區分為南、北兩個區域，既與周邊建築融合
在同一區域之中，同時也保持著獨立性，匯集
了美食、購物和自在玩樂等好去處。

798 藝術區
  北京現當代藝術的地標為位於北京市朝陽
區大山子地區的一個藝術園區，即 798 藝術
區，建築多為德國的包浩斯風格。由於租金低
廉，來自北京周邊和北京以外的藝術家開始聚
集於此，逐漸形成了一個藝術群落。

奧林匹克體育公園
  於 2008 年舉辦第 29 屆奧林匹克運動會
開、閉幕儀式，以及進行田徑等一些重要比賽
的主場館，因外形酷似鳥巢而得名「鳥巢」，
而另一個因外貌極具科幻感而得名「水立方」
則為進行游泳、跳水、花 式游泳等比賽的主場
館。

胡同
  「胡同」自元朝建都北京後，就一直沿用
下來，已有七百多年歷史。坐三輪車遊胡同體
會北京特有的古老小巷，緬懷百年北京最具體
的遊程，車伕會載著乘客在胡同內來回穿梭，
讓您了解當地生活。史家胡同博物館首家以胡
同為主題的博物館， 展示老北京原貌，2015
年 3 月份由中國第一夫人陪同英國威廉王子到
此參觀。

世貿天階
  世貿天階位於北京市朝陽區，毗鄰知名的
三里屯和秀水街，坐落於北京商務中心區中，
由兩翼商業門市店和兩座寫字樓組成，並擁有
全亞洲最大的一塊液晶顯示屏「夢幻天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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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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名讀者只可競猜一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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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圖是用 10 根火柴支拼成的兩個杯口朝上的茶

杯，請移動其中的 4 根火柴支，使它變成兩個杯

口朝下的茶杯。

上期遊戲得獎幸運兒

9

歷史通識填充題
有獎遊戲
地址 : 沙田第一城
姓名 : 麥先生

地址 : 新都城
姓名 : 楊小姐

       百字謎遊戲
地址 : 沙田第一城
姓名 : 李小姐

地址 : 馬鞍山新港城
姓名 : 陳小姐

有獎燈謎會
地址 : 香港仔中心
姓名 : 馬小姐

地址 : 迎海
姓名 : 冼先生

趣味小遊戲
地址 : 麗東海景豪苑
姓名 : 譚先生

地址 : 御皇庭
姓名 : 何先生

金泊畫裝飾
（數量 1）

金泊畫裝飾
（數量 1）

金泊畫裝飾
（數量 1）

金泊畫裝飾
（數量 1） 燈謎答案：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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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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敬瑭在河東的兵力不足以抵擋後唐的進攻，因此石敬瑭決定求救於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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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漢
（約公元 947 年 —
公元 951 年）

  後漢（947 年－ 951 年）是五代十國的
第四個朝代，同時也是最後一個由沙陀人建立
的中原王朝。後漢政權存在只有兩朝共四年，
是五代十國中歷時最短的政權，也被一些學者
（例如錢文忠 ) 認為是中國歷史上最短命的「中
央政權」。主要原因是劉知遠不懂治國，朝
中爭鬥激烈、動則族誅，最後其子隱帝為部屬
郭威所殺而亡。郭威滅後漢而立後周。後漢被
後周郭威所篡後，後漢高祖劉知遠的弟弟、鎮
守晉陽的河東節度使劉崇在太原繼位稱帝，自
稱延續漢祚，然政權之疆域及地位均已改變，
史家一般作為新政權或殘餘政權定位，稱為北
漢。
  開國君主劉知遠為世居太原的沙陀人，原
為五代後晉河東節度使。947 年，乘契丹陷開
封而於太原稱帝，國號漢，史家稱「後漢」，
以別於漢朝。自稱為東漢顯宗八子淮陽王劉昞
之後。後攻克中原，定都於汴京（今開封）。
948 年劉知遠二子劉承祐嗣位，即後漢隱帝。
950 年李守貞等藩鎮發生叛亂，漢隱帝命郭威
平之，但漢隱帝猜忌郭威，欲殺之，郭威進而
反叛。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951 年 1 月 1 日）
劉承祐被殺，後漢亡。

後晉
（約公元 936 年—
公元 947 年）

  後晉（936 年 -947 年）是中國歷史上五代十國時期的一
個朝代，從後晉高祖石敬瑭 936 年滅後唐開國到契丹 947 年
滅後晉一共經歷了兩個皇帝，12 年。為與司馬氏的晉朝相區
別，又別稱為石晉。後晉也是中國歷史上最早出現的少數民族
政權冊立的傀儡政權。後晉的開國皇帝沙陀人石敬瑭是後唐開
國的功臣，他曾經多次在危難中救護後唐開國皇帝李存勖和明
宗李嗣源。李存勖和李嗣源都十分器重他，李嗣源甚至將自己
的女兒嫁給了他。後唐建立後石敬瑭任河東節度使（今山西），
石敬瑭成為當地軍民最高指揮官。石敬瑭在河東政績很高，而
且生活清廉，很受當地人的歡迎。但李嗣源死後後唐內部互相
侵壓，石敬瑭受李從珂的猜忌，因此漸漸產生了反唐的計劃。
當李從珂決定將石敬瑭調離河東時，石敬瑭決定反唐。
  石敬瑭在河東的兵力不足以抵擋後唐的進攻，因此石敬瑭
決定求救於 ??。作為條件，他同意割讓燕雲十六州（此十六個
州，屬今河北和山西）給契丹，並對遼太宗耶律德光稱「兒」。
在這種情況下，耶律德光決定幫助石敬瑭。
契丹和石敬瑭的聯軍打敗了後唐，攻入後唐首都洛陽。後唐滅
亡，石敬瑭稱帝，國號晉，史稱後晉。移都開封，並按約將
16 州讓給契丹。這 16 州是：幽（今北京市）、薊（今天津薊
縣）、瀛（今河北河間）、莫（今河北任丘）、涿（今河北涿
州）、檀（今北京密雲）、順（今北京順義）、新（今河北涿
鹿）、媯（原屬河北懷來，今為官廳水庫庫區）、儒（今北京
延慶）、武（今河北宣化）、蔚（今河北蔚縣）、雲（今山西
大同）、應（今山西應縣）、寰（今山西朔縣東馬邑鎮）、朔
（今山西朔縣），並向契丹稱兒皇帝，契丹封其為「晉帝」。
  石敬瑭割讓燕雲十六州為遼國和金國後來對宋朝長江以北
地區的威脅打開了門戶。



產品提供：

查詢電話：3153 2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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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怡服務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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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需送貨，工商大廈收費 $20 元，住宅收費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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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樂怡生活」特惠讀者、住戶訂購
品牌 讀者、住戶優惠價 數量

中國歷史座標尺書法篇 市面公價 $150 $130

策劃：

網址 :
www.k-5000.com

QR Code:

中國歷史座標尺

  中國歷史座標尺，由歷史座標尺有限公司（k5000 Ltd）研製，並獲國家及香港的專利註冊。座標
尺外觀優美，它把複雜的中國五千年歷史簡化為圖，用時間軸的慨念，按年代先後、長短、內在關係排
列，清晰地顯示各歷史朝代的年輪，通俗易懂。歷史座標尺絕對是學生學習中國歷史的“良師益友”。
學歷史，一尺在手，易如反掌。中國歷史座標尺書法篇展示各朝代的代表書體，列舉各朝代著名的碑帖
圖，內容充實，具有觀賞美感，作為“紙鎮”，名副其實，更彰顯中華文化的歷史悠久，源遠流長。一
尺在手，閱書法演變。
  中國歷史座標尺，它不僅僅是一把“尺”，把歷史載於尺和筆，讓人以直觀的視覺看見歷史，感受
歷史，引導人們用發展的觀念審視當前的歷史方位，賦予“尺”新的生命力。中國歷史座標尺的發行收
益，扣除開支，將用於教育公益事業。它是一件文具、教具，更是文化傳播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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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親愛的讀書者，2017 年已經到了，農曆新年也快到了，今年是雞年，所謂金雞報
喜，雄雞一唱，天下興隆。在此恭祝大家新年順境，身壯力健，喜事重重。
  講到新春話題，當然要選擇一些開心題材，與衆同樂。俗語有云 :

