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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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廣州社團總會(柴灣)
香港廣州地區聯會 (灣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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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大屋 (沙田)
Teddy Village (西九龍)
中國香港旅行遠足聯會 (尖沙咀) 樂怡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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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中華薈萃  《做駙馬的狀元郎》
18 有獎燈謎會  今期謎語猜一姓氏
19 足 Box  2016 世界杯規模擴大
20 百家姓起源  曾氏、 田氏 
21 畫情說香江  沙田萬佛寺
22 太平山下通識滙  香港二級歷史築物——
              舊山頂餐廳
23 獅子山下通識滙  第二級歷史建築物——
              九龍醫院
24 香港孟子學院 孟子金句漫畫
25 臻美畫苑 
26 人物  陳明先生
28 人物 劉孟寬先生
30 文桂芳博士 「摩卡咖啡」是否等同
            「朱古力咖啡」! 
32 COFFEE  Lover  「長者歎啡日」!
33 溢邦貿易有限公司有機素食產品
35 蓮香飲食集團
36 家居美食 珍珠丸子
38 手作教室 2016年第12屆藝術熊頒獎典禮
40 素質教育發展中心  "身心健康，孝順父母"
  創作比賽
43 都市私墊  孔子"男尊女卑"的原意
44 縱橫香港  遠足郊遊
46 機遇與平台  海上絲綢之路協會與中國文化院合辦
  古都西安文化探索之旅
48 交流活動 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
  港大學生「江蘇大運河遊學團」
  成果豐碩
50 人物 「粵港澳海洋生物繪畫比賽 2016」
  圓滿結束
52 教育薈 生物探秘— 香港瘰螈
53 R&C Decor
54 迷你魚菜共生系統
56 潮語特區 令人迷惑的英文子母
57 超越挑戰 2017 : 巧固球慈善大賽
58 秋海棠企業發展有限公司 
59 園心食品有限公司 
60 保健坊  國珍松花粉
62 金絲響螺乾
63 冰島紅極參
64 韓國 NEXUS 電解水機
66 手機通識 新的一年跟大家回顧一下
  手機日常要注意 ( 上 )
67 本月星座
68 伸手助人協會之保多康曲奇義賣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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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門位於中國廣東省南部的珠江三角洲，地處珠江口的西
面，北面鄰接珠海市，東面與香港隔海相距約 60 公里。澳門由
澳門半島、氹仔及路環三部份組成，澳門半島是澳門城市發展的
中心；氹仔和路環本是兩個島嶼，透過填海工程相連，填海區發
展為路氹城，建有不少大型的酒店和度假村。

  自葡萄牙人於 16 世紀中葉抵澳定居，四百多年來中西建築、藝術、宗教、美食、社區等
文化在澳門交匯融合，多元共存。自 1999 年 12 月 20 日起澳門回歸中國，成為中華人民共和
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澳門由昔日的小漁村，逐漸發展成為國際城市，2005 年「澳門歷史城區」
成功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遺產名錄》，令澳門得以向世界進一步展現其獨特的歷史
文化面貌。現時澳門以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為定位，致力發展成為高質素的旅遊城市。

大三巴牌坊
  大三巴牌坊是天主之母教堂（即聖保祿教堂）正面前壁的遺址。聖保祿教堂附屬於聖保祿
學院。該學院於 1594 年成立，1762 年結束，是遠東地區第一所西式大學。1835 年一場大火
燒毀了聖保祿學院及其附屬的教堂，僅剩下教堂的正面前壁、大部分地基以及教堂前的石階。
自此，這便成為世界聞名的聖保祿教堂遺址。本地人因教堂前壁形似中國傳統牌坊，將之稱為
大三巴牌坊。這座中西合璧的石壁在全世界的天主教教堂中是獨一無二的。

民政總署大樓
  民政總署大樓建於 1784 年，前身為市政廳，後曾多次重修，目前規模是 1874 年重修時
形成的，具有明顯的南歐建築藝術特色。二樓的圖書館於 1929 年啟用，以葡國瑪弗拉修道院
的圖書館 (Biblioteca do Convento de Mafra) 為設計藍本，裝潢和傢具陳設具有濃厚的古典
氣息，現在專門收藏 17 至 20 世紀 50 年代的外文古籍。

澳門藝術博物館
  這是澳門唯一以藝術及文物為主題的博物館，也是澳門最大的視覺藝術展出空間。館內收
藏中國書畫、印章、陶瓷、銅器、西洋繪畫、現代藝術及攝影作品等珍貴藝術品及文物。
  博物館樓高五層，館內有各類展覽館共七個。四樓為中國書畫館及中國陶瓷館，主要陳列
館藏中國古書畫與廣東石灣陶瓷。三樓及二樓各有一個專題展覽館，舉辦各類專題展覽，展出
由其他地區或藝術家借出之藝術品。歷史繪畫館位於三樓，展品是以外銷畫為主的西方繪畫及
描繪澳門風情的歐洲版畫，其中包括英國人錢納利與其中國弟子關喬昌（林呱）的作品。

東望洋炮台
  東望洋炮台位於東望洋山（松山）之巔，是澳門半島的最高點，建於 1622 至 1638 年間。
東望洋炮台原來主要用於防禦外來入侵和作為觀察站。
  炮台上的聖母雪地殿聖堂約建於 1622 年。在最近的修葺中，在教堂內發現了華南地區罕
見的壁畫。這些壁畫糅合了中西文化的特色，具有極高的藝術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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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閣廟
  媽閣廟是澳門現存廟宇中有實物可考的最古老的廟宇，也是澳門文物中原建築物保存至今
時間最長的。該廟包括“神山第一”殿、正覺禪林、弘仁殿、觀音閣等建築物。早期稱娘媽廟、
天妃廟或海覺寺；後定名“媽祖閣”，華人俗稱“媽閣廟”。

澳門旅遊塔會展娛樂中心
  座落於南灣新填海區，塔高 338 米的旅遊塔，是一個集旅遊、觀光、表演、會議、展覽、
購物、餐飲、娛樂及通訊於一體的綜合設施。塔樓離地面 223 米，樓高達四層，包括兩層高的
觀光主層，內有玻璃地面，可從觀光層鳥瞰澳門；還有一個可容納 250 人的旋轉餐廳，視野
55 公里，讓人盡覽澳門地區、珠江三角洲和部份香港離島的景致。旅遊塔設有玻璃升降機，由
地面至觀光主層約 45 秒左右，乘客感受景物迅速離開自己的腳底，有一飛衝天的感覺。亦提
供百步登天、笨豬跳、高飛跳及空中漫步 X 版等刺激的空中活動。

澳門土生菜
  嚴格來說，糅合中葡菜之長的澳門菜是從傳統葡國菜演變過來的。經過多年，傳統葡菜不
論在材料、烹調技巧以至菜式設計受到中國菜的影響，加上運用來自東南亞及印度不同香料，
如咖喱、椰汁、玉桂等等，傳統葡菜的口味漸漸演變成今天風味獨特的澳門土生菜，更適合東
方人口味。當中不可不提的著名澳門菜式包括非洲雞和辣大蝦，全都是色、香、味俱佳，令食
客回味無窮。

娛樂場
  澳門的博彩業非常發達，有不少大型的娛樂場。旅客到達澳門後，在各個入境口岸和一些
旅遊熱點，均可承搭由娛樂場安排的免費穿梭巴士到達場所。娛樂場二十四小時開放，21 歲以
下的人士不准進入。此外，很多娛樂場都設有餐廳，旅客除了可參觀不同特色的娛樂場，還可
品嚐各國的美食佳餚。

澳門格蘭披治大賽車
  高水準的澳門格蘭披治大賽車舉辦至今已達六十年歷史，可說是澳門最大型的國際性賽
事。格蘭披治大賽包括電單車、超級房車和三級方程式賽車等精彩的賽車項目，參賽車輛環繞
澳門街道構成的東望洋跑道飛馳。預賽及賽車期間，旅客絡繹不絕，全城洋溢著興奮和緊張刺
激的氣氛，街道上引擎的轟鳴聲此起彼落、彩色廣告旗幟飄揚。大賽車期間城市的生活節奏彷
彿隨着賽車速度飛馳。

