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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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祥賢大廈(深水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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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灣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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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漢港聯誼會 (觀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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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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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牙科醫生龐可榮(銅鑼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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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銅鑼灣)
香港的士電召中心有限公司 (深水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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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田鄉事委員會(沙田)
曾大屋 (沙田)
田心村(沙田)
大圍村(沙田)
北角街坊福利會(北角)
西貢鄉事委員會(西貢)
坑口鄉事委員會(將軍澳)
悦心大厦(西營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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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ddy Village (西九龍)
僑港葵涌同鄉會(油麻地)
元利隆有限公司(新蒲崗)

樂怡服務

  5   寰宇風情  古都西安 
  8  「大記攦粉」蘆兜糉
10 【大記】信譽品牌 傳承工藝
11 【華香雞】重溫好滋味 溫暖在心頭 
12 人物       「華香雞」披甲再戰江湖
14  紐騰熱敷帶 / 多用途便攜電暖氈 
16  趣味小遊戲 
17  上期遊戲得獎者 
18 歷史通識       有獎填充遊戲 
19 歷史通識  元朝
20 中華薈萃  《孔乙己的故事》
24 有獎燈謎會  猜一位現代小說人物
25 I  足球  金錢比球員身心健康更重要
26 百家姓起源  董氏、葉氏 
27 畫情說香江  遊荃灣西方寺
28 太平山下通識滙  舊赤柱警署
29 獅子山下通識滙  芳園書室
30 香港孟子學院 團結就是力量
31 臻美畫苑 
32 伸手助人協會
33 COFFEE  Lover  「長者歎啡日」
34 文桂芳博士 貴族咖啡—危地馬拉安提瓜 
35 危地馬拉安提瓜咖啡
36 茶言茶語  茶養生
37 歇後語  " 精彩抵死 " 的歇後語 ( 一 )
38 旅聞舊事  大埔松仔園山洪大災難
39 樂怡社區  電話騙案再度活躍 !!!!!
40 家居美食 京葱燒海參
42 手作教室 無縫編織真皮手帶
44 縱橫香港 李君毅開拓行山活動
46 和諧家庭 孩子最容易模仿你
  這12個壞習慣
48 教育薈 生物探秘—木棉
49 食好啲 黑杞子的功效及食用方法
50 迷你魚菜共生系統
52 金絲響螺乾
53 冰島紅極參
54 彩福糉愛
56 潮語特區 從「同是天涯羅樂林」
  說到「一念無明」
57 名牌手袋的名牌醫生
58 韓國 NEXUS 電解水機
60 保健坊  國珍松花粉
62 手機通識 呵護手機小秘芨
63 本月星座
64 蓮香飲食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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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古稱“長安”，是世界四大古都之一，居中國古都之
首，是中國歷史上建都時間最長、建都朝代最多、影響力最大的
都城，有着 3100 多年的建城史，先後有周、秦、漢、唐等 13
個王朝在這裡建都，文化遺產極為豐富。有被譽為“世界第八奇
蹟”的秦始皇兵馬俑坑、還有世界上保存最完整、規模最大的明
城牆，以及秦阿房宮、漢長安城、唐大明宮等四大遺址，皆為人
類珍貴的歷史文化遺產。 除著名景點有兵馬俑博物館、華清池、
秦始皇陵地宮、明城牆及大雁塔、碑林、鐘樓、鼓樓、大唐芙蓉
園、驪山國家森林公園等，都是非常值得遊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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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城牆
  位於陝西省西安市城區的城牆。現存的城牆是明朝初年在唐長安城皇城的基礎上建造起
來，後來又經過多次修補，形成嚴密的防禦體系，是中國現存最完整的古城牆，也是規模最大
的古城牆之一（最大為南京城牆），周長 13.74 公里，城牆周圍有護城河環繞，是中世紀後期
最著名的城垣建築之一。1961 年，西安城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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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 ( 兵馬俑 )
  被譽為 " 世界第八大奇蹟”。三個兵馬俑坑共約佔地 2 萬多平方米。一號坑規模最大，面
積 12000 平方米，有俑馬六千餘件；二號坑次之，面積是前者的一半，有俑馬千餘件；三號坑
只有 500 餘平方米，內有武士俑 68 個。

大明宮遺址公園
  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曾有 17 位皇帝 ( 包括武則天 ) 在此處理政事。總面積約 350 公頃，
相當於北京故宮 4 倍，內共有殿、亭、觀等 30 多所，被譽為絲綢之路的東方聖殿。

陝西歷史博物館
  是中國第一座大型現代化國家級博物館，館藏文物多達 370000 餘件，上起遠古人類初始
階段使用的石器，下至 1840 年前社會生活中的器物。文物不僅數量多、種類全，而且品位高、
價值廣，可謂琳瑯滿目、精品薈萃。

大雁塔文化廣場
  座落於慈恩寺內，原塔由玄奘法師興建，後毀。現塔為後人重建，是典型樓閣式錐狀方形
土級空心磚塔，基座高 4 公尺，通高 63.25 公尺。塔身以磚築成，底層每邊 25 公尺，向上逐
級遞減。

西安鐘樓
  鐘樓建成於公元 1384 年，距今已有 600 餘年。它位於中國陝西省西安市的市中心，城內
東西南北四條大街的交匯處，是中國古代遺留下來眾多鐘樓中形制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一座。

華清宮
  華清宮是中國唐朝興建的「離宮」之一。唐太宗貞觀十八年在驪山建湯泉宮，並任命閻立
德主持營造。唐玄宗天寶六年改名華清宮，並進行了大規模擴建。使華清宮成為皇家溫泉度假
別墅和行宮別苑。

漢城湖
  漢城湖，位於西安市西北，原爲團結水庫（古漕運明渠）。右岸緊鄰北二環、朱宏路，左
岸緊靠漢長安城遺址，自大興路至鳳城三路全長 6.27 公里。蓄滿水的漢城湖水面最寬處 110米，
最窄處 20 至 30 米，水深 4 至 6 米，總庫容 200 萬立方米，形成 850 畝的湖面。庫周以水文
化和漢文化爲主題的園林景觀面積 1031 畝。集防洪保安、園林景觀、水域生態、文物保護和
都市農業灌溉爲一體。



  路過太子基隆街，見到「大記攦粉」金漆招牌，精神為之一振。攦粉 , 乃魚米之鄉中山有
名濕粉美食，亦即瀨粉。早年，一碗燒鵝瀨粉足以令人大快朵頤、齒頰留香 ; 可惜現時香港吃
到的瀨粉，非純用米漿，故大都是粉身透明，除了爽脆毫沒米香，味同嚼蠟。此食店主打攦粉
信是非凡，何況堂上貼有旅遊發展局優質餐館認證，自然值得一試。要了客炸鯪魚球湯攦。湯
粉是以小木桶載著湯碗上桌，碗內還伴以富中山小炒特式的雜菜絲、肉絲 ; 三粒炸至漲鼓鼓的
鯪魚球和蜆介則分碟上。即叫即炸的魚球，端上桌時魚香撲鼻，令人食慾大振。主打之攦粉，
米香味濃，軟糯彈牙，口感絕非時下一般食肆瀨粉可比。東主梁文俠昆仲稱，攦粉是中山傳統
小食，名稱亦大有來頭。

梁 文 俠 ( 右 )
與梁兆璋師傅
及大蘆兜糉。

  梁先生出身中山飲食世家，祖輩在鄉間經營飲食超過百年。「早年，粵劇名伶新馬仔、梁
醒波到澳門、中山登台，定到老店嚐攦粉及糕點 ; 百十年來，中山老店攦粉賣到開巷 !」攦，屬
古詞，與粉製食品風馬牛不相及 ? 此名是出自祖輩才子手筆。年前，中央電視台介紹全國美食，
更專門到老店採訪報道。十一年前，梁先生引入鄉土美食，在港開「大記攦粉糕點專門店」時，
亦為「攦粉」申請了專利。傳統秘方、香港製造的中山攦粉只此一家，別無分店。除了攦粉，
梁先生引進的節令糕點小食及飲料近三十個品種。龍舟鼓響，該店應時推出中山著名的蘆兜糭。
  蘆兜糉，是用產自中山的蘆兜葉紥作，以巨型見稱，乃中山有名特產。早年，筆者在中山
便見到一隻高 1.88 米、重 304 公斤巨無霸蘆兜糭。「大記攦粉」蘆兜糭，以傳統手工在本地
生產名聞遐邇，去年端午節賣出的大小蘆兜糉便超過一萬隻。「我們亦可以泡製巨型蘆兜糭，
但太大隻不適合香港市場。」梁先生說 :「現時本店最大的蘆兜糭是四斤重，亦有一斤及小型
裝。」蘆兜糭內涵與一般糭無異，不外是猪肉、鹹蛋黃及豆，但製作講究功夫。「大記」出品，
主要是用紅豆。因為蘆兜葉配紅豆更能帶出糭的香味，綠豆無法達此效果 ; 選用的蘆兜葉不能
太老，否則易折斷。除了選料搭配，包糉技巧十分重要。一隻四斤重糭，先要將兩三塊糭葉捲
成桶狀、然後入米、插米，紥糭更考功夫。紥得太實就硬，太鬆就散，一定要恰到好處，真是
粒粒皆辛苦。