「人生有有兩大樂事 : 小登科，洞房花燭夜 ; 大登科，金榜題名時！」
  所謂“登科”，本是指登上科舉考試之榜，是古代士子考取功名的唯一途徑。 但你可
曾知道，他們所經歷過的漫漫長路呢？

古代的科舉制度
  根據古時的科舉制度，三年一科，科考分為：童試、鄉試 ( 省試 )、會試和殿試。不過，
並非人人可考，自唐代始，凡有犯案者，或從商的，皆不得參加考試！
  童試由各地方進行，分為「縣試」、「府試」及「院試」三個階段 : 縣試在各縣進行，
由知縣主持。清朝時一般在每年二月舉行，連考五場。通過後進行由府的官員主持的府試，
在四月舉行，連考三場。通過縣、府試的便可以稱為「童生」，才可以參加由各省的院試。
通過院試的童生都被稱為「秀才」，算是進入士大夫階層，有免除差徭、見知縣不跪、不
能隨便用刑等特權。
  鄉試 ( 省試 ) 按規定每三年一科，鄉試於八月在兩京及各省省城的貢院內舉行，亦稱「秋
闈」。鄉試每次連考三場，每場三天。鄉試考中的稱為「舉人」，頭名舉人稱「解元」，
中了舉人便具備了做官的資格。
  通過鄉試的舉人，可於次年二月參加在京師的會試，亦稱「春闈」，由翰林或內閣大
學士主考，取中者稱為「貢士」，貢士首名稱「會元」。

最後一關 - 殿試
  得到貢士資格者可以參加同年四月的殿試，
殿試是最後一關，由皇帝主持、出題、及欽定前
十名的次序。錄取名單稱為「甲榜」，又稱「金
榜」；分為三甲：一甲只有三人，第一名狀元、
第二名榜眼、第三名探花，賜「進士及第」。二
甲多人，賜「進士出身」。三甲則賜「同進士出
身」。
  中國古代的科舉制度中，凡是進士都是「天
子門生」，可以說是仕途無限，而朝中一品大員，
都是由「金榜題名」開始的。因此之故，古代的
讀書人，總是抱着一種信念 :「十年窗下無人問，
一朝成名天下知！」所以他們都是專心一致，埋
頭苦幹，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為
的是期待將來考取功名，而金榜題名的時候，是
一件多麼高興的事啊！

小登科與大登科
  大登科，是代表金榜題名，上文已經介
紹過。那麼小登科，為什麼被喻爲洞房花燭
夜呢？原來與宋代著名的政治家，王安石有
關……
  據說王安石 22 歲時，赴京趕考，途中
見有富紳馬氏在門樓上挑出一盞燈彩，出聯
擇婿，聯語是：

「走馬燈，燈馬走，燈息馬停步。」
  王安石一時難以應對，但銘記心中。但巧合的是，當他考試時，考官也出聯徵對，
聯語是：

「飛虎旗，旗虎飛，旗卷虎藏身。」
  王安石就用馬家燈彩上的半聯對考官，結果既中進士，做了天子門生 ; 他又用考官的
半聯應馬家，便成為了馬家的乘龍佳婿！ 
  王安石雙喜臨門，頓時鼓樂喧天，鞭炮齊鳴，與馬家千金小姐拜過天地，進入洞房。
新娘笑著對王安石說：

「王郎才高學廣，一舉成名，今晚又逢洞房花燭，真是“大登科”與 “小登
科”，雙喜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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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安石喜不自禁，揮筆寫就兩個連成一體的「喜」字 ( 即「囍」字之首創 )，還賦詩一首：

「巧對聯成雙喜歌，馬燈飛虎結絲羅，洞房花燭題金榜，小登科遇大登科。」 
  從此，結婚貼紅雙喜，洞房花燭夜喻為“小登科”便流傳於世，遠播全國，相沿至今。 
  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古裝戲中，新郎拜堂時，總是身穿大紅袍，簪花掛紅的，與金
榜題名時的裝扮差不多呢？其原因也是與王安石當年的雙喜臨門有關！

中狀元的附帶條件
  古代的讀書人，人人都盼望高中狀元，
但你可曾知道，中狀元除了考學識，還有
其他條件要求的，特别對狀元身體樣貌的
要求甚高！
  據明清兩代選拔官隸的制度來看，凡
身體殘疾、樣貌醜陋的人（像歪鼻斜眼之
類），都不會是考慮之列，因此這類人，
是不能當官的，又怎可以給他中狀元呢？
  或者你會問，上京考試，所考的是學
識，屬於筆試，又怎樣知道狀元樣貌的好
醜呢？
  看官有所不知，科舉制度中的最後一

關是殿試，自唐代武則天開始，便由皇帝主持，其實是屬於一種面試，所以凡中狀元，總
是眉清目秀，文質彬彬的。從古裝戲中所見的英俊狀元郎，其實是沒有誇張的，因為是經
過面試，從衆多考生當中遴選出來的！
  曾經有人問道，考狀元著重的是學問修養，難道狀元的外貌這樣重要嗎？若以樣貌的
好醜來作取捨，是否有觸犯歧視條例呢？
  此君所言甚是，以今天的觀點和角度而言，確是不合理的。但你又可曾知道，這種不
合理的要求，內藏一種高度的政治智慧！

騎馬巡城 意義重大
  因為每次科舉之後，有一項騎馬巡城，列隊遊街的儀式，而這項盛事的意義如何？且
看古書如何記載……
  ……先為三鼎甲披紅簪花，旁有驊騮繡鞍，請三鼎甲上馬。一馬數役護之，前有紅儀
仗鼓樂。只見烏紗帽、大紅袍、簪花掛紅，身騎駿馬，鼓樂喧天，執事儀仗，一路迎來。
三鼎甲聯馬而行，沿途觀者如堵，婦女則門垂湘簾，或登樓倚檻而觀，此俗所謂狀元遊街
也。斯時風和日暖，天街無塵，禦柳成陰，櫻桃在樹，杏花出墻，童稚跳舞歡呼曰：「狀
元郎來矣。」鄉村婦女，新衣鮮履，僕僕徒行，評曰：「狀元美，榜眼偉，探花秀。」
  由此可見，不但狀元的外貌英俊，連榜眼，探花，都是俊朗非凡的。因此，很多人都
認為中了狀元之後，一旦被公主垂青，便會招為駙馬，不過此乃誤傳！
  現在話說回頭，中狀元的附帶條件，為什麼要外表清秀，形象良好的呢？

地方官員的形象
  從管理學的角度而言，地方官員的形象，足以影響其管治權力。朝廷為三鼎甲披紅簪
花，騎馬巡城，列隊遊街的儀式，其意義就是給老百姓看看，當代政府的管治班子，是什
麼模樣？這個就是一種政治上的宣傳策略。
  為了取得大衆的信任，所以考狀元除了著重其學問修養，還要考慮其外貌，以免影響
人民對官員的信心。直到今時今日，某些國家招考公務員，也有類似的要求！
  記得在二個月前，花旗國選總統，意外地跑出一隻黑馬。事後在國外，國內的反對聲
音不絶，且引發幾場大大小小抗議。究竟原因何在？好簡單，其形象欠佳，乃花旗國歷屆
所未見的，所以一時間難以接受！
  由此証明，地方官員及國家領袖的形象，是足以影響其管治權力的。所以在中國古代，
朝廷選擇外貌俊肖的做狀元郎，是有其政治考慮的。由此亦可想像，我們中國古代的封建
社會，也具備完善的政治智慧，值得我們深思。

廣東九個狀元

圖片 ( 網絡圖片 )

莫宣卿  唐朝 簡文會  南漢 張鎮孫  南宋 倫文敘  明朝 林大欽  明朝

黃士俊  明朝 莊有恭  清朝 林召棠  清朝 梁耀樞  清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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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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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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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一度的新年又快要來了，在這個喜慶的日子裡，匯賢智庫誠
邀各位一起寫揮春，在感受節日的氣氛之餘，又可以體驗中國的傳統
書法藝術，完成的作品又可以在家中展示，讓吉祥的氣氛滿載家中，
讓我們來一起分享祝福吧 ! 