水舞間
  耗資 2.5 億美元的大型水上匯演「水舞間」，由靈感創作大師佛朗哥．德拉戈（Franco 
Dragone）親自執導，創作靈感源自中國儒家思想的「七情」之說，以特技、舞蹈等表現方法，
配合以水為主題，把東方智慧的意象發揮得淋漓盡致。

澳門大學
  澳門大學在珠海橫琴島的新校區體現了「一國兩制三體」的突破性概念，這一平方公里的
校園比原校區大了二十倍。新校區雖是屬於珠海的土地，但卻實施澳門法律，網絡開放，可上
Facebook、Youtube。橫琴被稱為「特區中的特區」，多項舉措引領全國。
  佔地一平方公里的澳門大學新校區，可視為澳門特區領土在橫琴島延伸；與橫琴島上的其
他地區不同，新校區受澳門特區政府的法律管轄並分隔管理，而橫琴島將變為「一島兩制」的
地區，「一國兩制三體」的「橫琴模式」，已超出一般國家經濟技術開發區的概念。澳門大學
新校園經三年半建成，是「一國兩制」框架下的一個突破性概念。這「三體」就是澳門、橫琴，
加上橫琴島上的澳門大學的三體。這個體很特別，地理來說，這塊地是屬於內地的，現在經中
央批准，把橫琴的這片地交給澳門特別行政區來管理。橫琴是珠海的土地，澳門大學新校園在
橫琴島上，實施的是澳門法律，與澳門沒有區別。新校區不僅為澳門大學今後邁向一流大學奠
下基礎，提升了澳門及大中華高等教育的層次，更向全世界展示了「一國兩制」的靈活、創新
及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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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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移動 3 根火柴，使原本的井字形變成 3 個大

小相同的正方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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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油翠苑
姓名 : 洪小姐

有獎燈謎會
地址 : 新都城 1 期
姓名 : 官先生

地址 : 新都城 2 期
姓名 : 單小姐

趣味小遊戲
地址 : 麗東海景豪苑
姓名 : 譚先生

地址 : 天宏苑
姓名 : 何先生

燈謎答案：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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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溫杯
（數量 1）

保溫杯
（數量 1）

絲巾
（數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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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漢是五代十國的第四個朝代，同時也是最後一個由 ? ? 人建立的中原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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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周
（約公元 951 年 —
公元 960 年）

  後周（951 年 -960 年）是中國歷史上五代十
國時期的最後一個朝代，它從 951 年正月後周太
祖郭威滅後漢開國到 960 年北宋太祖趙匡胤陳橋
兵變被取代共經歷了三個皇帝，10 年。後周的首
都是開封。
  統治地區包括今河南、山東、山西南部、河北
中南部、陝西中部、甘肅東部、湖北北部、以及安
徽、江蘇的長江以北地區。
  郭威自稱為周朝虢叔後裔，因此以「周」為國
號，史稱「後周」，以別於其他以周為國號的政權，
又以郭威之姓，別稱「郭周」。
  後周的開國皇帝郭威是後漢的開國功臣，受後
漢高祖劉知遠重任。劉知遠臨死時郭威是他指定的
顧命大臣之一，他奉後漢隱帝劉承祐命，平定多次
反漢叛變，同時他又能體恤手下，因此深受軍隊的
熱愛。劉承祐感到自己受顧命大臣的控制太多，因
此開始殺這些大臣。郭威當時領兵在外，聞訊後以
清君側的名義起兵。劉承祐為此將郭威在開封的所
有親屬殺害。郭威在僅僅數日內就進入開封。劉承
祐死於非命。郭威的軍隊在開封大掠。郭威首先名
義上迎在徐州的劉贇做新皇帝，自己卻以攻契丹為
名北上，同時他卻派部下將劉贇在路上殺死，然後
又讓自己的士兵擁護自己做皇帝，做出迫不得已的
樣子。就在這種情況下他依然首先以「監國」為名
上任，一個月後才正式持皇帝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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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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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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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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駙馬的狀元郎》

15

  各位親愛的讀者，我在上一期的文章《春暖花開狀元紅》，提到在古時科舉制度年
代，所有的狀元郎，都是眉目清秀的，俊朗非凡的，從古裝戲中所見的英俊狀元郎，便
可見一斑。因此，很多人都以為，凡中了狀元的，就很有希望成為皇帝的女婿，尤其是
被公主看中的，便會招為駙馬。然而這種想法是錯誤的，是誤傳的。

中了狀元做駙馬？
  或者你會問，在電視劇中，狀元郎被招作駙馬的，為數也不少，而最廣為人知的例
子，就是＜包公案＞之陳世美做駙馬，難道這也是屬於誤傳的嗎？
是的，但是這個故事早已家傳戶曉，它之所以膾炙人口，除了元曲，明清小說，還有後
來的京劇、豫劇、崑劇、上海越劇、粤劇、潮州劇……等等，都有《秦香蓮》及＜陳世美
＞的劇目上演，所以這個故事便在民間廣為傳揚了。

陳世美的故事簡介
  陳世美，湖北均州 ( 丹江口 ) 人氏，原乃北宋時代的一介寒書生，上有高堂，下有妻
兒。一日，陳世美為了赴京考試，便交托妻子秦香蓮，照顧一家老少。

  如是者一去三年，陳世美的音訊全無。最不幸的是湖北均州發生餓荒，州內餓殍遍
野，陳世美的父母也在這荒年中去世。可憐的秦香蓮，唯有離開家鄉，攜同兒女上京尋夫。 
  到了京城，才知道陳世美在那年進京赴考，不但狀元高中，且被仁宗皇帝招為駙馬。
秦香蓮來到駙馬府尋夫，但陳世美唯恐駙馬之名不保，所以拒絕與其相認，事後並派韓
祺半夜追殺妻兒！
  幸好韓祺有良知，獲悉秦香蓮的身世後，頓生憐憫之心，秦香蓮母子才得在虎口逃
生。
  事後秦香蓮向包拯告狀，狀告當朝駙馬爺，欺君犯上，為了貪圖富貴而殺妻滅嗣，
天良泯滅！
  包拯派展昭至陳世美家鄉尋得人證物證，證明秦香蓮才是駙馬爺之髮妻。當身份確
認後，包拯便召陳世美上庭，欲將駙馬定罪。正在此刻，公主趕到開封府營救，與太后
一起阻撓包拯。但包拯仍然取出龍頭鍘，斬了陳世美。
  由此亦見證了包拯的鐵面無私、不畏權貴、敢同貪贜枉法、欺壓良民的貪官污吏作
堅決鬥爭，及肯為黎民百姓主持公道的神聖形象，不愧為天下第一清官！

史上唯一的狀元駙馬爺
  雖然以上的故事非常動聽，已經廣為人知，但是經過專家考證，秦香蓮狀告駙馬爺
的故事，並非歷史事實。  
  根據歷史學家毛佩琦主編的《中國狀元大典》記載：自隋唐開科取士，到 1905 年滿
清廢除科舉為止，在這 1300 多年的科舉史上，共誕生了大約 671 名狀元，其中有籍可
考的，只有一位被招為駙馬，他就是唐朝的鄭顥。
  鄭顥在唐武宗會昌二年（842 年）高中狀元。四年之後，在唐宣宗大中年間被招為
駙馬。因為唐宣宗非常迷戀科舉，又欣賞狀元鄭顥的才華，所以將自己的女兒萬壽公主
嫁給鄭顥。
  根據以上史學家的資料顯示，證明其他所有「中了狀元做駙馬」的故事，都是虛構
的！
  那麼，這個「陳世美中狀元做駙馬」的故事，也是虛構的嗎？ 這當然是虛構的，不過，
虛構的的故事，也有其的存在價值，可以引起了觀眾的同情和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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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構故事的價值
  秦香蓮狀告駙馬爺的故事，正好反應了社會現實的一面，也訴說了老百姓胞受欺凌
和壓逼的苦痛。秦香蓮千里尋夫的情節，代表了大多數克盡婦道的善良人士，也塑造了
一個哀怨凄迷的愛情故事，而世間上為了貪圖功名，攀附權貴而埋沒良心的人、抛妻棄
子的人，真是不知凡許呢！
  這個故事具有警世的作用 : 給那泯滅良知的，背信棄義的一個當頭棒喝 ; 同時也為那
含冤受屈的的善良人士，在心理上討回公道！
  由於這個故事廣受大眾歡迎，戲曲家便將之搬上戲台，大鑼大鼓地演出，將一個滅
絕人性的負心漢，在舞台上繩之於法，是一件多麼大快人心的事啊！這就是戲曲藝術的
存在價值了。