  除了攦粉、蘆兜糭大製作，「大記」糕點款款皆
精。例如蘿蔔糕、芋頭糕，用料正不待言，煎起來
「兩面黃」，入口香脆。美食家蔡瀾對大記蘿蔔糕情
有獨鍾，更留言說 : 大記蘿蔔糕的味道可驚為天人，
是我到目前為止吃得最好的 --------，並授牌讚許。

糕點達此效果，自
然又是獨家秘方泡
製 !「 中 山 情 懷 傳
香江，大記美食暖
心房」。大記攦粉
糕點專門店，名副
其實 !                

 ( 周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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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 太子基隆街 10 號地下                        
電話 : 27871398
網址 : m.facebook.com/ 大記攦粉 -150777734977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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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城

圍村盤菜

  華人社會嗜食雞，貴為世界美食之都的港人，吃雞更習以為常。傳統商號初一、十五做
禡不乏「大先刂雞牛蔔腩」、酒席是「無雞不成宴」，普羅家庭佐膳亦少不了雞。在「香港綠
色農盟」籌備委員會上，巧遇「雞王」陳志強，得悉揠旗息鼓十年之「華香雞」，今日已披
甲再戰江湖，在老客戶來說自是喜訊 !
  「雞王」陳志強從事雞農三十年，亦是名聞遐邇品牌「華香雞」始創人，乃香港飲食界
的傳奇人物。上世紀七十年代內地大學畢業後，他懷著開拓農業志願移居香港，想不到第一
份工是在地盤釘板，後來再到酒樓幫廚。「本來學廚也不錯，問題是師傅認為當廚無前途，
不斷勸我轉行。機緣巧合，我在新界錦田開了“華泰雞場”」。學以致用，雞場興旺發達，
每日出雞逾三千。香港很多集團酒樓及主打招牌雞的飯店都是他的客戶。
  華泰雞質量有保證為用家受落。「雞王」憑所學自配飼料、放養有序並堅守 120 天出雞
原則，音樂養雞更是一絕。在音樂安撫下，雞隻不受外界噪音影響，不會產生煩燥、避免互

相踐踏。雞隻健康成長，肉質便有保證。華泰雞場科學養雞聲
名鵲起，香港旅遊協會更將它列為遊客參觀點。

  「學而優則士」，「雞王」於 88 年投身飲食，
創立「華香雞」飯店，實行自編、自導、自演

一條龍。精心培育的雞隻，加上獨家秘製的
華香白鹵水雞為食家受落，門市很快增至
十六家。90 年代中業務發展，雞場遷往惠

州，每天最高出雞五千。「華香雞」業
務蒸蒸日上，莫奈碰上 03 年「沙士」
及連番禽流感，殺雞、禁活雞，一時間
人心惶惶、談雞色變，生意一落千丈 ; 
加上租金昂貴，位於灣仔莊士敦道碩果
僅存的「華香雞」亦於 2006 年拉閘。
  「華香雞」揠旗息鼓整整十年，

去年底東山再起。當年華香雞十六間
店日銷逾三千隻熟雞，荃灣分店就

佔五百，重張旗鼓選點自是在荃
灣 ; 鎮店之寶除了華香、茶香、
醉香雞，新界圍村盤菜亦是主
打。「雞王」笑言此番「披甲」
上陣，是以自己設計、發明的
智能廚房和金屬神奇煲出品
之小菜小食。

  「神奇煲，是機緣巧合研發的成果。華香雞結業，我到青衣聯合船塢主政飯堂。為了
讓數百工人同一時間吃到新鮮出爐飯餸，我設計了一套電動煮食智能系統。簡單的說，只
要事先調校好起菜時間，無論是煎是炒，系統自動於不同時間啟動，同一時間出爐。用來
煮食的神奇煲，離火後仍不斷沸騰，熱食更能增進食慾。」這次東山再起，華香雞所有飯
菜小食，如 : 石斑焗飯、清湯牛腩、雞油雜菜煲等，都是用神奇煲上桌，「由頭到尾都咁好
味」。金屬神奇煲，就是華香的盔甲。
  在那裏跌倒就要在那裏站起來 !「雞王」此番重出江湖，既要令「華香雞」再創輝煌 ;
更大的抱負是凝聚本地農友，為香港綠色田園美食加添磚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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雞王發明的

保熱神奇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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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買滿 $500 元，免費送貨，如未滿 $500 元酌收送貨費 $30 元。

NEWTTON 澳洲紐騰
推廣價 數量 金額

NT95-1  護腰 / 暖胃熱敷帶（可水洗 + 便攜式 + 超低壓 ) $350 
NT95-2L 左護肩熱敷帶 ( 可水洗 + 便攜式 + 超低壓 ) $350 
NT95-2R 右護肩熱敷帶 ( 可水洗 + 便攜式 + 超低壓 ) $350
NT95-3 護頸熱敷帶 ( 可水洗 + 便攜式 + 超低壓 ) $280
NT95-4L 左護膝熱敷帶 ( 可水洗 + 便攜式 + 超低壓 ) $320 
NT95-4R 右護膝熱敷帶 ( 可水洗 + 便攜式 + 超低壓 ) $320 

NT100-1 多用途暖身毯 ( 護膝毯 / 多用途電暖墊 /  電熱墊
                                              /BB 小電熱毯 )

 $390 □藍色
           □灰色
           □啡色
           □紅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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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B 充電便攜式超低壓熱敷（低壓熱理療 - 系列）
是 Newtton AUSTRALIA（紐騰）公司最新研發的可穿戴運動保健、居家理
療產品。該系列產品通過先進的低壓發熱科技可調溫度，改善人體血液微循
環，緩解來自腰、肩、頸、膝部的疼痛。如果同時配合濕敷和藥敷，可使治
療更為直接有效。另外本系列產品小巧、便攜、外觀時尚，並提供多種使用
方式供您選擇，適合家用、辦公、車內、旅行中使用。運動後及老人家關節
保健尤為合適。

紐
騰

NT95-1
護腰 / 暖胃
熱敷帶

NT95-2L
左護肩
熱敷帶

NT95-2R
右護肩
熱敷帶

NT95-3
護頸
熱敷帶

NT95-4L
左護膝
熱敷帶

NT95-4R
右護膝
熱敷帶

我們擁有國家專利的特有技術 , 榮獲 德
國，澳大利亞，歐盟集團的證書。 得到
中國工業生產許可證。 以下証書印證了
NEWTTON AUSTRALIA 產品的國際認受
性及實力。令您用得更安心！

德國
GS認證

歐盟
CE認證

澳大利亞
SAA認證

 中國
QS生產許可

樂怡讀者特惠
  凡購買 Newtton 任
何產品即送 5V 匙扣手機
充電器乙件。買多送多。
（贈品顔色隨機送出）

( 顏色以實物為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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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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對的
讀者，先到先得，名額 ( 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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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只移動 1 根火柴，讓以下的等式成立 ? 