* 活動提供小量茶點招待。

一月

21
2017 日期：2017 年 1 月 21 日 ( 星期六 )

時間：11:00am – 1:00 pm

地點：香港灣仔軒尼詩道 139 號中國海外大廈 11 樓 D-F 室

導師：朱少嫻女士 ( 心畫書學會副主席 )

詳情：https://goo.gl/dfZVAu

查詢電話：3972-3185



20

彭氏來源
  彭氏在《百家姓》中排名第 47。來源有四個﹕漢
族彭姓，傳說中的始祖為彭祖，他是顓頊帝的後裔，封
在大彭（今江蘇徐州），創建大彭國，後以國為姓，是
為彭姓始祖。一說大彭即為「彭祖」；滿族彭姓，出自
董鄂氏，又譯「棟鄂」；土家族彭姓，主要源於五代十
國時的彭瑊，其後裔在湘西世襲土司職位，直到 1728
年改土歸流為止。八百年的時間裡已融於土家族中；其
他族群，少數遊牧民族的姓氏。據《晉書》所載，安定
胡水胡有彭氏。又據《姓氏考略》雲 ; 西羌，南蠻皆有
彭氏。清朝時蒙、回、苗、白、瑤、苦聰、彝、拉祜等
民族皆有彭姓。

曹氏來源
  曹姓為中國姓氏之一，出自古曹姓，陸終第五子晏
安，分化為祝融八姓中的曹姓；出自姬姓，周文王第
十三子叔振鐸，受封於曹（今山東省定陶縣西南一帶），
建立曹國，後為宋國所滅，子孫便以國為氏；出自姒姓。
三國魏文帝曹丕之祖父曹嵩本姓夏侯氏，夏侯氏是本來
夏王朝姒姓中一；出自昭武九姓的曹國（今烏茲別克撒
馬爾罕東北一帶）；台灣政府要求原住民將姓氏改成漢
姓，所以部份人改成姓曹。

魏 一 翀
香港畫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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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圖為九龍鑽石山志蓮淨
苑，中間是天王殿，一
邊 是 鐘 樓， 一 邊 是 鼓
樓。志蓮淨苑仿照唐代
的建築結構設計，表現
西來佛在東方的中國唐
代就已落地生根。志蓮
淨苑有古色古香、氣派
宏偉的建築群，優美的
園林景色，亭台樓閣，
水池岩石，古木盆栽，
是香港新的優美的旅遊
景點。

遊鑽石山志蓮淨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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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 麻 地 戲 院（ 英 語：Yau Ma Tei 
Theatre）位於香港九龍油麻地，窩打老道
和新填地街交界，是香港現存唯一一座於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建成的電影院、戲院，
有「五大戲院」之一的稱號。戲院於 2007
年被列作第二級歷史建築物，獲得建築署
修復和活化為戲曲活動中心，於 2012 年 7
月月中重開。
  油麻地戲院於 1930 年建成，同年 6
月 21 日啟用，具有新古典主義外觀、中
式斜屋頂和裝飾藝術風格山形牆及圖紋，
開業初期只放映默片，到了 1934 年 1 月
23 日才轉為放映有聲電影。油麻地戲院
是當時附近油麻地碼頭及油麻地果欄的苦
力、油麻地避風塘的艇家和車夫的消遣地
點。

  1960 年代是油麻地戲院的黃金時期，
放映邵氏製作的電影時常滿座，於 1980
年加入「金公主院線」放映新藝城的電影。
隨著時代變遷，日漸老舊的油麻地戲院未
能和新式迷你電影院競爭，惟有進行大型
翻新工程，全面提升銀幕、燈光、大堂、
售票處等設施，但生意仍然日漸式微。到
了 1985 年，「金公主院線」減產，油麻
地戲院曾為增加營業額，加入「日活院綫」
（後稱「巨人院線」）改為專門播放歐美
及日本的色情電影，更首創一張戲票可以
觀看全日放映的電影的「連環場」。油麻
地戲院最後於 1998 年 7 月 31 日正式結業，
地政總署接收業權；同年 12 月，油麻地戲
院獲得古物諮詢委員會評定為二級歷史建
築物。

  些利街清真寺，又稱回教清真禮拜總
堂，位於香港島中環半山區些利街 30 號，
些利街和摩羅廟街的交界。該寺為香港最
古老的清真寺，反映香港殖民地時代穆斯
林的歷史，也象徵了香港宗教文化的多元
性，歷史價值甚高。現被古物古蹟辦事處
列為香港一級歷史建築，其教徒住所則被
列為香港二級歷史建築。
  些利街清真寺建於 1849 年，當時只是
一間簡陋的小石屋。至 1870 年，清真寺

獲地擴建為清真寺，直至 1890 年才竣工，
正式建為一間清真寺。該寺其後於 1915 年
重建（有說是 1905 年來自印度孟買的富
商穆罕默德．哈奇出資重建），只保留舊
寺的尖塔，即是現時所見的外貌。現時該
寺旁則興建了一座 8 層高的文化中心。
  些利街清真寺佔地 4,000 平方呎，可
容納約 360 人祈禱聚會。清真寺為典型伊
斯蘭建築，外形呈長方形，正門為拱形，
四週設有具阿拉伯特色的蔥形拱窗，牆上

有大量裝飾線條，內有一個拱頂及
一座呼拜塔。寺的外牆原為灰白色，
近年被塗上綠色，抬頭可見有星月
標誌的呼拜塔。
  正 門 側 的 呼 拜 塔（ 亦 稱 宣 禮
塔）是些利街清真寺的標誌性建
築，用來召喚穆斯林前來做禮拜。
每次禮拜前四分之一小時，宣禮提
示聲就從塔的擴音器響起，故宣禮
塔需要是附近的最高建築點，否則
便不能把信眾叫來。此建築反映了
回教重視入世、信仰與生活互相交
融的特色。
  回教些利街清真寺的宣禮塔
有一個突出的陽台，塔頂上有一
個星月圖案。
  呼拜塔頂的星月圖案是非常
有趣的，因為他本身只是一個新
月圖案，是 1451 年起的鄂圖曼
帝國的族徽，是不少清真寺的圓
頂或塔尖都有的，但不知為何有
人為「襯托新月圖案而設計」了
星月圖案。

第二級歷史建築物——

 油麻地戲院
香港二級歷史建築—

些利街清真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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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保 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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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金句漫畫