有不同版本的陳世美
  ＜包公案＞中的陳世美，是有幾個不同的版本。這些人物出於宋代，興於元曲，經
明代文人整理成短篇小說《龍圖公案》，到清代石玉昆借鑒包公民間故事創作出古典名
著《三俠五義》，還有京劇、粤劇、潮劇版本的《秦香蓮》。
   最為通行小說版本的＜包公案＞，是清嘉慶十三年李西橋作序的藻文堂刻本。後來
的小說還有《龍圖耳錄》、《龍圖公案》、《七俠五義》、《龍圖神斷公案》、《包公
七十二件無頭奇案》、《百斷奇觀》、《包龍圖判百家公案》、《百家公案全傳》、《包
孝肅公百家公案演義》。近年還有《百斷奇觀重訂龍圖公案》。
  在以上眾多的＜包公案＞小說當中，各有不同的編纂和取材，包括回目、排序、故
事插圖、公案內容、人物形象……而有關陳世美的詳情細節，都有出入的，並非一致的。

真正的陳世美
  曾經有人問，不論這個故事是真是假，在京劇《秦香蓮》和《鍘美案》中的兩個角
色人物 : 陳世美和秦香蓮，是否有跡可尋呢？
答案是！且另有歷史文獻的文物遺存……
  經過童德倫老師的 10 年研究，在《陳年穀秘史》一書中，認為《鍘美案》中的陳
世美在生活中的原型，是清朝一個叫陳年穀的，湖北均州人。其實他是一個清官，與戲
曲中的陳世美，是截然相反的一個人物。他的妻子名叫秦馨蓮，夫妻相敬如賓，白頭偕
老。根本沒有戲劇中所編的那些情節，也沒有被招為駙馬。
  既然他的經歷與《鍘美案》如此大相徑庭，那為何被編進了《鍘美案》中？何況陳
世美是明末清初人，又如何讓宋代的包拯給鍘了呢？

流傳百年的故事考證
  根據童德倫老師的考證，謎底終於解開了，他認為就是一個“戲”字的緣故。這齣
戲是這樣編成的：
  清順治十五年，陳年穀在貴州為官，任按察司副使布政司參政。時同鄉同學來投，
謀取官職，他多次接待，並勸以刻苦攻讀以求仕進。後因來投者日多，難於應付，乃囑

總管家一律謝絶。
  有一天，他的同窗好友仇夢麟，胡夢蝶，從均州找他求官，因昔日與他進京赴考時，
曾以錢財接濟過他，但遭總管家回絶，兩人頓生報復之心，遂將社會上一些升官發財、忘
恩負義而拋妻滅子之事，捏在一起，加在他身上，而且不惜花費銀兩，請戲班子按自己的
意願，編成戲劇《秦香蓮》。在陝西、河南等地演出。

要為陳世美喊冤
  相傳在清末時期，河南劇團到均州演出此戲時，陳世美的一個後人看了，氣得當場吐
血，陳世美第八代孫還組織家族眾人，當場抗議，演出被迫停止。
  近年陳世美後人要為先祖喊冤，希望為他的祖上翻案！且謂清代陳世美，怎麼會被宋
朝的包公鍘了呢 ? 
  二百年來 ,《鍘美案》雖然在世上演唱，使陳世美臭名昭著，但從現在搜集的大量素
材來看， 陳世美的故事內幕，流傳百年的故事原來是假的，他是被人家戲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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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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
期
謎
語
猜
一
姓
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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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
案
在
本
期
刊
內
）

Box to Box
由球隊或個別球員表現，戰術分析，到球壇現象，比賽文化……足球圈的每個角落，無所不談。

19

  2026 年世界杯將會由 32 支球隊增加至 48 支球隊，大家對此議論紛紛，而我原則上
是贊同這次改動的，不過對修改後的賽制卻有保留。考慮到成員國的數目和參賽席位，一
直以來，歐洲區和南美區都是不合比例地高，而這次修訂後，非洲、中北美洲和亞洲所獲
得的參賽席位比例將會相對提高，令各洲份得到較平均的席位分配，更能體現「世界杯」
的精神。
  有說，增加參賽球隊會令比賽質素下降，這點不一定錯，但也不一定對。不過，別忘
記世界杯或其他運動競賽的原意，是為了讓各國健兒聚首一堂交流比拼，最重要的是參與，
而非單純只為分出勝負。比賽質素和觀賞性的高低，除了受參賽球隊數目影響外，也取決
於比賽制度。
  暫 時， 兩 個 建 議 賽
制都各有不足的地方，
未能平衡賽程、刺激性、
公平和照顧球迷等幾方
面。不過，此刻與 2026
年仍有一段距離，理論
上絕對有足夠時間讓大
家研究出一個最理想的
賽制，從而保障賽事的
觀賞性及精彩刺激的程
度。最令球迷擔憂的是，
究竟國際足協到底有沒
有能耐，去制訂一個最
理想的賽制，畢竟國際
足協的能力一向備受質疑，再經過年前的貪污醜聞後，球迷對他們的信心可謂跌至谷底。
希望這次國際足協可以破例，構想出一個理想的賽制吧。
  如 想 閱 讀 更 多 Box to Box 撰 寫 的 足 球 評 論 文 章， 歡 迎 來 到 我 們 的 Facebook 或
Fanpiece 專頁。
Facebook：Box to Box
Fanpiece： http://football.fanpiece.com/boxtobox/

2026 世界杯規模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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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氏來源
  曾姓是中文姓氏之一，來源有二個﹕源自姒姓，少
康之少子曲烈，被封於鄫國，歷夏、商、周三代，金文
或作曾，《史記．夏本紀》太史公曰：「禹爲姒姓，其
後分封，用國爲姓，故有繒氏。」據《左傳》，春秋時
期魯襄公 4 年（公元前 569 年）鄫屬魯，次年魯國大
夫叔孫豹攜鄫世子巫（太子巫）去晉國明確從屬關係；
魯襄公 6 年（公元前 567 年）被莒國所滅，推測鄫太
子巫遂逃至魯國，其後人稱「曾氏」；或仍作繒，《史
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有祁侯繒賀；源自姬姓，西周
開國功臣南宮适的後裔，被封於湖北隨州一代，建立曾
國，後代以國為姓。

田氏來源
  田姓為中文姓氏之一，源自媯姓陳氏，東周春秋時
代陳國的公子完逃到了齊國。由於陳與田古音相近，因
此又成為田完，歸附齊國，為大夫，諡敬仲。田完後人
田和擔任齊相國時，將齊康公放逐到海上，自立為君，
於是，姜姓齊國成了田氏齊國。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
「田氏代齊」。