上期遊戲得獎者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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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士丹頓街
姓名 : 紀先生

有獎燈謎會
地址 : 欣明苑
姓名 : 單先生

地址 : 曉譽
姓名 : 陳先生

趣味小遊戲
地址 : 新都城 2 期
姓名 : 陳先生

地址 : 沙田第一城
姓名 : 陳小姐

放大鏡
（數量 1）

放大鏡
（數量 1）

放大鏡
（數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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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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到先得，名額兩個可獲獎品乙份（請以正楷填寫及資料齊全）。

元朝
（1271 年－1368 年）

  元朝，蒙古語國號全稱大元大蒙古國，是中國歷史
上由蒙古族建立的大一統的朝代。元朝由元世祖忽必烈
於西元 1271 年所建，定都大都（今北京市），1279 年
攻滅南宋，從而全面佔領了中國本土地區，一統中國並
結束了北宋以來長期的南北政權對峙局面。
  元朝的基礎為蒙古族乞顏部首領鐵木真於 1206 年
統一漠北諸部後建立的大蒙古國，鐵木真被稱為「成吉
思汗」。其時蒙古諸部受金朝統轄，然而由於金朝與西
夏均走向衰落，成吉思汗先後攻打西夏國與金朝，並
於西元 1227 年 8 月攻滅西夏國、1234 年 3 月攻滅金
朝，取得了中國華北地區和黃土高原地區。同一時間，
大蒙古國在西方不斷擴張，先後發動三次西征，形成了
稱霸歐亞大陸的國家，被歐洲稱為蒙古帝國（Mongol 
Empire）。
  元朝歷史通常可以分為兩個到三個階段，1206 年元
太祖鐵木真統一蒙古，立國漠北，定國號為大蒙古國；
到 1271 年元世祖忽必烈建都漢地，將國號改為大元之
際，共六十五年，稱為大蒙古國時期，又稱蒙古帝國。
  元世祖忽必烈定都漢地，1271 年將國號改為大元
後，直到 1368 年元惠宗出亡為止，共九十七年，才是
嚴格意義上的元朝歷史。元惠宗出亡後依舊以大元為國
號，至 1402 年鬼力赤殺順天帝坤帖木兒，改國號為韃
靼為止，共三十四年，稱為北元時期。由於蒙古帝國、
元朝與北元等三個時期均有連續承繼的關係，故本條目
會介紹這三個時期以求通達。

南宋
（1127年6月12日—
1279 年 3 月19日）

  南宋（1127 年 6 月 12 日—1279 年 3 月 19 日）
是中國宋朝的其中一個時期。1127 年 6 月 12 日，
宋高宗趙構在南京應天府（即今 ????）重建宋朝，
後以臨安（即今浙江杭州）為都城，史稱南宋，以
別於北宋。另外，建康（即今江蘇南京）也曾作為
短暫的都城（1129—1138）。與金朝東沿淮水（即
今淮河），西以大散關為界。南宋與金朝、西遼、
大理國、西夏、吐蕃及 13 世紀初興起的蒙古帝國為
並存政權。
  南宋由於軍事實力始終不敵金國，統治範圍被
迫限於淮水秦嶺以南地區，與金國長期軍事對峙，
但是亦刺激了南宋經濟、手工業、對外貿易、武器
製造及科技的高度發展。
  南宋繼承了北宋「強幹弱枝」政策，整個南宋
時期是加強中央集權、「強幹弱枝」的時期。在中
央地方權力、官僚機構、司法、軍權等方面加強中
央集權的一系列措施，為維護國家內部統一、社會
穩定和經濟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國內環境。從用人制
度上看，南宋是所謂「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
時代。南宋時期，取士更是不受出身門第的限制，
只要不是重刑罪犯，即使是工商、雜類、僧道、農民，
甚至是殺豬宰牛的屠戶，都可以應試授官，南宋的
科舉登第者多數為平民。

問題 : 宋高宗趙構在南京應天府（即今 ????）重建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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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讀者，今期介紹的故事人物，其坎坷的命運，與上期介紹的朱買臣之前半生頗為
相似，他就是魯迅筆下所描述的孔乙己。
  他是一個非常可憐的悲劇人物，雖然飽讀詩書，卻是沒有考上秀才，令他喪失了做人
的尊嚴，淪落為小酒店裏，作為人們嘲笑的對象。但他仍然孜孜不倦地熱愛四書五經，漠
視人們對他的嘲笑和不屑。可是，當時有誰能體會他那種完全的放棄俗世眼光的勇氣！

孔乙己的形像
  且看魯迅先生在小說裏，如何描述孔乙己 :
  『……我從十二歲起，便在鎮口的咸亨酒店裏當伙計……店外面的顧客，多是短衣幫，
大抵沒有這樣闊綽。只有穿長衫的，才踱進店面隔壁的房子裏，要酒要菜，慢慢地坐喝……
我雖然沒有什麼失職，但總覺得有些單調，有些無聊。掌櫃是一副凶臉孔，主顧也沒有好
聲氣，教人活潑不得 ; 只有孔乙己到店，才可以笑幾聲，所以至今還記得……

  孔乙己是站著喝酒而穿長衫的唯一的人。他身材很高大 ; 青白臉色，皺紋間時常夾些
傷痕 ; 一部亂蓬蓬的花白的鬍子。穿的雖然是長衫，可是又髒又破，似乎十多年沒有補，
也沒有洗。他對人說話，總是滿口之乎者也，叫人半懂不懂的。因為他姓孔，便替他取下
一個綽號，叫作孔乙己。他一到店，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著他笑，有的叫道，“孔乙己，
你臉上又添上新傷疤了 !”他不回答，對櫃裏說，“溫兩碗酒，要一碟茴香豆。”便排出
九文大錢。他們又故意的高聲嚷道，“你一定又偷了人家的東西了 !”孔乙己睜大眼睛說，
“你怎麼這樣憑空污人清白……”“什麼清白 ? 我前天親眼見你偷了何家的書，吊著打。”
孔乙己便漲紅了臉，額上的青筋條條綻出，爭辯道，“竊書不能算偷……竊書 !……讀書人
的事，能算偷麼 ?”接連便是難懂的話，什麼“君子固窮”，什麼“者乎”之類，引得眾
人都哄笑起來：店內外充滿了快活的空氣。
  孔乙己原來也讀過書，但終於沒有進學，又不會營生 ; 於是愈過愈窮，弄到將要討飯
了。幸而寫得一筆好字，便替人家抄抄書，換一碗飯吃。可惜他又有一樣壞脾氣，便是好
喝懶做。坐不到幾天，便連人和書籍紙張筆硯，一齊失蹤。如是幾次，叫他抄書的人也沒
有了。孔乙己沒有法，便免不了偶然做些偷竊的事……
  孔乙己喝過半碗酒，漲紅的臉色漸漸復了原，旁人便又問道，“孔乙己，你當真認
識字麼 ?”孔乙己看著問他的人，顯出不屑置辯的神氣。他們便接著說道，“你怎的連半
個秀才也撈不到呢 ?”孔乙己立刻顯出頹唐不安模樣，臉上籠上了一層灰色，嘴里說些話 ;
這回可是全是之乎者也之類，一些不懂了。在這時候，眾人也都哄笑起來……』

應該同情孔乙己的遭遇
  從魯迅先生的小說裏，孔乙己四次遭人嘲笑，令他非常尷尬和無奈，側面寫他被毒打
致殘的悲慘遭遇。結尾暗示了孔乙己的悲慘結局，故事的描述，也暴露了當時的社會問
題！
  很明顯，小說裏的孔乙己，是被集體欺
凌的受害者。
  其實孔乙己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讀書人，
只是生不逢時，他的生活窮困，皆因為了讀
書，而讀書無用，他才變成了不倫不類的樣
子。他一出門，人家看見他那件又寒酸，又
古舊的長衫，便成為眾人嘲笑和玩弄的對象。
我們對這個集體欺凌的受害者，應該付予同
情，不應該加以取笑！
  本人對他是非常同情，亦了解他被侮辱，
被欺凌的內心痛苦，因此為他賦詩一首 :

「飽讀詩書無人問，潦倒半生有原因，
咸亨酒店長衫客，魯迅筆下可憐人！」
  各位讀者，試問一個飽讀詩書的人，何
解會潦倒半生呢？甚至兩餐不繼呢？主要原
因是他的黃金歲月，正直廢除科舉制度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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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乙己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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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逢五四運動，社會提倡新文化。當其時也，即使你如何熟讀四書，精通五經，也是枉學
屠龍之術，英雄無用武之地！這是時代的悲哀，他是大時代變遷的犧牲品，並無任何罪過，
所以大家應該賦予同情，不要加以取笑。