孟子：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
譯文：君子最高的德行就是和別人一起行善。
英譯： The highest virtue of a superior person is to perform virtuous acts 

together with 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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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紀嵐 - 香港美協會員。 
1974 年生於香港，成長在藝術
之家，受其父何百里薰陶，藝
術觸覺敏鋭。1997 年加拿大安
大略省約克大學純藝術學士；
1998 年多倫多辛力加學院設計
文憑；加拿大註冊設計師。旅
加期間，策劃＂藝 日＂慈善籌
款藝展，參加歷年美加東西岸
藝展。作品以極限主義演繹東
方哲理，簡潔利落，多為私人
訂 藏。2000 年 返 港， 於 2003
年獲香港理工大學設計管理碩
士，積極藝術創作 ，注入水墨
元素，黑白主調，襯托出虛與
實、有與無之陰陽雙對而雙生的
存在關係，反影生活進退動靜
的節奏。年來所創《遊絲墨舞》
和《板塊》水墨系列，特顯剛
柔對比，透視水墨全新動感。 
  繼「雅品畫廊」後，設「思
無為軒」藝術平台推展水墨藝
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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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七月，青年畫家徐楊藝術展

在 798 藝術區盛世天空美術館亮

相，接受媒體採訪。

  徐楊 : 曾就讀於北京市徐悲鴻
中學，法國格勒諾布爾第三大學，
法國巴黎國立美術學院，法國巴黎
藝術之都創作學院。現為中國金融
美術家協會副秘書長，中國書畫人
才研究會副秘書長，人民日報神州
書畫院特邀畫師，中國民建會員。
  徐楊曾出版《十六應真造像》、
《徐楊書畫集》、《徐楊油畫集》、
《徐楊畫集》、《徐楊作品集》等，
其作品在《人民日報》、《人民日
報海外版》、《中國書畫報》、《中
國文化報》、《北京商報》、《河
南日報》、《香港大公報》、《中
國金融家》、《中國收藏》等，均
有報道和評價，稱其是最具實力的
青年畫家。其油畫體現了從形式美
到自然美的個人風格。中國畫既有
傳統又貼近生活，畫出了形與神的
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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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卡咖啡」( Mocha )
是否等同「朱古力咖啡」!
  公元十五世紀的東非，仍是非常窮困的國家，蒙
上帝的眷顧，這裡卻種植了世界上最珍貴的咖啡豆，
亦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咖啡。由於當時的運輸工業並未
蓬勃，所以需要出口的咖啡豆都匯集到紅海也門的「摩
卡港口」作集散地。因此，凡在「摩卡港口
出口的咖啡豆，都稱之為「摩卡咖啡」。

以摩卡咖啡豆沖製的「摩卡咖啡」:
  摩卡咖啡豆之所以如此受歡迎，原因是其口感豐
富，有紅酒的香、狂野、堅果、藍莓、葡萄、肉桂、
煙草、橘子、原木味等….，最特別的是帶有可可豆 ( 巧
克力 ) 的風味。而這可可豆的感覺，需加入適量的奶
才可揮發得淋漓盡致，這感覺非常特別。是女士們至愛的咖啡。

意大利花式「摩卡咖啡」:
  為配合意大利花式咖啡的潮流，咖啡師設計了很多特色飲料以招來客人，並嘗試將一杯普通
咖啡注入巧克力，期望營造「摩卡咖啡」的感覺，這就是現在大家常在連鎖咖啡店喝到的花式「摩
卡咖啡。隨後由於「摩卡咖啡」廣受歡迎，現已成為一般咖啡店的主流特色飲料。
  所以，坊間普遍容易品嚐到的「摩卡咖啡」，都是意大利「花式摩卡咖啡
為主。要真真正正享受豐富層次 , 並帶天然可可果香的「摩卡咖啡」，必須光顧一些精品咖啡店
才有機會品嚐，亦可自行購買「摩卡咖啡豆」，自家沖煮。

文桂芳博士 (Dr. May Man) 
COFFEE Lover - 國際咖啡調配師課程首席講師
City & Guilds - 咖啡調配師監考官
ERB 僱員再培訓局 - 2015 年傑出導師
順德大學 - 咖啡調配師課程教授

產品提供：

姓  名：           電  話：

電  郵：

地址 ( 需送貨請填寫 )：

訂購數量：           金  額：     

銀行名稱 / 銀行入數紙號碼：        

永隆銀行：戶口名稱「樂怡服務有限公司」，號碼：604-001-21795

查詢電話：3153 2320 

買滿$360
免費送貨 

取貨地點 ( 取貨前預約 ) : 旺角兆萬中心地庫 2 層 B208 號
             九龍新蒲崗大有街 34 號新科技廣場 19 樓 1902 室

電郵：contact@privilegehk.com 傳真：3153 2182

摩卡咖啡豆
$40.80 /100 gm
 
摩卡掛耳咖啡包

（內附 10 包）
原價：$248/ 盒
優惠讀者：$198/ 盒

優惠期至 27/1/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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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両(細包)$62
 12両(大包)$138

   5両(細包)$62
 12両(大包)$138

臘肉風皇腸鴨膶腸

半斤裝
每包$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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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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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絲響螺
滋補湯

材料：
金絲響螺 ............ 200 克 (5 両 )
豬腱肉 ................. 200 克 (5 両 )
雞肉 ..................... 500 克 -600 克 (1 斤左右 )
杞子 ..................... 1 両
蜜棗 ..................... 2 粒
薑片 ..................... 3 片
清水 ..................... 12 碗

烹製方法：1.  先用水把金絲響螺沖洗，可用牙擦清潔螺片表面，大約浸泡
6 至 8 小時，把螺片黑色的部份切開用水沖洗淨。泡過響螺
的水可用作煲湯的清水。

     2. 豬腱和鮮雞汆水，洗淨備用。
     3.  先把 12 碗水或泡浸螺片的水加入鍋內，放入已剪成大拇指

頭大少的金絲響螺小塊、薑片和蜜棗，大火煮沸後調至文
火，煲 40 分鐘後熄火焗 30 分鐘。

     4.  加入豬腱肉、雞肉和杞子大火煮至水沸後，調至文火煲 40
分鐘後熄火焗 30 分鐘。

     5. 重複第 4 項一次。
     6. 再一次調至大火煮至水沸後，便可加入適量的鹽調味。腊鼓頻催話參、螺

  腊鼓頻催年關近，又是辦年貨時份。林林種種年貨中，「鮑參翅肚」被譽為海味“四
大天王”; 排名第二的海參因食療價值高，更為消費者受落。據本草綱目拾遺所註 : 海參
“有剌者名剌參，無剌者為光參”，性健脾、滋陰補腎。科學發達的今日，海參對人體
保健價值更獲認證。海參，含豐富蛋白質，不含膽固醇，脂肪低，降血脂，是冠心病者
理想食材。
  海參具食療價值，坊間食肆散座小菜亦有供應。粵式酒樓最常見的是「鮑汁海參扣
鵝掌」; 江浙食肆則是「蔥爆海參」。因為採用物料檔次不同，甚或是用急涷海參充數，
價錢及出品相差異甚大。若真要品嚐海參真滋味，莫如是自行泡製。
  或許是受傳統觀念影響，很多人認為泡海參好麻煩、吃力不討好，其實不然。只要
掌握簡單竅門一點不難。海參發水期間須注意兩要素 : 一是每天要換水，二是在發水全
過程不能沾油水，否則海參會“化”( 綿爛 )。一般海參，浸泡兩至三天即可食用。海參
發水約兩天便發軟，此時可剖開參腔清除內臟，再用冷水與薑塊蔥段、加上點料酒一起
煮開，熄火泡浸數小時，去除腥味即可用。蔥爆、紅燒，甚至只是用蠔油炆，不拘一格，
任隨尊便。香港市面現時供銷的海參，不再局限於亞洲，世界各地的品種都有。原產於
冰島的“紅極參”，近年亦推出熱銷。這種參原產於北緯 670 冰島海域，其貌不揚，卻
因是極地泠水海域生長之十年以上的海參，肉質特別肥厚。發水兩天已達原來之四倍，
個體飽滿口感佳，加上價錢較同級海參便宜，不妨一試。
  除了“四大天王”，海螺亦是受歡迎海味。海螺，含豐富蛋白質、無機鹽及多種維
生素，用以煲湯，清潤滋陰強筋骨兼美容。這味湯水，既可用鮮螺，亦可用螺亁。早前，
西半球西洋海域的急涷“金絲響螺”，以肉質肥美、口感若鮑魚見稱。現在，“金絲響
螺亁”亦推出應市，海味香味濃郁，風味不減。泡製亦甚簡單。先將螺亁用清水沖洗並
用新牙擦清潔螺片表面，然後用清水浸泡七小時。將浸泡發大的螺片，用剪刀剪成小塊
( 大小約大拇指頭 )，可將浸泡螺片的水一起放在湯罉用大火燒開，然後調至文火煲 40
分鐘後熄火，焗 30 分鐘，再配豬腱、雞肉、准山、茨實等配料。再用大火煮沸後收文
火煲 60 分鐘，加適量的鹽調味就飲用。既可嚐到香味馥郁的湯水，更可吃到類鮑魚呢 !