魏 一 翀
香港畫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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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萬佛塔聳立於萬佛山上寺的
庭園中，是顯赫莊嚴的名剎
標誌。佛曆至今有二千多年，
歷代有高僧得道成佛，所以
萬 佛 寺 內 供 奉 佛 像 達 一 萬
三千多尊。正堂有楹聯曰﹕
「 世 事 到 山 盡， 高 言 對 佛
無。」萬佛寺建於一九二一
年，創建人是月溪法師，主
殿落成於一九五零年，分高
低兩組建築群。低層包括萬
佛塔、萬佛殿、望海觀音及
十八羅漢塑像等。近年上山
梯 間 更 建 有 金 裝 羅 漢 像 多
座，姿庇美妙，栩栩如生。

沙田萬佛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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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龍 醫 院（ 英 文：Kowloon 
Hospital）是香港的公營醫院，位於九龍
城區加多利山亞皆老街，為九龍區首間由
香港政府設立的醫院，由醫院管理局管理，
為九龍中聯網醫院之一，主要提供服務予
九龍區病人。
  醫院共有 17 座院舍，分別於 1925 年
至 1965 年年間建成。九龍醫院的胸肺內
科是九龍區最大型胸肺專
科中心之一，亦是香港首
間提供胸肺康復計劃的醫
院。另外，九龍醫院亦為
伊利沙伯醫院及基督教聯
合醫院的病人提供延續
護理服務。
  九龍醫院還肩負著
培育醫護人員的責任。
九龍醫院護士學校，亦
為非政府機構培訓登記
護士。
1929 年 9 月， 九 龍 醫
院開始啟用，為九龍區
首間公立醫院，當時由
新任港督金文泰主持開
幕儀式。1941 年至 1945 年香港淪陷期間，
九龍醫院曾作日軍醫院。1963 年伊利沙伯
醫院落成啟用，成為九龍區的主要公立醫
院，九龍醫院遂改作肺病專科和療養院式
醫院。
1991 年 12 月九龍醫院移交醫院管理局管
理。1999 年 12 月， 兩 間 康 復 科 病 房 的
126 張病床及部份專職醫療服務遷往九龍
醫院康復大樓運作。戴麟趾夫人復康院於

2000 年 1 月 17 日與九龍醫院合併，並於
康復大樓繼續提供服務。九龍醫院正座（又
名主座大樓）則於 2004 年建成及由醫院
管理局接管。
九龍醫院位處九龍亞皆老街及窩打老道交
界小山丘（古稱大石鼓），由十多幢平房
及三座主座大樓組成，包括西翼大樓、康
復大樓及正座大樓。截至 2007 年 3 月 31

日，九龍醫院有 1,281 張病床，正座樓高
11 層，8 層為病房，設有 705 張病床，包
括 395 張精神科病床、124 張胸肺內科病
床及 186 張延續護理病床，其餘 3 層為專
職醫療部門、行政部、醫務社會工作部、
病理學部、中央消毒物品供應部、醫療檔
案、放射診斷部及營養部等；康復大樓共
設有 576 張病床，亦為九龍區專職醫療門
診病人提供門診服務。

第二級歷史建築物——

 九龍醫院
香港二級歷史建築物—

舊山頂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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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舊山頂餐廳是香港一座歷史建築，位
於香港島太平山爐峰峽山頂道 121 號，於
1981 年被列為香港二級歷史建築。
  舊山頂餐廳原址本來是山頂纜車於
1888 年興建時供英國工程師工作及休憩的
地方。該地及後移交政府，於 1901 年拆卸
重建為轎子停放處及轎伕休息的棚屋，以
便當時居民由山頂纜車轉乘轎子回家。建
築內停放的包括轎伕的公共轎子以及私人
轎子。隨著轎子的式微，由 1947 年起，該
址改作露天茶座及西餐廳的用途，並名為
山頂餐廳。餐廳對建築物的改動不大，只

是裝上木地版、玻璃門等等。1989 年，舊
山頂餐廳因租約期滿而結業，並由饕餮管
理有限公司投得經營權，但新經營者沒有
保存建築物的完整性，餐廳內部裝潢變得
面目全非。到了 2003 年，該址則由太平山
餐廳繼續經營。
  現存舊山頂餐廳的建築物，與 1901 年
剛落成時的原貌，有不少差異之處，例如
昔日以混凝土建成的開放式拱門，現已裝
設大門；而原本使用鋼筋承托的木製桁架，
現在改用了磚塊及混凝土支撐，並豎立於
承重的石壁上。



作者 : 保 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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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版權所有

孟子金句漫畫

孟子：人之患，在好為人師
孟子說：「人的最大毛病就是覺得自己比別人優越﹐處處教導別人。」
Mencius said： A person's worst setback is to opine that he is superior than 

others and regard himself to be teacher of 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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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明，字海石，海南海口人，現為廣東省宋慶齡基金會常務副主席、廣東省

直機關美協副主席、廣東藝海書畫攝影研究院常務副院長、廣東書畫家協會顧問、

廣東省社區文化藝朮促進會顧問。喜愛琴棋書畫，深入傳統，師從名家，追求幽

靜清雅，意境高遠。作品多次參加省、市書法、美術展覽，並多次入選和獲獎。

曾出版和入編《陳明素描集》、《和諧盛世畫集》、《蘭竹荷畫集》、《愛是永

不止息》、《一日千裡》、《家和萬事興》、《舞之美》、《藝海揚帆畫集》等

書畫集，備受社會各界人士的高度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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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孟寬，香港美協創會會員，沐風畫會會長，1950 年出生於香港，1977 年
開始跟隨嶺南畫派第二代大師楊善深習畫，1983 年開始全職繪畫創作，為嶺南
畫派第三代活躍畫家，自 1986 年首次在香港美國圖書館舉行個人畫展後，多年
來作品於世界各地展出，曾展出於香港，澳門，馬來西亞，新加坡，臺灣，中美
洲馬丁尼爾，並曾多次展出于日本東京，橫濱，藤澤，奈良各地畫廊。2008 年
個展于江門景堂圖書館，2012 年個展於中山書畫院，2013 年個展於馬來西亞國
際藝術博覽會。
  劉氏於 2004 年在香港創立沐風畫苑，並且於香港藝術館及香港藝術中心教
授嶺南畫派國畫，致力於推廣及發揚嶺南畫派藝術。2012 年創立沐風畫會並於
2015 年 3 月舉行第一屆聯合畫展。
  劉孟寬作品賦予嶺南畫派之寫生精神，融合嶺南畫派及西方技法，畫風清新
脫俗，追求達到雅俗共賞之境界。其作品多次於香港及國內各大拍賣公司拍賣。
歷次記錄均可在雅昌拍賣網頁查閱。劉老師近日專注於陶瓷繪畫，謹發表他的最
新作品。

劉老師和女兒劉欣言在福建金珠陶瓷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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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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  名：                電  話：

電  郵：

地址 ( 需送貨請填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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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郵：contact@privilegehk.com  傳真：3153 2182

「樂怡生活」特惠讀者、住戶訂購
推廣價 訂購數量 金額

杏仁粉 500g $135
銀杏粉 450g $178
山藥紫米粉 500g $129
黑木耳養生粉 600g $128
初胚紅藻杏仁粉 500g $145
茯苓百合蓮子湯 500g $105
紅薏仁粉 500g $109
有機黑燕麥片 600g $79
啤酒酵母薄片 220g $75
有機黑木耳飲 330ml $19
青梅酢 400ml $98

購物滿$500元
免費送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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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居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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烹製方法：1.   先把糯米浸泡，3 至 4 小時後撈起，瀝乾水備用。
     2.  免治豬肉與薑粒混合剁成肉糜，剁好的肉糜加入小許鹽、