考證孔乙己的年代
  關於孔乙己的故事，到底發生在什麼年代呢？
  根據魯迅先生所述，是他在 12 歲的那年，在鎮口的咸亨酒店做童工時的所見所聞。
但是經過我的考證，這是不可能的！
  因為魯迅先生生於 1881 年，他 12 歲的那年應該是 1893 年，那時正值科舉年代，讀
書人還是非常吃香，不至於孔乙己那樣潦倒！
  清朝歷史上著名的「公車上書」，就是發生在 1895 年，當時上京赴考的舉人，多達
一千三百名人，包括康有為與梁啟超。所以我相信，該年代的讀書人，是不會那樣窮途潦
倒的。起碼有人會請他教書，寫字，還有上京赴考的機會，一旦中了科舉，金榜提名，便
有享之不盡的榮華富貴了。
  依我推算，魯迅先生筆下的《孔乙己》，應該發生在 1919 年五四運動的前後。這篇
文章是新文化運動的產物，而小說中這類的讀書人，也反映了當時社會現實的一面，是生
活的寫照。由於科舉制度於 1906 年廢除，讀書人從此沒有出路。到了民國，科舉制度更
加恢復無望！不過，一班儒生仍然堅持窮經苦讀，不理會世俗的眼光，這一點，其實是值
得我們欣敬的。
  我的中文老師區景浩先生，曾經對我說，在他的童年 (1930 年代 )，好像孔乙己這類
讀書人，可謂比比皆是，而他的世叔伯，都是飽學之士，精通四書五經的，可惜時移勢易，
當廢除了科舉制度，讀書人難以維生了。
  或者有人問，魯迅先生為什麼要說謊？偏偏要將民國初期，在咸亨酒店所見所聞，推
到前清年代呢？很簡單，這是一種故事演譯的手法，要假借一個小孩子的口吻，去講述孔
乙己的事跡，以增加其說服力，也是用假借的手法去演譯而已。

魯迅寫作《孔乙己》的動機
  那麼，魯迅先生為什麼要奚落一個
這樣的讀書人呢？很簡單，他是新文化
運動的支持者，而《孔乙己》這一部小
說，其實是有「個人偏見」的！因此他
的見解和論調，我們必須加以分析，不
應該全盤接收，這樣才是一個有獨立思
考能力的讀書人，不至於鸚鵡學舌，人
云亦云。
  例如五四時的新文化運動者，高舉
民主與科學的旗幟，聲言要「打倒孔家
店」。我等尊崇孔孟之道，當然可以持
不同意見。

  我雖然非常欣賞魯迅先生，可是，我對他寫的《孔乙己》是深表同情的。記得在
1981 年，我第一次參加中學會考考試 (HKCEE)，中文科所考的正是《孔乙己》，當時我
也對魯迅先生的見解不表贊同，認為他不應該如此奚落一個這樣可憐的讀書人！
  魯迅先生對孔乙己的評價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但魯迅沒有體諒到，孔乙
己一生窮經苦讀，到頭來不被國家重視，反而被社會遺棄，是多麼的令人悲痛啊！在此
不利的形勢下，又教他如何去抗爭呢？他對自己凄慘的處境，是有所覺察的。
  根據資料，《孔乙己》是魯迅小說集《吶喊》中的一篇小說，是魯迅在五四運動前，
繼《狂人日記》之後寫的第二篇白話小說，寫於 1918 年冬天，當時以《新青年》為陣地，
已揭開了新文化運動的序幕。因此愛好四書五經的，皆被飽受歧視，認為已經不合時宜
了，一定會被社會所淘汰，而孔乙己就是其中一個例子。

世事如棋 變幻莫測
  所謂風水輪流轉，想不到辛亥革命一百週年之際，
全世界又會興起一陣孔子熱，東方西方人士，皆期望借助
儒家思想和禮法，去重整道德，去穩固社會秩序。
  這個消息，對孔乙己這樣的讀書人而言，的確是一個
莫大的喜訊，如果當年的孔乙己，能夠活到今天，就是他
出人頭地的日子了，他可能被封為四書五經博士，說
不定會重演《朱買臣衣錦還鄉》的故事！
  去年是魯迅先生逝世 80 週年，
未知道他泉下有知，有什麼感想
呢？

圖片 : 互聯網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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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

孔乙己

圖為簽署《馬關條約》



競猜燈謎方法：
歡迎讀者競猜燈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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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對的讀者，先到先得，名額 ( 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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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
一
位
現
代
小
說
人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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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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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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初的一場歐聯八強首回合比賽賽
前，發生了一件令人傷感的事 – 主場出戰
的德國球隊多蒙特的隊巴，遭到炸彈襲擊，
結果正選中堅巴查的右臂因而受傷，現估
計而要休戰一個月。結果比賽延期一天，
在原定比賽日期翌日晚上上演，結果多蒙
特主場以二比三落敗。
  這類炸彈襲擊是誰也不願見到的事，
但是歐洲足協的處理方法亦為人詬病。襲
擊發生後，歐洲足協沒有即時宣布延期，仍嘗試看看雙方是否能如期比賽才作決定，這已
經令人失望，至於只將比賽延期一天，令人更加失望。從賽後訪問可見，多名球員不約而
同表示心情尚未平復，可以想像這對他們的表現或多或少必然有所影響。領隊杜曹透露，
歐洲足協的人只詢問他們能否如期作賽及能否在翌日作賽，但從來沒有表達任何關懷或向
職球員問好，由此可見歐洲足協仍然是本着一切都向錢看的本子辦事。
  有說賽期頻密，沒有太多延期的空間，但聯賽賽期難道真的完全不能遷就嗎？甚至最
簡單的是，直接將首回合賽事取消，然後將次回合移師至中立場地進行，一場過決定勝負。
這樣不會對賽期造成影響之餘，也能讓球員有多一點時間平復心情，是較理想的安排。可
惜，歐洲足協眼中只有贊助費和廣告費，只好盡所能令一切依原定計劃進行，實在令人惋
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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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錢比球員身心健康
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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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氏來源
  董姓為中文姓氏之一，在《百家姓》中排第 127 位。
來源有三﹕出自己姓。相傳顓頊（傳說中古代部族首領）
的己姓（顓頊之孫叫吳回，吳回之子陸終，陸終的大兒子
名樊，賜己姓，封在昆吾國。）之後裔飂（音劉）有個兒
子叫董父，相傳對龍的習性很有研究，帝舜就任命董父為
豢龍氏，讓他專門養龍。在董父的精心馴養下，許多龍學
會了表演各種舞蹈，帝舜很是喜歡，就封董父為鬷川（今
山東定陶北）侯，還賜他以董為姓氏，他的後代就是董氏；
出自姒姓，以官為氏。春秋時，周朝有大夫辛有，辛有
的次子在晉國任太史，董督（考察並收藏之意）晉國的
典籍史冊，他的子孫世襲晉國史官，以官為氏，稱董氏。

葉氏來源
  葉姓是一個中文姓氏，於宋朝為著姓。關於葉氏的來
龍去脈，《通志氏族略》記述得最為清楚。《風俗通》：「楚
沈尹戌生諸梁，食采於葉，因氏焉。」葉姓出自羋姓沈尹
氏，為帝顓頊的後裔。傳說，帝顓頊的後裔陸終娶方氏
女為妻，生下六個兒子，其中第六個兒子叫季連，賜姓
羋。季連的後裔鬻熊很有學問，作過文王的老師。後成
王便追封其曾孫熊繹荊山（今湖北西部）一帶建立荊國，
定都丹陽（今河南淅川），後遷都子郢（今湖北江陵），
改國號為楚。
  春秋時，楚莊王有一曾孫叫戌，沈尹戌後來任楚國
左司馬，他為人正直，疾惡如仇，深得楚人敬重。楚昭
王十八年戰死沙場，昭王封他的兒子沈諸梁（字子高）
於葉（今河南葉縣南舊城），稱為葉公。葉公曾平定白公
勝的叛亂以復惠王，有功於楚，得封南陽，更獲賜為公，
後委其事於子，而退休於葉。其後人便以邑地為姓氏，
稱為葉氏。

魏 一 翀
香港畫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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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荃灣三疊潭西方寺，由永惺法
師創建，是一幢簇新佛寺，外
型全以東方色彩設計，金雕玉
砌，綠瓦碧簷，寶塔巍峨屹
立，與東普陀寺、圓玄學院成
為鼎足而三之佛門勝地，為三
疊潭生色不少。該院本擬建一
所安養堂，容納一般年老者樂
養天年，滿足其念佛求生西方
極樂世界，本此意義，寺名為
西方，復得十方善信鼎力勷
助，終達成意願。