37



39

1 2 3

4 5 6

7 8 9

泰迪熊藝術家 Lanemaria
如果你對以上做法有不明之處，可電郵筆者 : lanemaria.ho@e-notice.com.hk。
我會儘快回覆。

  Hi!  2017 年剛剛開始，先祝各位手作達人新年進步！今期由筆者 Lanemaria 教大家
做一款仿真毛氈小狗。這是我在香港熊會公開比賽其中一款得獎作品，做法難度是中至高，
希望各位喜歡！
  Needle Felting 羊毛氈針氈法，是
用一種特製刺針，用刺針扎毛令羊毛進
行氈合。用一針一針形成特定形狀或進
行植毛。

1. 準備小狗照片、大頭及全身
2. 擬定小狗大小高度，先做骨幹（圖一）
3. 用專用底毛包著骨幹及做頭和尾巴
4. 混合羊毛製作理想毛色再進行植毛
5. 做耳朵，黏上眼睛，以小量黑毛做鼻和嘴
6. 最後結上蝴蝶結，以黑線縫上腳指，完成。

Googie 仿真羊毛氈
約瑟爹利(高約1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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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毛條或專用膠條
• 羊毛 黑、白、淺啡、深啡
• 專用底毛
• 羊毛氈專用針 2 枝
• 玻璃眼珠一對
• 針線
• Foam 工作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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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巴豆
  香港巴豆（學名：Croton hancei），大戟科植物，是香港境內的極危物種，是香港本

土獨有的一種巴豆。在消失多年後，於 1997 年，香港巴豆在青衣島再被發現，現在受香港

法例保例第 96A 章的保護。現時香港巴豆有兩個亞種：一個是最初發現的品種，另一個是

後來發現的變種。在 1850 年代（19 世紀 50 年代），漢斯（H. F. Hance）於香港島發現

香港巴豆，經鑑定為香港首次發現的物種。之後植物學家喬治·邊沁（George Bentham）

於 1861 年在他的《香港植物誌》（Flora Hongkongensis）記下了這個新的物種，但此

後再無蹤影。

  1997 年 2 月 21 日，香港漁農自然護理署植物標本室的職員在三支香的最高峰，南邊

的山坡附近，一個林地找到一種在香港從未見過的大戟科灌木，是一種巴豆屬的植物。最

後經華南植物研究所的專家鑑定證實，確認它是百多年來未再有發現的香港巴豆。

  現在香港巴豆的發現地點，即那一個 1.05 公頃的山坡，劃為香港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

（SSSI），可以保護這個罕有的物種。漁農自然護理署自然護理署亦在嘗試為香港巴豆進

行就地保育、遷地保育及試驗人工繁植。

  香港巴豆成長於山地林中，6 月開花，由於其花果較為細小，因此不容易被發覺到，

漁農自然護理署自然護理主任葉國樑指，「香港巴豆的果實只有手指頭大小，屬於有毒性

植物，絕對不能吃。」。香港巴豆是香港本地獨有的物種，現時僅見於香港青衣島，屬於

灌木或小喬木；嫩枝和花序均被貼伏的星狀毛。花瓣狹小；雄蕊約 16 枚，雌花通常 1 朵生

於花序基部；萼片長圓形，長 4 至 5 毫米；子房近球形。香港巴豆一般高約 2 米。

  年近歲晚，
假期將至，有很
多屋苑現正在進
行維修工程，而

有很多住戶亦會趁長假期外出旅
遊或回鄉探親。此時，遭受爆竊
的風險自然大增。賊人在選擇目
標時，通常會觀察有關處所是否
有人居住；住客通常返家的時間
等等。為了不讓自己的居所成為
賊人目標，除了安裝堅固之門、
窗及鎖外，你應時刻做好防盜措
施，避免成為盜賊下手的對象。
應留意以下事項：

陌生人登門
․ 先從防盜眼察看訪客
․ 開門前先扣上防盜鏈
․ 確定訪客身份後才可開門   ( 例如查看其工作證件 ) 

出外旅遊時
․ 盡量利用銀行提供之保管箱服務將貴重財物妥為保管
․ 離家時，確保已鎖好所有門窗
․ 安排親友或相熟友好之鄰居代為留意門戶和每日清理信箱
․ 暫停訂閱報紙或雜誌

  如需進一步參考節日假期防盜建議，可瀏覽下列之超連結 http://www.police.gov.hk/
ppp_tc/04_crime_matters/cpa/cpa_holiday.html

( 資料提供：港島總區防止罪案辦公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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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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門戶 共慶新春

防盜眼

防盜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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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質教育發展中心
" 身心健康，孝順父母 " 填色比賽

迦密柏雨中學
姓名 孫若彤
班別 1B
編號 個書 01
名次 冠軍

大埔循道衛理小學
姓名 陳樂融
班別 P2
編號 個畫 05
名次 亞軍

素質教育發展中心
" 身心健康，孝順父母 " 填色比賽

冠軍 亞軍



素質教育發展中心
" 身心健康，孝順父母 " 填色比賽

素質教育發展中心
" 身心健康，孝順父母 " 填色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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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良局方譚遠良幼稚園
姓名 馮兆鋒
班別 高班
編號 個畫 26
名次 亞軍

季軍亞軍

聖公會阮鄭夢芹小學
姓名 陳泳珊
班別 P2A
編號 個畫 03
名次 季軍



素質教育發展中心
" 身心健康，孝順父母 " 填色比賽

素質教育發展中心
" 身心健康，孝順父母 " 填色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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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血會思源學校
姓名 陳俊熹
班別 三智
編號 固畫 09
名次 季軍

德望幼稚園
姓名 李恩曦
班別 K3
編號 個畫 15
名次 季軍

季軍 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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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城