白胡椒粉及生抽拌勻，醃製 20 分鐘。
     3.  把馬蹄和葱白切成細未，然後將馬蹄和葱白未加入肉糜，

再放入蛋白及小許生粉用筷子拌勻。注意！要沿同一方向
劃圈攪拌，這樣肉泥的纖維便會沿同一方向，肉丸便會鬆
軟有彈性。

     4.  可用手拿起一份肉糜，用虎口捏出肉丸，將肉丸放入已浸
泡的糯米內，輕輕滚動均勻沾上一層糯米。

     5.  等蒸蘢的水烹沸後，放入肉丸，用大火蒸 15 至 20 分鐘後，
撒上小許葱花便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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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珠丸子
材料：
免治豬肉 .............. 500 克
糯米 .......................  100 克
蛋白 .......................  1 隻
馬蹄 .......................  20 克
葱白 .......................  1 段
薑粒 .......................  適量
葱花 .......................  適量
白胡椒粉 ..............  適量
鹽 ...........................  適量
生抽 .......................  適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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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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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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香港熊會舉辦， 2016 年第 12 屆藝術熊比賽頒獎禮於 1 月 8 日假座九龍富豪酒店已
完滿結束。 今年的頒獎禮非常榮幸請到來自德國 Kosen Animals 品牌持有人 Dr. Schache 
擔任頒獎嘉賓。來自澳洲的 Copper Bear- Mr. & Mrs Copper 亦成為我們的訪問嘉賓 .
  一如以往，這是香港熊會一年一度之公開比賽，每次都吸引初學者和各界泰廸熊藝術 
家參加，令一班志同道合的熊迷聯繫一起，以提升泰廸熊藝術 技術及設計，鼓勵新進人仕
和青少年參與。
  所有參賽作品會跟其主題、藝術性、原創性、設計、裁剪等作為評分標準。
  大會評判是藝術熊及與時裝界的知明人仕：
Mrs. Helga Shepp – 来 自德國Bear by Bear Germany創辦人，是Gloria老師的老師，堪稱

香港藝術熊界師祖
Mr. Erik Cheung –   香港時裝設計師，現於澳洲工作；致力推動本地時裝及青少年培訓
Ms. Valerie Rogers – 來自美國Bears & Buds online Teddy Bear Magazine出版人及總編
Ms. Louise Chow –  泰迪熊藝術家，香港熊會資深得獎會員， 她的作品以高價競投,並用作

慈善捐款.
 今年比賽組別包括 :
專業創作組、創作組、業餘組、青少年組 10-16 歲、兒童組 3-9 歲
每一年的藝術熊比賽，Gloria 老師都勞心勞力，由構思至完成都是親力親為，當中有多位
熱心會員都 會義務協助，令到比賽得以完滿。希望 2017 年藝術熊比賽能見到你參加啦 !

2016年第12屆藝術熊頒獎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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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質教育發展中心
" 身心健康，孝順父母 " 創作比賽

素質教育發展中心
" 身心健康，孝順父母 " 創作比賽

冠
軍

迦密柏雨中學 姓名 : 孫若彤    班別 : 1B
編號 : 個畫 01     名次 : 冠軍

大埔循道衛理小學 姓名 : 陳樂融    班別 : P2
編號 : 個書 05    名次 : 亞軍

亞
軍

保良局方譚遠良幼稚園 姓名 : 馮兆鋒    班別 : 高班
編號 : 個書 26     名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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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
軍

亞
軍



42 43

素質教育發展中心
" 身心健康，孝順父母 " 創作比賽

德望幼稚園 姓名 : 李恩曦    班別 : K3
編號 : 個畫 15     名次 : 季軍

寶血會思源學校 姓名 : 陳俊熹    班別 : 三智
編號 : 個畫 09     名次 : 季軍

季
軍

季
軍

  “男尊女卑”來自易經，孔子在《易經．系辭上下傳》中有﹕天尊地卑，乾坤定矣，
卑高以陳，貴賤位矣……乾道成男，坤成女。許多人直觀認為這是孔子主張男的天生高貴，
女的天生卑賤。這是對孔子的誤解。《易經》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探討宇宙天體運行規律的
經典，用陰陽輪對天地萬物進行歸類。“男尊”是指男的要做到品格高尚、正直，令人尊敬。
“女卑”是女的要做到謙和、包容，使人感到親切。“卑”在古語中有謙虛，接近、親近
的意思。這裏的“卑”並不指貴賤，也不是地位上的尊卑，孔子倡導的是萬事萬物各按其
位，各司其職，這和中國傳統文化的“貴賤平等，天下大同”的主張是一樣的。
  歷史的進展，時代的變遷，上古母系氏族社會逐漸過渡為父系氏族社會，至春秋以儒
家的禮教對女子的行為作種種的規定和限制，“男尊女卑”逐步演變為男女不平等意識，
這是中國封建傳統思想的糟粕。
  隨着時代的變遷，科技的進步，男女在人格、人權、經濟上日趨平等。封建世俗的“男
尊女卑”逐步被時代“拋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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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男尊女卑”的原意



44

訊息來源︰中國香港旅行遠足聯會

香港郊外景色優美，以下有不同的行山隊，希望大家享受遠足的樂趣。

• 山林旅行隊2017 •
查詢︰逢星期二至六 晚七至八時  劉康孫 9482 3895  秦泉 9350 7565
【八仙群嶺添富善】12/2/2017 ★★★ 步程︰6小時
晨大埔墟鐵路站外的士站集合，9時塔巴士往大尾督起步，自然教育徑、八仙嶺、犁壁山、黃嶺、屏風
山、適當地點大休，午後平山寨、沙螺洞、鳳園出富善邨散隊。
【華山跨萬里長城】19/2/2017 ★★★ 步程︰6小時
晨上水鐵路站側上水廣場行人天橋集合，9時起步、經天平山邨、華山、萬里長城、下山雞乙、雲泉仙
館大休，午後長山古寺、馬尾下出粉嶺散隊。
【吊手牛押馬鞍山】26/2/2017 ★★★★ 步程︰6步程
晨馬鞍山恒安鐵路站B出口集合，9時起步、山徑上燒烤場緩登吊手岩，牛押山、馬肚登馬鞍山落昂平、
茅坪、梅子林落富安花園散隊。

• 2017年越野優悠行行程 •
查詢︰逢星期一至五 晚六至七  陳熾建 9205 3648  May Chan 61435669
【東涌賞婆髻】2月18日（星期六）
東涌鐵路站B出口集合，準9:00am起步上婆髻山落白芒回東涌散隊。全程約三個小時。
【田下賀天后】3月4日（星期六）
港鐵鑽石山站C2出口集合，準9:00am乘91號巴士到大澳門起步，經郊遊徑上田下山落天后廟出清水灣
巴士總站散隊。全程約三個半小時。

• 群山任縱橫 •
Facebook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pages/群山任縱橫/620166594710640
【東九龍群山縱橫遊】2月19日
晨9:00寶琳地鐵站A出口集合，經鷓鴣山、壁屋坳出井欄樹，經大藍湖，上東洋山頂，落麥徑M93、基
維爾營，再經東山、象山、飛鵝山，落順利邨散隊。山行快步6小時。量力參加。
【走訪糧船灣三古村】2月26日
晨9:00北潭小食亭集合，經上窰文物館接上窰郊遊徑出麥徑1段，至M012轉村路，經北丫村、東丫村、
白腊村再出麥徑，續走麥徑經西灣山至吹筒坳，接鹿湖郊遊徑經大枕蓋落鰂魚湖，出北潭涌散隊。山行
快步7小時，量力參加。

• 週日旅行隊 •
聯絡電話︰魏淑貞 6426 4189  郭堅成 9481 6337（下午六時至九時，逾時請勿來電。）
【漫遊沙田名勝】2月19日
晨八時半，大圍東鐵站A出口集合，九時起步，經車公廟、小山崗、道風山，萬佛寺大休，午後落沙田
巴士站散隊，步程約4小時。
【港島徑八、七段漫遊】2月26日
晨八時半，筲箕灣9號巴士總站對開公園仔集合，九時乘9號巴士往潭峽路口起步，經大潭懲教署職員宿
舍，土地灣大休，午後沿引水道出大潭道散隊，步程約4小時。