遊荃灣西方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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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舊赤柱警署（Old Stanley Police Station）是香港現存有最悠久歷史的警察建築物，
建於 1859 年，位於香港島南區赤柱赤柱村道 88 號。該建築物佔地 4,790 方呎，於 1983
年被列為香港法定古蹟，現時由惠康超級市場租用。
  舊赤柱警署於 1859 年落成，是香港最早建成的 6 所警署之一，也是現今唯一保存下
來的。當年香港割讓予英國後，赤柱治安甚差，更是海盜出沒的黑點，港府早在 1840 年
代派遣軍警駐守當地。1859 年，赤柱警署落成，負起維持當地治安的責任。當時興建費
用為 402 英鎊 16 先令又兩便士。由於當時警署的角色是香港島最南端的前哨站，駐港英
軍也經常與警隊聯合使用該建築物。
  香港日治時期，日軍曾徵用舊赤柱警署為赤柱區分區總部，並於該建築中加建殮房。
香港重光後，該建築恢復回警署之用。1974 年，警署遷出該建築，遂先後被南區政務處
分處、社會福利署以及警察部分部門作辦事處之用。1993 年，該建築進行重修，以恢復
其外觀原貌，後租予「Table88」作為餐廳用途。餐廳於 2000 年起未有續約，產業署於
2001 年 6 月推出招租 ，但受當年零售及消費市道持續不景氣影響，入標反應冷淡，最終
只接獲 1 份標書。
  舊赤柱警署是香港最古老的英式建築物之一，為一座樓高兩層的灰白色平房。建築物
的前方和後方均設有陽台，設計上美觀簡潔。大樓內部還可見古雅風味的壁爐、木門框、
木製梯級、木地板及橫樑，建築物內的子彈房、牆身和屋頂瓦片均獲保存。

舊赤柱警署 芳園書室

  芳園書室（英文：Fong Yuen Study Hall）位於香港新界荃灣區馬灣田寮村，於
1920 年代建成，於 2003 年停止舉辦學校，被評級為香港三級歷史建築。於 2009 年年
初被圓玄學院社會服務部申請，活化為芳園書室旅遊及教育中心暨馬灣水陸居民博物館，
於 2013 年 3 月底開幕。
  芳園書室樓高兩層，樓面面積約 140 平方米，是糅合了中國及西方建築風格的長方
形建築物。書室前面有一座小花園，旁邊有間據說是昔日校舍職員的廚房。前庭與花園為
矮磚圍牆所包圍，入口有一道與書室建築風格相同的拱門。二樓設有露台。
  因為昔日馬灣的陸路交通不便，學生難於前往島外上學，該書室是當時馬灣唯一及不
可缺少的學校，當時有學生從陰澳乘坐小艇前來上學。
  為了應付在馬灣不斷增加的學生人數，於 1956 年，位於芳園書室西面興建了一座鄉
村學校──馬灣公立芳園學校；舊校別稱大芳園，新校別稱小芳園。
  時任行政長官透過《2007 至 2008 年度香港行政長官施政報告》宣布，計劃撥款 10
億港元以活化 7 幢香港歷史建築，當中包括芳園書室。
  2009 年年初，圓玄學院社會服務部申請租用芳園書室，耗資逾 8 百萬港元將其活化
成為旅遊及中國文化中心暨馬灣水陸居民博物館。
  馬灣水陸居民博物館展示了馬灣的歷史，包括漁船模型及天后誕花炮等等，並且設有
互動遊戲，包括讓公眾重溫昔日的上課情況。旅遊及教育中心設有馬灣導賞團，由馬灣漁
民擔任導賞員，介紹馬灣歷史。 館內展示昔日舊課本珍貴影像記錄，由私人博物館金濤
博藏借出及提供，版權及實物歸金濤博藏所有。



作者 : 保 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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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版權所有

孟子金句漫畫

孟子：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孟子說：「有利的時機和氣候不如有利的地勢，有利的地勢不如人的齊心協力。」
Mencius said： Rather to be at the right situation than to be at the right 

moment; rather to have the consensus support from the people 
than to be at the right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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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族咖啡—
危地馬拉安提瓜
  “危地馬拉安提瓜”咖啡背後的驕傲故事，必然
思索到遠古印第安 “瑪雅族人”在農業社會的智慧
貢獻，他們在種植咖啡的改良軌跡裡，孕育了今天的
優良結晶。
  “危地馬拉安提瓜”咖啡是世界頂級咖啡之一，
屬於波旁種（Bourbon），於 15 世紀在 “留尼旺” 
被發現，“留尼旺” 是位於 “馬達加斯加” 東面的
一個小島，是法國所統治的。
  “安提瓜市”於 1543 年已是西班牙殖民時期的
首都，盡管這裡翡翠山巒，崇山峻嶺，層層疊疊的山
谷，卻被危機四伏的活火山重重包圍，令這塊得天獨
厚的土壤，更加肥沃；猶如天降甘露，潤澤大地，配合氣候、降雨量等 .... 大自然的奇妙作工，
使種植的咖啡特別優秀！
  種植在廣闊高原的 “危地馬拉安提瓜”咖啡，這裡早晚的溫差很大，令咖啡豆的生長期比
一般緩慢，而咖啡豆的密度也相對提升，使咖啡的風味更顯突出，而且咖啡豆的質感亦比一般的
堅硬，是屬於最高級別的 SHB（Strictly Hard Bean）特硬咖啡豆。
  SHB（Strictly Hard Bean）特硬咖啡豆的咖啡風味濃厚，層次豐富，所以“危地馬拉安提瓜”
咖啡的果酸突出，咖啡質感醇厚略帶狂野，果實風味馥郁，黑加倫子的清甜，還有清新的茉莉花
香及獨特的煙燻味。適合以中淺烘焙，猶以手冲製作較為突出 “危地馬拉安提瓜”咖啡最迷人
及獨特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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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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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80 / 100 克
買 200 克送 100 克

買滿$500
免費送貨 



36

  我們日常講的「廣州話」有很多生動精彩的歇後語，如使用得當不僅言簡易明，生動
貼切，聽者心領神會。歇後語一般是在言談之中使用，具有詼諧幽默的特點。過去歇後語
在日常交談、戲劇、電影、小說、漫畫中均經常出現。近年，則潮語盛行，年青人較少使用，
但其精彩之處是獨具風格，廣州話中的歇後語具有其加強語氣及“精彩”和“抵死”之處。

  1.【 阿茂整餅】 無嗰樣整嗰樣

  2. 【半夜食黃瓜】 唔知頭唔知尾

  3. 【扁鼻佬戴眼鏡】 冇得頂

  4. 【陳年中草藥】 發爛渣

  5. 【城樓跑馬】 一味兜圈

  6. 【豉油撈飯】 整色整水

  7. 【廚房階磚 / 豉油樽蓋】 鹹濕

  8. 【深海石斑】 好瘀 ( 好魚的諧音 ) 

  9. 【賣布唔帶尺】 存心不良 ( 量 )

10.【 番鬼佬月餅】 悶極 (Moon cake 的諧音 )

11. 【番薯跌落灶】 該煨

12. 【飛機打交】 高鬥

13. 【飛機火燭】 銷魂 ( 燒雲的諧音 )

14. 【非洲和尚】 乞人憎 ( 黑人僧的諧音 )

15. 【肥佬著笠衫】 幾大就幾大

16. 【墳場發電機】 電死人 ( 放電 )

17. 【風吹雞蛋殼】 財散人安樂

18. 【閉眼射靶】 不妙 ( 瞄的諧音 )