  電視曾熱播一則勵志宣傳片 : 一個小孩迷頭迷腦在砌模型，鏡頭一轉，成長後的他在
指揮調度飛機。不是天方夜譚，「香港起飛」締造者——國泰航空機長鄭楚衡 (Hank) 以
其親身經歷，演繹了勵志創業的內涵 !
  「香港起飛」（Inspiration）是 RV-8 單引擎螺旋槳小型飛機。自上世紀 30 年代至今，
超過 200 名機師駕此型號之美製機種環遊世界，「香港起飛」所以令人注目，因它是史無
前例的港產飛機，由投產至成功環宇，是 Hank 及其團隊“落手落腳”、自編、自導、自演，
當然非同凡嚮 !
  年近 40 歲、具 17 年民航飛行資歷的鄭楚衡，兒時已夢想駕上自己製造的飛機沖上雲
霄，終日流連啟德機場看飛機升降。成長後的他為逐夢，先後到澳洲及美國修讀航空科學
及 RV 小型飛機課程，之後回流香港考民航機師牌及部署「造飛機」。經過八年辛勞，「香
港起飛」大功告成，於去年 8 月 28 日在香港直沖雲霄，作環球 20 個國家和地區 (45 個機場 )
的 5 萬公里、78 天飛航，並於 11 月 13 日凱旋。
  「掌聲嚮起」祝賀首架港產飛機成功，更是對 Hank 及其團隊堅毅不拔創業精神的嘉
許。鄭楚衡不敢居功，一直謙稱「自己只是一名司機」，如果沒有團隊、朋友、政府、公
司、贊助商支持，難成大業。Hank 需要感恩的人太多了，當然更少不了自己的另一半——
鄭太 !
  2008 年，在聖保祿學校數百師生、國泰及香港飛機工程的工程師等志願者義助下，
「香港起飛」正式投入工程，鄭太毫不猶疑賣屋籌措 150 萬元作啟動費 ; 同年長女睿儀出
生，Hank 既忙於日常飛行，工餘又投入“砌飛機”，長時間以工場為家、心目中只有「香
港起飛」這個女兒，家事全由鄭太獨力承擔。「非常感謝家人為我撐到底，沒有他們，我
不能完成環球之旅 ! Hank 感觸的說。

  飛機裝成，僅是沖上雲霄第一步。因為香港從沒有生產飛機，要將飛機運去澳洲作長時
間飛行測試，取得當地無限期特許飛行證後，Hank 堅持回馬香港再取代表香港之“B”字
頭標號及飛行許可證。香港從沒有裝嵌飛機， 無例可循，經過一番周章試飛、磨合，終獲
註冊及批出准飛證。之後，又要向飛經地方申請特許飛行證，手續十分繁複。萬事俱備，再
下來便是實力的考驗。Hank 說，「駕駛『香港起飛』這種小飛機，就好像駕駛小船航行大海，
特別容易受天氣和雲層影響，比駕客機更具挑戰性，亦是對機司體格的考驗。
  凱旋歸來，Hank 高興地說 : 「香港人造嘅飛機唔止得，仲可以環遊世界 !」興奮之餘，
又感到有點失落，因為「8 年 project( 計劃 ) 做到呢度停咗 !」
  2014 年第一屆“青年夢想成真”得獎者的鄭楚衡其實不愁寂寞，憑著團隊一股幹勁，
下一步是研究如何再攀創業高峰 ! 他語重心長說 :「現時的年輕人好多嘢玩，好少人有明確
的目標去追尋。我希望透過自己的熱誠感染他人 !」
  「香港起飛」彰顯「香港精神」!

部分照片來源「香港起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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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腊鼓頻催、金雞報喜，沙田大圍丁酉年 (2017)「雙喜臨門」。一喜，是每年春節圍村
傳統迎春慶典接踵登場 ; 二喜是十年一度的「太平清醮」盛會又輪迴在該村啟建，加上年
度的「侯王誕」，由年頭到年尾喜事重重 !
  沙田大圍建村逾四百年，期間雖數度易名，多姿多彩的傳統節日得以承傳，歷代鄉梓
對圍村文化的維護功不可沒。舊日的沙田統稱「瀝源」( 意指清水之源 )，明朝初年建村的
大圍，因歷史悠久人丁旺，更被稱為「大瀝源」。明萬曆二年 (1574)，二十九戶散居在大
圍周邊村民，為維護治安共建圍村 -----「積存圍」，因是沙田最大圍村，又被稱為「大圍」。
現在尚存的圍村門樓，印證該村歷史。
  「積存圍」拱門，相傳是由著名堪輿大師「賴布衣」定址興建的。兩旁對聯為 : 「積
善必降祥，心願萬家同積善 ; 存仁必獲報，遠其百姓共存亡」。 後建的「大圍
村口門樓門眉是「休憇隹境」，兩旁對聯為 :「大地顯春景老少婦孺熙攘前來同憩息 ; 圍村
呈艷圃親朋戚友歡騰細語共傾談」。
  除了古老門樓，該村還有兩處有名的文物 :「韋氏宗祠」及「侯王宮」。現有住戶三百
餘，原住民逾千的大圍，是條雜姓村，村民有十六姓氏，韋姓是該村大族，相傳更是漢代
淮陰侯韓信後裔。當年淮陰侯功高蓋主為呂后所殺，其子南逃更名姓「韋」落籍廣東，今
大圍、田心、徑口韋族，均為其後。
大圍眾姓中，亦只有韋氏有宗祠。宗
祠史料所載，韋氏始祖建元祖，是於
明萬曆二年遷至大圍定居。祠堂內的
歷代祖先牌位背後寫有個「韓」字，
體現後代未有忘祖。

  與沙田「車公廟」齊名的
大圍「侯王宮」，供奉之侯王
爺相傳是宋朝國舅爺楊亮節。
北宋未年，金人犯境，南宋偏
安、南逃。楊亮節揮軍南下護
主，病歿於「官富場」( 香港九
龍城 )。大圍村民有感楊亮節忠
義，立廟紀念。現時「侯王宮」
內，除了供奉侯王爺、車公和
土地神祇外，還有二十九位開
村始祖。

  大圍村元老鄭水興、村長韋國明稱，「侯王宮」除了是供奉神靈祖先，在一九七六年
大圍村公所未落成前，還是村內的議事堂。村內一切事務，都是在此殿議決。
  為了保存大圍村的傳統文化，該村近年做了大量史實工作，走訪村內耆老採集「口述
歷史」、舊照片，有系統地編纂村史 ; 另方面著手研製原鄉食品。如，經典飲宴名菜「鹹菜
豬肉」、家鄉獨有的花生粽、灰水粽等等菜式小食，並逐步推廣。
  踏入雞年，大圍村盛會浪高一浪。與鄰村一樣，正月十五元宵節，是年度點燈節，迎燈、
點燈莊嚴隆重。繼而是正月十九的「天姬節」、正月二十的立圍建村日。前者，是效法我
國神話中之女媧煉石補青天壯舉。當天，家家戶戶煎製鹹、甜「薄  」敬天 ( 又名雜糍俗
稱補天穿 )，老一輩稱，以「薄  」補天。當天村內青年合力製造用竹架紮成的紙龍船，長
約七、八呎濶約三呎，於當日下午鳴鑼擊鼓沿戶遊行，這是難得一見的陸上扒龍舟飄色表
演。後者是紀念大團立圍建村日、又是興高采烈的盛會。
  過了新正頭，年中六月十六又是「侯王誕 ; 年底則是十年舉辦一次的「太平清醮」，堪
稱是好戲連台 !
 陳迹



糖尿病 癌 症 痛 風 抗 氧 化
抗 藥 性

  

立即訂購  2865 9985 

清除人體內積聚的彊屍細胞, 氧化物及抗藥性，令良好的新細胞有足夠 
空間增長。
 
多種豐富的生長氨基酸，激發人體新細胞自然增長。新細胞促進人體 
器官自然修復，回復正常應有功能。無覆轉性修復的器官功能回升， 
能正常處理血糖。 

能顯著改善糖尿、痛風、癌症及其他因身體氧化物而引起的疾病。 

對注重保養人士更可達到清除抗藥性、抗氧化及修復人體功能功效。

  