• 香港樂群康樂會 •
聯絡電話︰2323 9399  WhatApp / WeChat︰6655 0031
【草山、針山、城門水塘】2月12日（星期日）
行程簡介︰由大埔墟港鐵站起步出發，經運頭塘上鉛鑛坳、上草山、針山、城門水塘，梨木樹散隊。草
山高度六百四十七米，步程約五小時，難度四星。集合時間/地點︰是日上午準九時正，大埔墟港鐵站
新達廣場（逾時不候）

• 山水旅行隊 •
聯絡電話︰老沈 9627 2801
【元宵節後嚐齋宴，新春新意慶新年】2月12日（星期日）
枌嶺火車站出口大堂認旗集合，準9時10分鳴哨起步，途經圍村古寺、漫步綠野田園，步程約4小時，雲
泉僊館散隊。參加食齋者AA制。中途不設大休，多次小休，行友如在途中受到損傷，本隊不作任何賠
償，祇有從旁協助，代為報警。是日由張、鄔、蕭、羅、梁、鄭等人帶隊。

• 康信旅行隊 •
查詢︰劉康孫9482 3895  李梓華 9728 2364  星期一至五(晚上7-8時)逾時勿來電。
【再遊舂磡角炮台遺址、赤柱名勝】2月15日（星期三）
晨中環交易廣場巴士總站側集合，9時30分搭6X往舂磡角炮台遺址，行回頭路落馬坑公園觀景台，赤柱
市集後散隊。路程3小時，易行平路和小徑。

• 香港翠綠遠足隊 •
聯絡人︰周書正（校長） 9224 4908  梁景源（大D） 9023 9436  鄧潤娣（花姐） 9510 9810 黃智
強（亞Joe） 9481 8127
【長咀】2月13日（星期一）
早上八時四十五分，西貢巴士總站集合，乘94號巴士前往北潭凹起步。倒行麥徑二段落赤徑，上大浪
坳，經大浪村，落東灣，繞東灣山，繞行長咀98米標柱。原路返回北潭凹散隊。全程約二十公里，步程
約七小時。漫遊路線︰落咸田灣後回程或隨時回頭走。
【薄刀屻】2月20日（星期一）
早上八時四十五分，港鐵東涌站B出口外集合起步。上薄刀屻（529米），過婆髻山（482米），落白芒，
沿奧運徑出梅窩散隊。全程約十公里，步程約五小時。漫遊路線︰山路過白芒，沿奧運徑出梅窩散隊。
【大刀屻】2月27日（星期一）
早上八時四十五分，東鐵粉嶺站B出口外小公園集合起步。經蝴蝶山（105米）、箕勒仔（256米），上
北大刀屻（480米），登大刀屻主峰（566米），落林錦公路散隊。全程約十公里，步程約五小時。漫
遊路線︰到達北大刀屻後，沿軍路落林村許願廣場。

• 自助旅遊 •
查詢或報名﹕簡培發 香港 9049 6694 國內 14715065084
【暮春遊英西峰林】2月25日（星期六）午—26日
午3時深圳僑社開車，晚抵英西九龍鎮。境內峰林連綿。此次活動穿梭峰林帶，串鄉過村，踏足阡陌田
地，縱走峰林走廊、路途穿溶洞—可能要涉水備水鞋/手電筒/自備午糧水，三小時多步程，景色非常優
美，風景直逼桂林。

• 〔勝景之友VIP〕旅行隊 •
查詢﹕勝哥 9727 9788  隆哥 9558 3742  強哥 5115 4160
【香港三尖之首蚺蛇尖】2月19日（星期日）
上午8︰45西貢巴士總站紙船公園，乘94號巴士，上午9︰30北潭坳、赤徑、大浪坳、蚺蛇尖，落東灣及
鹹田灣、赤徑、北潭坳、西貢，適當地點大休。A線步程約4小時 ★★★★，B線步程約3小時30分 ★★半
【釣魚山拜大廟】2月26日（星期日）
上午8︰45坑口站A出口，孟公屋，上洋山，登334米釣魚翁山、田下山，眺望布袋澳鎖匙頭，清
水灣鄉村俱樂部，拜大廟，清水灣巴士站，適當地點大休。步程約3小時，A線 ★★半，B線★★ 

• 以上各項節目凡三星或二星半皆兒童不宜，四星超難度，量力參加。
•  出發前兩小時，紅雨、黑雨、三號風球或以上，當日行程將取消。以上節目如天氣欠佳，改線與否由

當日領隊決定。
•  各隊資料僅供閣下參考之用，並非亦不該被視為㨛供參與活動。在其間之個人自由活動所

引致之任何意外及損失，各隊概不負責。行友須知︰行山活動具危險性，參加者應小心安
全，如有任何意外，責任自負，與各隊及服務行友無關，如有需要，請自購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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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海上絲綢之路協會（「海絲會」）主

辦，中國文化院協辦的「古都西安──文化探

索之旅」於 12 月 24 - 27 日率團前往西安，

展開為期四天的文化探索之旅。交流團成員

共 90 人，包括大學本科生、中學生、海絲會

及中國文化院的代表。團長為海絲會總裁黃

彥勳先生；副團長為政協陝西省委員會常委、

香港義工聯盟副主席劉娟女士。

  四天行程透過參觀西安不同的古蹟、景

點，加深學生對絲路歷史文化之認識及了解

西安在創新科技，包括航天科技的發展。

  24 日下午抵達古代絲綢之路起點──西安

後，交流團隨即前往參觀國內保存最完整的

漢代帝陵，漢景帝劉啟及皇后王氏合葬之「陽

陵」。透過出土的陶俑、陶製動物等了解漢

人喪葬觀。

  翌日，在中國文化院安排下，西北大學宗

教造型藝術研究所所長岳鈺教授帶領交流團參

海上絲綢之路協會與中國文化院合辦
古都西安文化探索之旅

觀西北大學博物館內的岳鈺佛教美術館，由岳

教授親自講解畫作背後的故事及古代僧人為傳

揚佛法所付出的血汗。及後出席由西北大學絲

綢之路研究院席會東副教授主講之「古都西安

與絲綢之路」講座，藉現存文物道出西安在絲

路發展中所據的重要位置及不同文化在此融滙

的痕跡。交流團下午前往陝西歷史博物館、大

雁塔及世上唯一以中式園林形式建造的化覺巷

清真寺，欣賞豐富的館藏文物、了解西安深厚

的文化。

  交流團於 26 日參觀秦始皇帝陵博物院、

漢城湖公園及欣賞仿唐歌舞表演，親睹秦始

皇陣容儼然的地下大軍、認識漢代及張騫出

使的歷史及唐代著名歌舞，從歷史、文化方

面感受千年古都的氣蘊。晚上會晤劉娟女士

及奧地利中國關係促進會常務副主席費祖禧

先生，互相交流。

  最後一天前往碑林博物館，一覽歷代書

法名帖及國內主要的軍用民用飛機製造及研

發企業──中航工業西安飛機工業 ( 集團 ) 有

限責任公司，參觀飛機製造廠，在走道上徐

徐行進，一瞥飛機裝嵌的過程。其後亦到西

安航空學院內的航空博物館參觀各式民用軍

用飛機，了解中國航空工業的發展概況，使

學生對中國航空工業有更進一步的了解，增

加對西安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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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香港 11 間大學、70 名學生組成的「江蘇大運河遊學團」，去年 12 月 25 日至今年
1 月 3 日到江蘇進行遊學考察，造訪了南京、揚州、鎮江、常州、無錫及蘇州六大城市，
參觀了七個博物館、紀念館及四所大學等。
  短短的十天旅程，內容十分豐富，雖是走馬看花，同學亦獲益良多，南京大屠殺紀念
館更令大家留下深刻印象。香港課本對日本侵華一頁甚簡單。紀念館以大量圖片、實物，
系統地闡述日本侵華、南京大屠城的暴行，同學有如上了深度歷史課。南京航空航天大學，
原來是中國航天研發中心之一，對國家航天事業有傑出貢献，中國首架無人靶機、高原無
人機、微型飛行器等都是出自此校。淮揚菜是中國八大菜系之一，以清淡偏甜見稱，同學
參觀揚州大學中華廚藝學院，親嚐箇中真味 ; 無錫紫砂博物館、鎮江醋博物館，增加對中
國飲食文化的認知。同學認為遊學團不同一般旅行，是認識中國歷史、文化、科技之旅。
  吳炳純 ( 城市大學工商管理系畢業生 )：參加大運河遊學團令我大開眼界。隋朝開發大
運河促經濟，今日之南水北調，是我國延續水利的偉大工程。個人對中史原興趣不大，通
過此行認識到中國歷史文化之淵博，我開始感興趣。
  呂建良 ( 科技大學土木工程及環境工程系三年級 )：參加遊學團，原是本著旅遊放鬆一
下，想不到有如此大收獲。南京的環保工作做得很好，平均每位市民有六棵樹，綠化普及，
造福群生。