19. 【棺材鋪拜神】 想人死

20. 【棺材頭燒炮仗】 嚇死人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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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是世界三大飲料之一，已有至少 3000 年的文化和歷史。著名中醫藥學家李時珍在
《本草綱目》中記載，茶苦而寒，陰之陽，沉也降也，最能降火，火為百病，火降則上清。
而茶文化在中國古代已盛行，也說明茶在古人心中的地位。
  關於茶的保健作用，無論古人或現代人都信奉茶可以防病健體，怡神消渴。在忙碌之
中泡上一壺茶，擇雅静之處，或自斟自飲，或以茶會友，頓覺心曠神怡。茶的品種不同，
其功效也有差異。發酵類的茶比不發酵的茶具有更多的功效。如果要排序的話，那麼，第
一位應是烏龍茶（單叢），其次是普洱茶，第三是紅茶，第四是綠茶。
喝茶有講究。
  從中醫的角度來說，綠茶性涼，適合於夏天喝。而紅茶性溫，則適合於冬天喝。
  茶葉里有許多抗氧化劑，這些成分不穩定，因此，泡茶之後，兩小時之內，需要把茶
喝完，以免這些有效成分發生變化。
  泡茶的溫度和杯具的選擇也同樣重要。泡茶的水盡量選擇 80 度左右為宜，杯具的選
擇，最好選擇紫砂壺，其次選擇瓷器，或者玻璃杯，盡量不要選擇不銹鋼的保溫杯、塑料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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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過去幾拾年，郊野活動發生意外事件不少，在一些重大意外事件之中，遊人傷亡慘
重。如：一九九六年二月十日八仙嶺山火大災難，造成五死十三傷。而發生於一九五五年
的大埔松仔園山洪突發事件，遊人被山洪沖走三十幾人，其中二十八人不幸遇溺，祗有幾
個死裡逃生。
  一九五五年的某月某日，聖雅各禮拜堂附屬機構之聖雅各福群會的一間貧苦學校，發
出一項通告，在暑假中會有一個七天郊野宿營活動，地點在大埔聖基杜孤兒院內舉行。若
得家長同意，可報名參加，費用由福群會津貼。
  一九五五年八月二日星期一上午，學生們在學校門外集合，幾十個學生和導師乘旅遊
巴士，向大埔聖基杜孤兒院進發。每個學生都懷著愉快的心情，到郊區遊玩，參加宿營活
動是學生們夢寐以求的活動，期待之情溢于言表，勢想不到這次活動會發生一宗大悲劇。
七天的郊野活動一晃過了四天。到了第五天剛好是星期五，也是家長們探營的時間，二十
幾個家長約同一齊到聖基杜孤兒院探望他們的兒女。距離該院不遠的松仔園猛鬼橋，是一
個好玩的地方，由導師帶領，學生、家長數十人步行到該處遊玩。家長親子情，共享天倫
之樂，玩得真開心。下午，家長們便與他們的兒女告別了，真想不到其中不少人竟是從此
永別。
  八月八日星期日，亦是活動的最後一天，學生們覺得那處特別好玩，導師在學生請求
下答允他們，再到猛鬼橋活動。由於當日的天氣不佳，活動中天雨將要來臨，導師叫所有
學生提早回營。學生們興趣正濃，流連忘返，結果由導師帶領其他學生回營準備下午回家
事宜，二十個年齡由八歲到十八歲的學生由年長的照顧，繼續玩遊戲。天有不測風雲，大
雨來臨了，二十個學生連同其他旅遊人士都趕往橋底避雨，人算不如天算，雨越下越大，
突然山洪暴發，有一股山洪從澗上湧下，將三十幾人全部沖走了，有幾個在橋邊，沖力較
弱，拼命抓緊樹根，僥倖生還，其餘二十八人遇溺死亡。經過幾天在山澗下游搜索和大海
打撈，出動無數救援人員，遇難人員的遺體得以尋回。
  一九五五年某月某日在九龍紅磡公眾殮房門外大廣場集體舉殯，十八副棺木由小到大
排列著的就是聖雅各福群會學校的學生，由牧師主持喪禮，愁雲慘霧，家長們、親友、死
難者的兄弟姐妹等哭得死去活來，哀傷情景，見者流淚。
  為牢記這宗悲劇意外的教訓，當局特意在坑邊立碑悼念，並以儆效尤。

大埔松仔園 
山洪大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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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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騙案再度活躍 !!!!!
手法 : 假冒香港入境處職員
  自本年三月，電話騙案再度活躍 ! 有不少市民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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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接聽人按指示輸入 "0" 後，電話隨即轉駁至由
假扮入境處職員接聽，聲稱事主尚未領取由入境處發
出的郵件或簽證。 有關通話會轉駁至自稱為中國公安
的騙徒接聽，該騙徒會訛稱事主身份被盜，並用作於
內地郵寄違禁品或製造假護照，涉及洗黑錢或觸犯了
其他嚴重內地法例，並已向事主發出通緝令。
  騙徒接著要求事主將所有資產轉至內地銀行賬戶
或親自到深圳開納新的內地銀行賬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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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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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居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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烹製方法：1.  先把海參用淨水，浸發兩至三天，每天換水一次 ( 切記，浸
泡海參的容器和水，不能帶有油，否則海參會融化 )。

     2. 浸發好後，洗淨清除海參的內臟，然後切成條型。
     3. 把生粉調成生粉水。
     4.  燒一鍋開水加入兩片薑，水沸後放入海參條汆水，汆水後把

薑片和海參撈起。
     5.  把鍋燒熱，加入少許油和薑片爆香，放入海參、鹽、雞粉、

白酒、蠔油、生抽、糖和上湯放入鍋內，蓋上鍋蓋大火燒沸
後，調至細火燜至收汁。

     6.  將海參連汁載起。京葱切段，把鍋燒熱加入少許油，放入京
葱段，用大火爆香後，加入海參連湯汁再兜抄，加入生粉水
埋芡再放入少許麻油即可上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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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海參 ...........................  300g
京葱 ...........................   2 條
鹽、糖 .......................  適量
雞粉 ...........................  一茶匙
白酒 ...........................  一湯匙
生抽 ...........................  一湯匙
蠔油 ...........................  兩湯匙
上湯 ...........................  200ml
生粉 ...........................  少許

燈謎答案：【孔乙己】

京葱燒海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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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迪熊藝術家 Lanemaria
如果你對以上做法有不明之處或想要求我教一些特別手工，可電郵筆者 : 
lanemaria.ho@wingstongroup.com。我會儘快回覆。

無縫編織真皮手帶

1.  ( 圖 1) 先 量 度 手 腕 長 度， 再 加 3cm ( 如 手 腕 長 度
為 17cm+3cm=19cm)， 剪 裁 合 適 長 闊 19cm X 
2.1cm)。將裁好皮帶頭及尾各留 1cm， 皮帶中間切
成平均三等份。

2. ( 圖 2- 4) 開始編織，左右左，
3. ( 圖 5- 6) 皮帶下半部份穿入右方大孔
4. ( 圖 7- 8) 再織右左右，
5.  ( 圖 9- 10) 皮帶下半部份穿入左方大孔，重複 2 及 3 

步驟直至完成 ( 圖 11)

  Hi!  一路以來，我都同大家分享製作一些小可愛為主，今期等我改變一吓形式，教
大家做一條手編辮子皮手帶。
  這一款手帶對皮革初學者一點都不
難，你只要在家中找到合的用具和材料
就可以開工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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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43

5 6 87

9 10 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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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用打孔器調至 3mm 及 3.5mm 頭及尾各打一洞 ( 圖 12)
7. 別上奶咀釘 ( 圖 13) 完成

• 真皮一塊 (23cm X 11cm) 〉
  任何顏色均可
• 手工刀
• 金屬尺
• 打孔器
• 奶咀釘 1 組 (4.5mm)
• 墊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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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梓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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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庸社”旅行界始祖地位，無人能夠取代， 不會有人質疑。人們也會記取“庸社”
在香港開創了行山活動而得引尊崇。但宥於“庸社”的創始元素，是由報業人仕與公務員
的雙結合，故對外界的加入有抗拒情緒，即使外人能加入，也得由現在行友介紹，筆者是
由一位長輩帶領下得以參加。故此他們的領導人只注重內部工作的加固如訂立完整的“工
作概要”，力求不出疵漏。發給“服務章”予當屆服務行友，以提升工作人員地位，增加
責任感等。因而向內做的工作做得很好，向外拓展工作則予重視。若言“貢獻”，為行友“播
下種子”則功不可沒。
  推動本地旅行運動，非要引述吳灞陵之後的另一位傑出人物，他就是“李千景”。對
不起，這綽號是本人大膽加擬的，他叫李君毅，號“千景堂主”，是否真有堂不得而知，
但他把糧船灣洲叫“千面島”，蚺蛇尖半島北岸叫“千溪海岸”，大欖涌水塘叫“千島湖”。
可見對“千”之數情有獨鍾，而自號“千景堂主”。
  這粒種子就是庸社播下的，他出身庸社，在機緣之下受吳氏所委替某團體開辦旅行隊。
終非池中物的“千景堂主”，終於自己創立了“山海之友”旅行隊，從命名與“庸社行友”
比較，可見有脫胎自庸社的影子，只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
  在山海之友成立當日，本人仍在啟蒙階段，常蒙長輩時加照拂，我第一次參加了庸社
“天水圍鄉郊遊”，最大陣仗的一次是從大網仔過大浪西而返西貢，認識非常淺薄，後
來聽說要在香島，一次過把九個水塘跑遍。感覺很有挑戰性，當然立即答允參加。那是
一九六七年四月廿一日，路線是從薄扶林起步，經薄扶林水塘、香港仔上下水塘、黃坭涌
水塘、大潭四水塘和賽西湖水塘。就是在欣賞大潭大壩時，因本人常緊跟在領隊附近，固