已通過多項國際認證
 世界發明家金獎
 降血糖報告
 氨基酸及抗氧化指數報告
 無抗藥性報告
 專利登記

英國克蘭菲爾德大學生物工程學博士
世界發明家協會委員
香港發明家協會會長

監制 ：能濟堂營養食品製造廠                  I n s y n c H o ld in g s L td
港澳總代理：星攻略文化發展有限公司

網址: w w w. s ta r te g ic h e a lth .c o m                   電話：+ ( 852 ) 2865 9985
地址: 香港尖沙咀梳士巴利道3號星光行6 2 2室

原價 HKD 2,300.00
優惠價 HKD 1,800.00

如有查詢，請致電本公司或微信
微信號 WeChatID : startegichealth

·100% 純草本精華提煉 
·絕不含西藥及化學成份
·無抗藥性
·ISO 9001-2015 及HACCP Codex 標準 
·香港製造



二合一神奇潔面乳：

用法簡單，可將護膚品

給肌膚造成的負擔減到

最低。雙手乾燥時可當

作卸妝乳，沾水時可作

潔面乳。 

歐洲蜂蜜化妝水：

成份僅含指定歐洲

蜂蜜和經過五次過

濾 之 納 微 米 級 純

水，使用後會滲透

到肌膚裡層。延緩

肌膚衰老，消除炎

症，同時補充肌膚

水份。

無關年齡，89％的顧客都能……

通過美容斷食感受到肌膚發生翩天覆地的變化！

日本美容專家宮本洋子小姐透過 30 多年美容

經驗而研發日本 Koo 品牌，同時宮本小姐亦是

人氣著作美容斷食既作者。日本 Koo 品牌速效

系列護膚組合包括二合一神奇潔面乳及歐洲蜂

蜜化妝水，全部日本製造。

www.facebook.com/Eskoohk
Koo 美容斷食

  [ 網上商店 ] www.e-s.hk.com  [ ONLINE STORE ]

  香港營業部 / 客戶服務部：

  九龍觀塘興業街 14 號永興工業大廈 13 樓 C10A

  (Marketing Agency - Tom Solutions)

訂購查詢：

電話：3598 3432

傳真：3007 1992

電郵：sales@e-s.hk



黃獎
廣告人、「萌動學生創作團」創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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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年 11 月， 曽 在 這 裡 和 大 家 分 享
2016 年的十大潮語，沒想到事隔個來月，
不斷又有新的潮語湧現，可見香港人的創
意和網上文化的確鼎盛！在眾多新詞之
中，我覺最值得討論的，非「供奉」和 
「DQ」莫屬。
  先說「供奉」，原來在 12 月 12 日，
藝人張繼聰在 Facebook 上載書架相片，
並且留言說道：「為咗迎接新成員嘅來
臨，最近忙於準備房間。搵返依套對我
成長有奠定性影響嘅 <Slam Dunk> 珍
藏出嚟，好感動。誰知有人同我爭拗左
好耐，振振有詞話係佢買嘅 .... 果一刻，
我覺得佢好陌生好似一個強盜，我當年駛幾多個
零口既零用錢買呀大佬！？」其實，圖中所見，是自由人出版，計起來，都是 90 年代
初的版本了，那時的 Louise，才十多歲，究竟是誰掏腰包，已經不重要了。
  重點在後頭，Louise 再寫：「我阿媽話要讓吓老婆 .... 我話 ok，反正我口既唧係佢嘅 .... 點
知佢話送俾人反正我唔睇 ........Come on ! 佢唔明白，到我地依種年紀，入樽已經唔係用
嚟睇，係用嚟供奉 .... 男人嘅青春同熱血係唔可以俾人，Never !! 依次真係天后都無面俾！
我兜口兜面細細聲同佢講，套書我 Keep 硬！威呢！？
  「供奉」兩字，由此一炮而紅！老實講，中佬的熱血青春，絕對是 Kidult 界的聖地，
不容侵犯。不過，我覺得最精彩的，其實是「兜口兜面細細聲」，每個中年男人，家中都
有一個天后，要維護僅有的尊嚴，又要無損家庭和諧關係，絕對不是容易。
  第二個詞是「DQ」，其實是「Disqualify」的縮寫，意思是被取消資格。這個詞並
不很新，只是忽然間流行，連報章雜誌都紛紛採用，本來，Disqualify 本身雖然是負面詞
語，但立場頗為中性，不過，香港人對 D 字的發音「情有獨鍾」，一出口便覺得把情緒
發洩得淋漓盡致，這一點，相信連洋人也搞不懂箇中因由。

供奉＆DQ



「秋海棠」為讀者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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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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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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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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購買熱線：3188 1077       傳  真：3177 9100
產品諮詢：6441 1088 ( 陳老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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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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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電解水原理
  水《H2O》是由氧氣《O》和氫氣《H》組
合而成的，將淨化後的食水通過電解後（依同
性相斥異性相吸的原理）會把水中分子分解，
將帶正電的鈣、鉀、鎂、鈉等陽離子匯集到陰
極成為帶有 (-ve) 電位的鹼性電解水供飲用；而
帶有負電位的氯、三鹵甲烷、磷酸、硫酸、硝
酸等陰離子匯集到陽極成為帶有 (+ve) 電位的
酸性氧化水則可作美容水及其它消毒用途。

電解水的好處
  電解水是透過電解的方式產生出來含有大
量活性氫及高抗氧化能力 〔ORP（Oxidation 
Reduction Potential） 為 -250mV 以 下 〕，
能有效去除人體體內產生的自由基 ( 體內的毒
素 )，從而有效使被破壞及氧化的細胞修復，
令身體回復健康直接改善身體健康狀況、提升

      全港唯一
獲香港醫護學會認證電解水機

NEXUS X-Blue 電解水機特點
• 韓國 KFDA 認証
• 9 種功能水選擇
• 原廠韓國制造
• 大面板 LCD 顯示
• 水流旋鈕控制
• 人聲音樂提示
• 瀘芯更換提示及簡易更換
• 自動清洗功能
•  日本制 5 層大體積鈦金屬白金電解板
• 自動開關功能

NEXUS IO-400U 檯底式持點
• 韓國 KFDA 認証
• 9 種功能水選擇
• 原廠韓國制造
• 獨立電子水龍頭
• 人聲音樂提示
• 瀘芯更換提示及簡易更換
• 自動清洗功能
•  日本制 5 層大體積鈦金屬白金

電解板

NEXUS EN7P 電解水機特點
• 韓國 KFDA 認証
• 9 種功能水選擇
• 原廠韓國制造
• 內置雙濾芯設計
• 水流旋鈕控制
• 人聲音樂提示
• 瀘芯更換提示及簡易更換
• 自動清洗功能
•  日本制 7 層大體積鈦金屬白金電解板
• 自動開關功能

韓國NEXUS電解水機
名人名星力捧

9 層過濾系統
  專為電解水機設計的高效能 9 層過濾
系統，其活性炭濾層通過 NSF 美國國家衛
生會基金及 KTR 韓國化學實驗研究所測試
及認證，能有效過濾 17 種有害致癌物質。
  特有的”Biostone”生物電石層，能
發揮天然的遠紅外線功能，有效增強水中
抗氧化，於制作弱鹼水飲用時也能享有良
好的抗氧效果。

5 層鈦白金電解板
  日本制大體積
鈦白金電解板，提
供 穩 定， 準 確 pH
值及高抗氧化電解
水。
  採 用 99.99%
白金，電解板効能
可維持達 8-10 年。