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
港大學生「江蘇大運河遊學團」
成果豐碩

  顧嘉儀 ( 中大專業進修學院韓文系一年級 )：南京大屠殺紀念館令我感觸很大，之前
我對此段歷史是一片空白。此行參觀多間博物館，唯獨紀念館有日文介紹，就是要讓日本
觀眾認知歷史罪行。江蘇民風純樸，文物古蹟保存很好。
  廖尹呈 ( 科技大學藝術系五年級 )：中學是學理科，對中國歷史是一片空白。通過這
次參訪引起我對中史的興趣，回來後向我姐借中史課本「惡補」。中史應該重新納入必修
科，不了解中國歷史，如何認知好壞 ! 我是創作藝術學生，學的是西方創作模式。這次參
訪，感到中國人的智慧、情懷與西方不同。西方創作講「目的性」，中國則是以「人與人
的關係為中心」，日後我的創作，亦會融入這個元素。
  鍾少清 ( 領隊 )：參加遊學團的同學，來自香港 11 間大專院校，學科、級別各不同，
通過彼此交流，增進對歷史的理解，是很好的學習機會。
  港大學生「江蘇大運河遊學團」是由「井岡山教育基金」主辦，中國太平洋經濟合作
總裁會及香港江蘇社圑總會合辦 ; 並獲民政事務局和青年事務委員會資助。主席何家渭表
示 : 遊學團是基金創辦「薪火相傳、弘揚中華文明」年度免費遊學活動。讀萬卷書不如行
萬里路，這次參訪，在省市領導、單位悉心安排下，同學們大開眼界，對中國歷史文化及
國家建設加深了認識。 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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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屠殺紀念館合照
參觀南京航空航天大學
江蘇大運河遊學團大合照
參觀江都水利南水北調
參觀紫砂博物館與李大山大師合照
江蘇大運河遊學團自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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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粵港澳三地聯合主辦的 2016 海洋生物繪畫比賽，收到的參賽件近九千份。每位參
賽者通過筆觸，表達對海洋環保的重視 ; 香港公開組冠軍楊婉鑫更榮獲「粵港澳總冠軍」。
  浩瀚海洋，孕育著各種生命。受大自然氣候變化及人為因素影響，海洋生態平衡受到
威脅。香港海岸線長，水環境獨特，保育工程更為複雜。漁農自然護理署海洋護理主任吳
偉銓博士說 :「香港西面是珠江口，鹹淡水交界 ; 東面則屬海洋性。水質不同，海洋生物
分佈亦異。中華白海豚活躍港海西面鹹淡水域 ; 港海東面則是珊瑚群，魚類豐富。」長期
以來，香港對保護海洋環境不遺餘力。為了保護海洋自然生態，在港海西面海豚活躍水域
之沙洲、龍鼓洲及大小磨刀建立兩個海岸公園 ; 東面之海下灣、東平洲則是珊瑚保護區。
  2005 年開始，漁護署開始舉辦青少年學生繪畫比賽，加強青少年學生環保教育，
收到很好效果。香港與廣東省、澳門一衣帶水，關係密切，海洋環保不能獨善其身。自
2010 年起，三地便開始聯合舉辦兩年一度、以海洋環保為主題繪畫比賽。2010 首屆比賽，
僅是以中華白海豚為主題 ; 之後一連三屆，主題已擴展至整片海洋生物，內容更多姿多彩。
  三地聯賽分為 : 小學組、中學組及公開組三級。本屆比賽共收到 8,665 參賽件，當中
香港佔 4,467 件。吳博士說 : 今屆參賽作品，無論是創作概念及創作水平均較前提升。中
學組的作品，表達作者對環保的熱切希望 ; 參賽作品數量居首位的小學組， 創作概念或許
有些天馬行空，卻強烈反映他們對環保的意識及維護熱忱，難能可貴。
今屆比賽，香港公開組冠軍楊婉鑫更獲得為三區總冠軍的殊榮。

漁護署海洋護理主任吳偉銓博士接受本刊訪問

香港區各組冠、亞、季軍 :

冠軍 : 楊婉鑫
( 粵港澳總冠軍 )

亞 軍 : 田偉玲 

季 軍 : 文靜

冠軍 : 李鈞豪

亞 軍 : 陸汯奕

季 軍 : 陳潔清

小學組冠軍余鎧瞳創作概念 : 
不分你我，齊心合力，環保清
      潔，愛護海洋。

公開組冠軍楊婉鑫創作概念 : 海洋是多姿多彩的，要保持海洋生物的多樣性及平衡海洋生
態，就要靠我們好好愛惜我們的海洋。未來的海洋就掌握在我們手上。

中學組冠軍李鈞豪創作概念 : 我運用了海豚外形，而前面則是海洋原有生態。因海洋垃圾
是香港海洋生態的大威脋，後面黑白的都是一些瀕危絕種的動物和垃圾，頭部是白海豚和
小孩像名畫創世紀般的交流有重生的意思，表達保護海洋要以教育下一代開始。

冠軍 : 余鎧瞳

亞 軍 : 方皓瑤

季 軍 :  練采兒

公
開
組

中
學
組

小
學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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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瘰螈
  香港瘰螈（學名：Paramesotriton hongkongensis），舊稱香港蠑螈，是香港唯一一

種本土蠑螈。部份自然學家認為牠們是中國瘰螈（Paramesotriton chinensis）的一個亞

種，但普遍認同分立的方法（Thorn and Raffaëlli et. al. 2001）。除香港外，廣東省深圳

市少數地區也有其蹤跡。

  香港瘰螈全長大約 14 公分，背部有一條明顯的中脊，背中部兩側都有明顯的突脊，一

直伸展至尾部前面。牠們身體由紅色到深啡色，腹部顏色差不多，但有橙色的斑紋。前肢

4 趾，後肢 5 趾，趾間無蹼。尾巴扁，用以游泳。繁殖期雄性條尾中兩側會有藍色紋。香

港瘰螈於蝌蚪階段用外露的鰓呼吸，身長大約 1.5 公分，長大後鰓會慢慢消失。

  香港瘰螈喜愛居住於清澈、有大石的森林山澗見到，主要進食魚、蚯蚓、蝦及昆蟲幼

蟲等小動物為生，而本身也是大魚，雀等動物的食物。香港瘰螈面臨污染和環境退化問題，

亦可能面對捕捉作寵物貿易的威脅。香港瘰螈在香港受到香港法例第 170 條《野生動物保

護條例》保護，分布點也在郊野公園內，因此在 IUCN 紅色名錄內被評為近危物種。



姓  名：                電  話：

電  郵：

地址 ( 需送貨請填寫 )：

迷你魚菜共生系統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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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郵：contact@privilegehk.com 
傳真：3153 2182

包送貨

包安裝

提供蔬菜種子

 提供觀賞魚一袋

生態養魚

親子種植 有機水培
蘭花種植

徵型園藝有機香草種植 有機草藥種植

魚菜共生

 提供一年保養

水族箱的裝飾只供參考

讀者優惠價
$800 (1套)