李君毅開拓行山活動 1976 年山海之友航遊禁地橫
瀾島，筆者於燈塔前留影，
照片由已故行友余德華攝。

山海之友領隊李君毅第一次領軍
登狗牙嶺，路勢險要非常。

此時得李氏對欣賞大壩的獨到見解，就是這番話後我對李氏另有一番看法，最後，他成了我
的尊敬的“私淑”導師，終生受用。
  山海舉辦九塘連走之日，是一九六七年四月廿一日，其後在八月廿一日出版了“遊踪彙
刊”，說明是山海之友該年度第七次旅行，但公開活動則是第一次，有一六六人參加，銅鑼
灣散隊。彙刊由吳灞陵題署並簽名。

前期兩個重要旅行隊的工作方針，各有其重，效果亦不同。

李氏以外向為主，
重推廣工作。

傭社工作，以向內
為主，故組織甚有
秩序。



1. 自己勤儉，對孩子闊綽
害處 :   家長以為這是愛孩子，可是却可能讓孩子學會奢侈、不懂回報和付出、沒有良好的

理財意識。
改變 :   愛孩子不是給他昂貴的，而是給他合適的。從小教會孩子理財，懂得感恩和回報，

明白節檢的道理，才是給孩子最好的禮物。

2. 沒有禮貌
害處 :   無論是在人際關係上，還是在學業、事業上，沒有禮貌都會成為孩子的絆腳石。
改變 :   審視自身言行，做一個講文明、講禮貌的人。言傳身教是不可分割的兩個部份。

3. 帶著孩子玩電腦或看成人節目
害處 :   很多成人節目並不適合孩子，容易讓孩子產生錯誤認知，長期看電腦對孩子的發育

不利。與看電視相類似，電腦輻射、烈視覺和聽覺刺激也都會傷害孩子，也容易造
成頸椎等骨骼發育問題。

改變 :   給孩子看節目或者玩電腦要適合孩子的發展階段，內容健康，小孩看電視或玩電腦
的時間也要嚴格規定。最好用親子遊戲來代替。

4. 喜歡拿自己的孩子和別人的比較
害處 :   首先會讓自己出現心理落差，在教育上對孩子過分嚴苛，其次讓該子容易受外界影

響，沒有信心自卑。
改變 :   不用別人對孩子的標準衡量自己的孩子，讓孩子順其自然發展，只要沒有出現滯後、

遲緩的情形，就不要過於擔心。

5. 過於愛護孩子
害處 :   心疼孩子，甚麼也為他做，但這樣實際是剝奪了孩子動手機會，他沒有學習機會和

鍛煉，孩子以後就難學會照願自己的技能，同時出現依賴思想，變成一個”懶惰”
的小孩，將來也很難適應集體生活。

改變 :   給孩子一些自主的機會，在他的能力範圍內，給他分配一些事情，讓孩子明白付出
才有收獲的道理，也讓他學會該有的能力。孩子動手是學習最有效的途徑。

和諧家庭

4746

6. 當著孩子，宣泄對孩子的各種不滿
害處 :   這樣會造成孩子的負面情緒，也讓他慢慢學會挑別人的毛病，而不能審視自身錯處，

形成錯的處理事情方式。
改變 :   用公正的態度向孩子訴說，告訴他生活中有不美好的事情，盡量試著給孩子更積極

的印象。

7. 說謊
害處 :   孩子會覺得說謊不是錯，他很可能也會學著說謊。同時，他可能也會對大人的做法

感到奇怪和不解，產生認識偏差。
改變 :   珍惜孩子的信任，不要敷衍孩子，承諾孩子的事情一定要做到。無論孩子在不在場，

都爭取做一個有誠信的人。

8. 做事拖拉，沒有時間觀
害處 :   容易讓孩子沒有時間觀，對守時、遲到之類的不良事件沒有正確認識，日後就很容

易出現類似問題。
改變 :   從小給孩子灌輸時間觀，讓他們了解時間的重要性。不時做事一定要按計劃進行，

嚴格按規定時間完成，不要總是”來日方長”。

9. 不守交通規則
害處 :   沒有安全意識和自我保護意識的孩子，無論出門在外或在家，很容易遇到危險。
改變 :   不論是否帶孩子出門，都要遵守交通規則。平時也盡量告訴孩子遵守交通規則的重

要性，告訴他，這樣實際上是在保護自己。

10. 當眾批評孩子
害處 :   這樣會傷害孩子的自尊心，讓孩子覺得自卑。也會影響親子間情感，也不能讓孩子

認識到自己的錯。
改變 :   孩子犯錯要及時指出，但態度一定要溫和，告訴他為甚麼錯了，你的目的是讓孩子

改正，並不是打擊他。

11. 不愛運動
害處 :   這是大數家長的通病，忽略運動對孩子發展的重要性，讓孩子因為缺乏運動而導致

某些技能發展滯後。
改變 :   多運動是利於自己也利於孩子的事情，平時盡量抽時間帶著孩子一起做些運動和遊

戲，既鍛煉身體也培養親子感情。

12. 脾氣大，隨時發
害處 :   首先會給孩子造成很大心理負擔，增加他的恐懼情緒，也不利於孩子心理建設。同

時，會讓孩子也成為一個暴躁的人，不能很好控制和管理自己情緒。父母的爭吵會
給孩子提供一個壞榜樣，讓他學會攻擊性行為，如說臟話、粗話。

改變 :   學會管理自己的情緒，實在沒辦法控制的時候，也不當著孩子面隨時爆發，給孩子
一個良好的家庭氣氛。

資料來源 : 互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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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棉
  木棉（學名：Bombax ceiba），又名烽火樹、攀枝花、紅棉樹、加薄棉、英雄樹、吉貝、

斑枝及瓊枝，是一種在熱帶及亞熱帶地區生長的落葉大喬木，高 10—25 公尺。

  樹幹基部密生瘤刺，以防止動物侵入。枝輪生，葉互生。木棉的樹幹雖然粗大，但木

質太軟，所以用途不大。

  木棉的原產地印度、馬來群島和菲律賓群島。它隨著移民被廣泛種植於華南、香港、

台灣、中印半島及南洋群島。根據中國的古籍記載，南越王趙佗曾在公元前 2 世紀向漢室

天朝獻上木棉樹一株。

  烽火源自於南越國國王趙佗，他以滿樹紅花似烽光而得名；「古貝」源自於梵語

「Karpassa」的音譯；「吉貝」相信源自於南洋土語「Ceiba」的音譯，此名稱原指爪哇

木棉「Ceiba Pentandra」因形狀相似故而混淆；瓊枝之名則指木棉於海南（瓊）島生長

的樹木因而得名。於森林中木棉樹的頂頭往往超越其他樹木，故被稱之為英雄樹。

  木棉樹是內地廣州市、潮州市、攀枝花市、崇左市及台灣高雄市的市花。由於它的樹

身高大粗壯，在華南有把它與英雄相比，又名英雄木。香港的已故流行樂壇泰斗羅文就有

一曲《紅棉》，以木棉樹來比喻華人的傲骨。此外，亦為金門縣的縣樹。另外，香港島的

金鐘亦有一條紅棉路，位於香港公園的紅棉路婚姻註冊處亦是香港人結婚的熱門地點。

黑杞子功效：
  黑杞子最珍貴的營養物質－花青素 (Anthocyanin)，花青素是一種强效的抗氧化劑，可以
100% 被人體所吸收。益精明目，防衰老，强大抗氧化，防癌－清除身體内有害自由基，增加
免疫力及心臟功能，滋補肝腎，提升睡眠素質，對血管有益，穩定血糖，血壓，血脂及膽固醇。

醫學臨床報告顯示：
花青素可促進 Rhodopsin ( 視網膜色素 ) 再生，可預防重近視及視網膜脫落，並可幫助長時間
注視螢幕的人。

產地：
中國青海 / 新疆高地，2,700 至 3,000 米海拔以上生長，難於採摘，產量稀有！

食用方法：
1)  泡水：取約一茶匙放入杯中，以約 60 度以下溫水浸泡大約 4-6 分鐘即可飲用。可再重複冲

泡至顏色變淡為止，亦可將黑杞子吃掉 ( 部分果實會略呈透明，因為當營養成份和花青素釋
放完畢後 )。

2) 將黑杞子直接食用：略帶甜味，可直接吸收營養成份。

黑杞子的功效及食用方法

● 溫水沖泡後，瀰漫著濃濃的紫色，是富含極高的花青素的緣故。

產品供應商：
食好啲花膠海味專門店

黑杞子
100克樽裝

 $198

查詢電話：3153 2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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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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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新型養植的探索方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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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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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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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妥支票後五天內寄付
糉券或到「樂怡生活」服務部自取。 