姓  名：                電  話：

電  郵：

地址 ( 送貨請填寫 )：

銀  行：                金  額：     

銀行入數紙號碼：        

永隆銀行：戶口名稱「樂怡服務有限公司」，號碼：604-001-21795

 韓國 NEXUS 電解水機訂購表格
推廣價 訂購數量 金額

NEXUS X-Blue 電解水機 $9580 

NEXUS IO-400U 檯底式電解水機 $12580

NEXUS EN7P 電解水機 $15580

   查詢電話：3153 2320 電郵：contact@privilegehk.com  傳真：3153 2182

星級用戶
藝人吳孟達亦是 NEXUS 電
解水機用家，日常透過飲
用鹼性水來保持健康。

讀者優惠 :
凡購買任何 NEXUS

電解水機即送
NEX I6 即熱水壷

價值 $1280

免疫系統及增強身體抵抗能力，所以長期飲
用電解水可改善多種不同的成人病，達到抗
老化，ORP 負數值越大抗氧化能力越高，
越能使身體保持青春遲緩衰老， ORP 正數
值越大氧化能力越高，越令身體氧化速度越
快，使身體快老化及衰退。
  經電解後，依同性相斥異性相吸的原
理，水中帶正電的鈣、鉀、鎂、鈉離子等有
益健康的礦物質匯集，含有礦物質及微量元
素，呈離子狀態存在，適合人體吸收，可預
防骨質疏鬆症。



白羊座

避免因舊愛留下的陰影，影響
現在你和情人關係。單身的你
思考角度比較奇怪，容易令新
對象誤會。頭腦清晰會令你於
工作上有更大的發揮。
幸運石：綠螢石

金牛座

堅持己見會令你和情人關係
緊張，要避免出現。單身最
好就做回自然舒服的自己，
才能吸引新對象。主動了解
新同事或上司對工作有利。
幸運石：拉長石

雙子座

小心在朋友前誇大情人對你的付
出，結果被情人不小心拆穿而尷
尬。單身必須放下執著，重視他
人感受，就會令感情有突破。出
國實習的工作機會，要好好把握。
幸運石：白水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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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或家人的意見，會令你對
情人的態度改變，令倆人關係
出現誤會。孤獨感令單身的你
更難找情人。工作上要開拓未
知領域，突破會更大。
幸運石：綠螢石

獅子座

害怕失敗，令你遲遲不作出結婚承
諾，表達自己感受對關係有幫助。
單身就先訓練自己能觀人於微，就
易找到合適的人。建立好工作上的
形象，日後處事會更方便。
幸運石：拉長石

巨蟹座

一位視錢如命的長輩，會令你對情
人的態度不自覺出現問題，請小心
處理。單身的你，心態內外不一，
會令新對象放棄追求。提起決心，
工作困難就可以成功解決。
幸運石：粉晶

山羊座

不斷挑剔情人，卻沒有改善建議，
加上不斷發脾氣，結果面臨分手
局面。單身要注意，你的好奇心
和豐富幻想力，令人難以接近。
工作上跳步處理會出現問題。
幸運石：橙色方解石

水瓶座

情人未做到你期望的事，於是內
心不斷問是否要分手。單身要留
心對愛情的感覺，是否忽冷忽熱
令你錯失對象。不要用準備不足、
不合時機作為你逃避工作的借口。
幸運石：太陽石

雙魚座

不要用委屈自己的方式和情人相處，
終有一日，你的情緒爆發時會令關
係碎裂。單身越來越覺得戀愛麻煩，
出現倦怠態度。工作出現一位滿有
愛心和溫柔的同事，是你的貴人。
幸運石：太陽石

天秤座

覺得情人沒辦法令你內心得到共
鳴，於是出現孤獨感。面對新對象
時，不知道如何在關係上有突破，
請先了解對方的想法。改變工作處
事方式，會令同事的支持減少。
幸運石：青金石

天蠍座

在想太多的情況下，不小心對情
人發脾氣，出現冷戰令關係變差。
單身的沒有想過對方感受，自圓其
說，令新對象感覺麻煩。工作上要
用以柔制剛去對待硬頸的同事。
幸運石：藍紋瑪瑙

人馬座

強勢的女長輩，會影響了你和情
人關係，你們千萬不要得失她
了。單身的不斷抓狂問為甚麼，
會令追求者難堪。工作上要先處
理不安感，才可以變得順利。
幸運石：藍紋瑪瑙

Fanny 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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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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次教大家
手機不見了怎麼辦？
  Android 手機不見了怎麼辦？這裡介紹各種定位 Android 手機位
置的方法，不用安裝任何 App 即可立即使用。
  現代人幾乎人人都有智慧型手機，手機拿來拿去，有
時候難免會有找不到手機的窘境，如果掉在家裡倒是還
好，撥一下手機的電話號碼，大概很容易就可以找到，
但是若是掉在外面，那可就麻煩了。

Android 裝置管理員
  Android 裝置管理員可以讓您透過網頁直接與自
己的 Android 手機連線，並且定位出目前手機的所在位
置，甚至對手機進行一些操作，例如讓手機以最大聲的音
量響鈴、鎖定手機或是清除手機上的資料等。
名稱：Android 裝置管理員
網址：https://www.google.com/android/devicemanager
  Android 裝置管理員的使用方式非常簡單，只要用自己的 Google 
帳號登入之後，他就會自動定位出所有的手機位置，並且很清楚地在地
圖上標示出來。
  鎖定或是清除手機資料的功能需要在手機上手動啟用後才能使用，
如果您想要在手機遺失的時候，遠端鎖定或是清除手機上的資料，就要
事先在手機上啟用這個功能。
  在系統的安全和隱私設定中，有一個 Android 裝置管理員的設定，
在這裡就可以啟用這個功能。



源於加勒比海金絲螺乾，肉質肥美，口感味似鮑魚，適用於多種烹調方法，其
乾製品「響螺片」更是上好的烹調用原料，經過泡製後，口感、味道酷似鮮鮑。
中醫認為它還有滋補功效。

每包

$680

海參體內含 50 多種對人體有益的營養成分，當中蛋白質含量極高，且屬水溶
性，有助被人體吸收。同時還富含礦物質和維生素，低脂肪、低糖、不含膽固醇，
是現代人理想的健康食品。紅燒等多種享調，美味可口。

功效： 滋陰補腎，清熱去濕，
明目健胃，滋補養顏。

產地：加勒比海

姓  名：                電  話：

電  郵：

地址 ( 需送貨請填寫 )：

訂購金絲響螺乾數量：           金  額：     

銀行名稱 / 銀行入數紙號碼：        

永隆銀行：戶口名稱「樂怡服務有限公司」，號碼：604-001-21795

查詢電話：3153 2320 
取貨地點 ( 取貨前預約 ) : 旺角兆萬中心地庫 2 層 B208 號
             九龍新蒲崗大有街 34 號新科技廣場 19 樓 1902 室

電郵：contact@privilegehk.com  傳真：3153 2182

姓  名：                電  話：

電  郵：

地址 ( 需送貨請填寫 )：

訂購冰島紅極參數量：                金  額：     

銀行名稱 / 銀行入數紙號碼：        

永隆銀行：戶口名稱「樂怡服務有限公司」，號碼：604-001-21795

查詢電話：3153 2320 
取貨地點 ( 取貨前預約 ) : 旺角兆萬中心地庫 2 層 B208 號
             九龍新蒲崗大有街 34 號新科技廣場 19 樓 1902 室

電郵：contact@privilegehk.com  傳真：3153 2182

功效： 預防身體隱患，抗疲勞，提
高免疫，幫助抗凝血功能，
活血化淤，增強血液流通。

產地：青島 ( 原產冰島 )
每包重 500g
5 包以上送貨

10包以上

$660
每包

$680
每包重 500g
5 包以上送貨

10包以上

$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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