基本組件﹕ 水族箱（包括種植盤、魚缸 (12
寸 )、底部儲水桶、虹吸管過濾管）

配  件﹕ 密封圈、噴霧器、鑷子、計杯、
沉水陶粒、浮水陶粒、隔離
塞、種植棉、2.5 寸種植籃、
1.5 寸種籃、浮標、流量
調節開關

電  器﹕水泵

  魚菜共生（Aquaponics），是一種生態平衡，環保的複合的養植方式，融合水產養

殖和無土栽培技術，是新型養值的探索方向。小型魚菜共生系統，正用這種複合養植方

式，在無土環境中建立魚、菜和微生物的閉合循環。魚的排泄物能夠成為植物營養，微

生物負責分解魚糞，成為植物養分被植物吸收後，水被生態淨化，魚得以生存。實現“菜

不用澆水，養魚不用換水”！

  操作簡單，能耗低。種菜不用澆水，養魚

不用換水。健康乾淨無污染，符合現代健康生

活方式系統 ( 水族箱亦稱“金魚缸”) 造型美觀，

可作為家居或辦公室等裝飾，同時又能養魚怡

情，種菜養生！

迷你魚菜共生系統訂購表

自取地址：九龍新蒲崗大有街 34 號新科技廣場 19 樓 1902 室



黃獎
廣告人、「萌動學生創作團」創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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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LOL = 大笑
  LOL 即 Laugh out loud，這個潮語在歐美國家也很常用，是大聲地笑的意思，是
眾多以文字代表笑的英文縮寫語中最常見的一個，無論是「lol」抑或「LOL」均通用，
在 facebook 及香港的各大討論區中亦很常見。不過由於 LOL 碰巧亦是熱門電腦遊戲
「League of Legends 英雄聯盟」的簡寫，因此，LOL 可能有 2 種不同的解法，視乎內
容而定，尤其在遊戲討論時要注意。

（2）FF = 幻想
  FF 的全寫是「Final Fantasy」，是出自老牌電腦遊戲《Final Fantasy》。而其意思
正正是從 Final Fantasy 的中文意思「最終幻想」中引伸出來，通常指對方成日幻想，而
且幻想程度非常誇張。例如我們會叫人「成熟點，整天 FF 不設實際，很容易和現實社會
脫節！」

（3）LM = 留名
  LM 是各大討論區及論壇的常見術語，其實是「留名」一詞的拼音，每當討論區內出
現熱爆或需要跟進的內容時，帖文內的回覆中通常都會出現「留名」或「LM」，以方便
日後找回相關帖子。
  近來，LM 一詞非常流行，已衍生至在日常生活，我們和朋友對話中發現有值得跟進
的話題時，都會以「LM」來回應。例如我們見到有追看性的事情，會說「LM，買花生，
等看戲！」

（4）Ching = 師兄
  Ching 不是指程姓的英文譯音，其實是「C Hing」，即師兄的粵語拼音，網民討論
時通常會以「Ching」稱呼對方，以示客氣和尊重。

（5）PK = 射罰球決勝負
  香港人習慣了 PK 有另一解釋，不過，內地網民又經常用 PK 一詞，甚至在廣告標語
或海報上都可以看到。令我們感到很奇怪，他們用普通話的，為什麼也會用 PK 這個詞？
原來，在足球例中，指定時間內未能決定勝負，就以射罰球決定。所以決定勝負的回合又
叫 penalty kick，簡寫就是 PK 了，內地此詞普及了，在任何比賽都用想這個詞，並不限
於足球比賽。

令人迷惑的英文字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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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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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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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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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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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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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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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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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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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羊座

太計較情人誰付出多或小，
只想令情人更想遠離你。單
身處於感情低潮期，減少對
自我批評，提起精神才可以
改善。衝動的言行會令你工
作出現麻煩。
幸運石：太陽石

金牛座

不要因為自己的想法，掃掉
情人的興致，別忘記本月的
情 人 節！ 單 身 們 本 月 桃 花
旺，膽大心細就可以打開戀
愛。了解急和快的分別，會
令你工作有更清晰的決定。
幸運石：紫水晶

雙子座

不要放大內心的壓力，否則
情人很難了解你。單身的要
了解心中黑暗面是什麼，才
可以避免重遇上舊關係的麻
煩。提升對同事的信任感，
會令工作安排得更好。
幸運石：金曜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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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顧自己的想法，不理情人
實際的情況，會加重了情人
的壓力。單身們接納新對象
和自己不同之處，不要過份
討好別人。工作上不要人云
亦云，先要分析形勢。
幸運石：藍晶

獅子座

別把情人的是非再覆述一次
吧，這樣會產生更大誤會。
單身請嘗試以同理心了解別
人，自己感情的失望，不要
加到別人身上。打腫臉充胖
的工作方式會令人反感。
幸運石：藍紋瑪瑙

巨蟹座

暫時放下原則，多聽情人表
達感受，就會大家的感情更
穩健。單身要學習如何愛護
自己的心，不要執著情傷的
痛。工作上最差的日子已經
離開了，收拾心情重新投入。
幸運石：螢石

山羊座

執著情人為什麼不明白自己，
出現爭執，請認真反醒自己的
立場是否正確。單身請嘗試回
顧過去的戀愛經歷，你會得出
領悟。工作上不要執著，同事
會不再回應你的想法。
幸運石：太陽石

水瓶座

糊想令自己不快樂，再下去
情人會覺得你很煩很討厭。
單 身 們 會 因 為 對 物 質 的 要
求，嚇走真心想認識你的人。
工作上要沈著氣，不要跟新
人爭辯誰是誰非。
幸運石：拉長石

雙魚座

和情人出現溝通的問題，其
實是你想太多了，情人仍很
愛你。單身記得再燃起自己
對感情的期望。了解新工作
有什麼地方需要注意，再要
專注做好。
幸運石：白水晶

天秤座

一廂情願的想起法，會令情
人感覺到你不重視他的感受。
單身天秤桃花旺，要了解自
己著急什麼，才不會給新對
象壓力。處理工作時，需要
多照顧和關心同事或客戶。
幸運石：太陽石

天蠍座

要對情人有信心，相信未來
會幸福完滿，關係才可以更
好。單身要留意你個性太自
由太無所謂，會令人看不穿
真正的你。工作上出現很多
選擇，要先了解才下決定。
幸運石：青金石

人馬座

和情人關係的舊問題再次出
現，先冷靜再找合適的日子
討論解決。單身要注意自己
的表達，不要表現得太浮誇。
憑你的溝通技巧，你可以把
工作危機解開。
幸運石：綠螢石

Fanny 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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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通識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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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一年 跟大家回顧一下
手機日常要注意(上)
手機電池不要等到沒電才充電 
  一般我們都會有一種想法，就是手機的電池電力要全部放完再充電比較好基本上是
沒錯的，因為我們在以前使用的充電電池大部分是鎳氫 (NiH) 電池，而鎳氫電池有所謂
的記憶效應若不放完電再充的話會導致電池壽命急速減少。因此我們才會用到最後一滴
電才開始充電。
  但現在的手機及一般 IA 產品大部分都用鋰 (Li) 電池，而鋰電池的話就沒有記憶效
應的問題。若大家還是等到全部用完電後再充的話反而會使得鋰電池內部的化學物質無
法反應而壽命減少。
  最好的方法就是沒事就充電讓它隨時隨地保持最佳滿格狀態，這樣你的電池就可用
的又長又久喔。這是從廠商那得到的訊息，並經過本身測試而得。

當手機正在充電時，請勿接電話！
  原因是手機在充電時，來電接聽的話會有潛在的危險。印度有一個 31 歲在保險公
司任職業務經理的年輕人，十幾天前在手機還接著充電器的時候接聽電話，過了幾秒大
量的電流經過手機，這個年輕人被摔落到地面，家人發現時，手指燒傷，心跳微弱，並
且已經失去意識。經緊急送到醫院後，醫生宣布到院死亡。行動電話是目前大家最常使
用的現代發明。然而，我們也必須要警覺到儀器致死的危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