  B. 銀行入數  永隆銀行：戶口名稱「樂怡服務有限公司」，號碼：604-001-21795 入
數後，請將入數紙和訂購表格傳真或電郵至「樂怡生活」服務部，一經確
認後五天內寄付糉券或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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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領取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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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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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樂怡生活」特惠讀者訂購「彩福糉愛套裝」
品牌 原價每套 讀者、住戶優惠價 數量

彩福糉愛套裝 :
瑤柱裹蒸糉 1 隻 ( 約 600 克 / 隻 )
荳蓉梘水糉 1 隻 ( 約 200 克 / 隻 )
五香鹹肉糉 1 隻 ( 約 250 克 / 隻 )

$215

5 月 4 日前購買

特價每套 $113

5 月 5 日起購買

特價每套 $133

策劃：

( 經確認後將郵寄糉券給訂戶 )



黃獎
廣告人、「萌動學生創作團」創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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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同是天涯羅樂林」
說到「一念無明」

  潮語這回事，有時很講創意，追潮流，例如當年的 Laughing 哥走紅，一夜之間，所
有網上媒體都充斥著「一死以謝天華」，洗板程度，一時無兩。

  事實上，有許多潮語都是取其諧音，例如「同是天涯羅樂林」「經一事，蔡一智」，
或近來頗為流行的「突破盲腸」，「關公災難」之類，本身沒有特殊意義，只是讀出來順
口滑䅲，便紅了起來。我甚至懷疑，「關公災難」本來只是某次公關事件，在網上媒體打
錯字，而引申出來的潮語。這種創作很容易流行，不過，由於承載的資訊不多，日子久了，
頗容易被淡忘。

  近來，新電影《一念無明》越來越多觀眾叫好，在香港電影金像獎也大獲好評，導致「一
念無明」四字也成為了網上潮語，不過，相反地，「一念無明」所涵蓋的意思，又不是三
言兩語可以形容。

  原來，「一念無明」是佛家語，簡單來說，「無明」是因缺乏智慧而產生的迷失和痛苦，
「一念無明」就是被封閉在這種困局，不斷重複（或輪廻），一直無法擺脫痛苦。看了這
齣電影，觀眾未必說得出這個解釋，但一定感受得到戲中人的痛苦，和沒法擺脫的無力感。
這樣看起來，潮語可承載的訊息又可以很多，不是一般人所想的，只是一些短期性質的潮
流。

  鄭 卓 峰 博 士
Harry，相信大部份女
仕對他的名字都不會
陌生，因為他就是本
港知名手袋及皮具維
修翻新業的先駒者，
也是皮革工藝大師。
  由 90 年代創立自
家 品 牌，Harry 維 修
過的皮具己超過五十
萬件，其皮具維修護
理之超卓手藝，被一
眾 香 港 傳 媒 廣 稱 為
「名牌醫生」之綽號。
經過多年的努力及經
驗，Harry 自 創 了 一
門漆皮翻新工藝，使
女仕們的心愛漆皮皮
具得以保存，令人感
動 !

名牌
醫生

的

翻新前 翻新後

染色前 染色後

( 圖片由卓峰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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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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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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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白羊座

緊記和情人相處時的開心，
就可以消除感情上的不安感。
單身明白不能單靠幻想打動
新對象。需要耐性處理工作
上的分歧，才不會出現“口
和心不和“。
幸運石：海藍寶

金牛座

不以猜度判斷事情，就可以
避開跟情人爭執。放不開過
去的情傷，阻礙了你決定新
對象是否合適。留意個性是
影嚮你在工作上發揮得更好
的原因，要盡力解決。
幸運石：太陽石

雙子座

急燥的個性會令你不知如何
面對情人，嘗試和情人好好
溝通吧。新對象溝通要發掘
對方優點而不是缺點。工作
必須留意如何處事可以達到
雙嬴，要多與別人合作。
幸運石：藍紋瑪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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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情人不足的地方而出現
失望，真相是你自私而不自
覺。單身面對如走馬燈的新
對象而迷失自己。工作上，
要令自己不害怕別人的指點
批評，就會找到新出路。
幸運石：金曜石

獅子座

避免對情人有忽冷忽熱的態
度，會令你們感情更穩定。
不想跟新對象曖昧，卻在行
為上配合，請先清晰自己在
想甚麼。工作必需表明立場，
不能貪心追求太多成果。
幸運石：粉晶

巨蟹座

不要對情人有過份強硬的態
度，要嘗試用溫柔言詞溝通。
單身放棄追求完美，找互補
不足的對象會令緣份變好。
不要在工作低潮時間去追求
完美，才可以打開困局。
幸運石：太陽石

山羊座

要把握天時地利人和，和情
人創造清晰的方向。單身仍
然未離開情傷，準備好自己，
再出發找尋適合的對象吧。
工作要著手處理同事的關係，
可以令一切變得順利。
幸運石：螢石

水瓶座

無視情人生活出現的變化，
不斷轟炸只會令大家分手。
單身和新對象溝通時，不要
太冷淡，否則機會會消失。
工作上，無可奈何要接受不
公平的條件，先忍耐一下。
幸運石：青金石

雙魚座

行為上需要有實際的行動，
配合你對情人的承諾，才可
以避免誤會。單身和新對象
相處時，不要習慣猜度別人。
工作會得心應手，你需要更
鼓勵和支持同事。
幸運石：拉長石

天秤座

沒辦法令情人了解你內心想
法而自尋煩惱，但有需要這
樣嗎？單身注意過份熱情或
沈默寡言的表現，會令到新
對象卻步。工作上你要制止
情況惡化，令計劃重回軌道。
幸運石：天河石

天蠍座

和情人相處時，出現莫名其
妙的急進，請先控制自己的
情緒。單身小心變得太極端，
阻礙和新對象的發展。工作
上不要神經質發作，自己嚇
自己，否則上司會解僱你。
幸運石：虎眼石

人馬座

單方面決定改變和情人相處
方式，只會得出更壞效果。
單身必須認真細想，自己戀
愛方向是甚麼，才可以脫離
孤獨。工作需要執行實際行
動，不要作太多修飾。
幸運石：拉長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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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護手機小秘訣
  手機已成為我們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通信設備，可以說是”我們走到哪裡，它跟到
哪裡 "，既然手機每天都在為我們服務，我們也應當對自己的手機倍加呵護。
  為手機加一個塑料保護套，既不影響外觀，也有很強的防護作用，甚至用一兩年的手
機，仍然像新機一樣。用皮套效果更佳。當然，這並不表示手機加了皮套後就會水火不侵，
使用和擺放時仍須保持一定的謹慎小心，避免手機受內傷。 

不要在手機上懸掛裝飾品
  最好不要在手機上懸掛任何裝飾繩等飾品，因裝飾品上的硬物會損壞機身的。最安全
的方法是每次使用完手機的時候，把手機放到一細柔的保護袋中，以防止機身受到損壞。 

注意攜帶方法
  避免把手機放在後褲袋，若坐下或走動時容易把手機掉落地上，另外有人習慣放在胸
前口袋，在彎腰時，手機會容易跌落在地面上，都會造成手機的損傷。

用清水清潔手機外殼
  由于外殼和屏幕材料的特殊性，不得使用刺激性化學品、洗滌劑或強清潔劑來清潔手
機，否則效果是適得其反。電子線路上要防止沉積灰塵，平時不要輕易打開外殼來清潔。
如果鍵盤下的導電軟橡膠層破裂要及時換新，否則清水及灰塵極易沿裂紋進入機內。

方便的抹布抹不乾淨
  發現手機或 SIM 弄髒以後，往往會用紙巾、乾淨柔軟的布去擦拭，然而這些清潔用品
都存在一定的靜電，特別在冬天，後果將是要維修而變得麻煩，必須用防靜電的布來清潔。 

消除手機屏幕刮痕
  取適量牙膏擠在濕抹布上，用力在手機屏幕刮痕處前後左右來回用力塗勻，然後，用
幹淨的抹布或衛生紙擦乾淨後。你會驚奇的發現，手機的刮痕不見了。因為牙膏具有研磨
作用，修補作用和去除菌斑，清潔拋光牙面，使用在手機屏幕上也有同樣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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