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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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麥當勞道11號(麥當勞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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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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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苑 (麥當勞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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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華國際中心(北角)
嘉尚匯(黃竹坑)
SOLO(大角咀)
嘉達環球中心(荃灣)

The Factory (黃竹坑)
嘉昌商業中心(銅鑼灣)
嘉富商業中心 (旺角)
嘉富臺(中半山)
嘉薈軒(灣仔)
嘉御山(大圍)
嘉逸軒(跑馬地)
嘉悅(將軍澳)
深灣9號(深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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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荷里活廣場出口(鑽石山)
銀行中心出口(旺角)
朗豪坊出口(旺角)
聯合廣場出口(太子)
歷山大廈出口(中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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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鼓嶺嶺英公立學校 (打鼓
嶺)
育賢學校(上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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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業校友會 (太子)
布公仔天地 (尖沙咀)
香港詩畫聯學會(灣仔)
素質教育中心(銅鑼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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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音樂人協會 (牛頭
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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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后)
香港廣州天河同鄉會(長沙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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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廣佛肇聯誼總會(北角)
僑港順德龍山同鄉會(旺角)
香港廣州天河各界聯合會(元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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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坊眾社會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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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專科醫療中心(尖沙咀)
恒迅手機維修 (旺角)
My Home (將軍澳)
2DP – 2decimalplacest(尖沙咀)
富東海鮮酒家 (銅鑼灣)
盛記麵家 (沙田)
尚悅薈餐廳 (元朗)
秋海棠 (石塘咀)
園心食品 (旺角)
華香雞(荃灣)
大有膳坊 (新蒲崗)
美髮2000 (佐敦)
潮滙館(長沙灣)
大記攦粉 (太子)

打邊爐海鮮火鍋燒烤店 (土瓜灣)
蛇王協 (深水涉)
Coffee Lover (觀塘)
優質食品有限公司(新蒲崗)
均益士多(林錦公路)
華輝無綫電行有限公司(荔支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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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果堂 (觀塘)
城市汽車 (銅鑼灣)
香港的士電召中心有限公司 (深水
埗)
福生置業 (筲箕灣)
明愛莊月明中學 (華富邨)
循理會竹園耆樂會所(黃大仙)
旅港增城商會(灣仔)
中華網龍 (長沙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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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亨鄉公所(大埔中心圍)
悦心大厦(西營盤)
駿富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荃
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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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念坊設計有限公司(佐敦)
Creativeworks Group Limited(尖沙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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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歷史通識  鴻門宴
26 中華薈萃  古代數學遊戲＜瑛姑别傳＞之
            ＜巧遇大秦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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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I  足球  英超為小城市帶來發展及商機
32 百家姓起源  金氏、富氏 
33 畫情說香江  香港禮賓府
34 百分百香港製造手作曲奇
36 樂怡生活雜誌、陽光花舍 9 折優惠讀者訂購
38 太平山下通識滙  香港島街名考察 ( 五 )
39 獅子山下通識滙  九龍地名考察 ( 五 )
40 家居美食 紅白椰菜無水煮鮮鮑魚
42 家居美食 陳家廚坊食譜書系列—回家吃飯
              西洋菜陳腎豬踭湯
44 文桂芳博士 為何製作 " 手冲咖啡 " 時
  會出現水氹現狀 ??
45 手冲咖啡工作坊
46 COFFEE  Lover 「長者歎啡日」
47 東九龍區防止罪案辦公室
 小心黑客入侵你手機及電腦
48 大記賀年糕點
50 歇後語  " 精彩抵死 " 的歇後語 ( 十 )
51 潮語特區 潮語揮春
52 紫微 • 人生路 用數字看穿未來
53 手機通識 新手機可馬上用 ? 先充電 ?
  還是用完再充 ?
54 手作教室 發財幸運輪
56 癌症飲食解碼 乳腺癌避免的食物
58 縱橫香港 遠足郊遊
62 保健坊  國珍松花粉
63 PRIMAX 新款自動速開擋陽光沙灘帳篷
64 縱橫香港 從近期山難頻頻談起
65 癌症基金會 中中環全新服務中心
  免費癌症支援
66 『樂怡生活』訂閱
67 本月星座
68 伸手助人協會



  黃錫華是一介商人，與教育事業沾不上邊，但自公元二千年起在內地資助建校，由此與教
學結下不解之緣，所以友好均稱他為「校長」。黃先生鍾情資助建校，是有感於自己讀書少，
忽略基礎教育的重要。「父親在我歲幾那年便去世，之後投靠外公在廣州唸書。雖然在香港的
舅父鼓勵我好好讀書，甚至話可以供我去蘇聯接受教育，但我決定要獨立，於 50 年代小學畢
業後便來香港搵食。」那年代，香港人浮於事，「小學雞」的他，只能到當舖當雜工學師，自
此便投身典當業。經歷數十年風風雨雨，書到用時方恨少 !「校長」萌生助學之念。為了實現
目標，自上世紀 80 年代開始，夫婦二人便開始儲蓄助學基金。到了 1997 年，「校長」向天水
圍婦女聯合會鄺主席透露欲資助內地貧困地區建校，對方向他提供了連州「山塘鎮」及「東坡
鎮」兩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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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石碁 ‧ 大龍聯誼
會」舉行第二十四屆周年大會，
主席黃錫華席間透露，春節期
間將會到粵北連州看望鄉親，
慰問老人和學校師生。為何本
身是番禺人的黃錫華先生，在
新春期間，冒着粵北仍是寒凍
的天氣，到連州去呢 ? 這種 "
情意結 "的因由又是甚麼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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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先以為，助建一間學校三、四十萬便可以，焉知這兩個項目就算二選其一，亦要五、
六十萬元。因為手頭沒有咁多錢，只能拖住。」又經過幾年的積累，公元二千年，「校長」終
舊事重提。「想不到這次反饋的又是原來那兩個地點。據講，因為這兩個地方偏僻貧瘠，無人
問津。我認為助學就是應該選擇貧瘠地區，兼且兩次都是這兩個項目，應是緣份吧，所以決定
選擇其中一個點建校。」通過到山塘鎮及東坡鎮兩地考察，「校長」發現兩地學校破爛不堪，
急須重建。經與黃太商量，終決定投放近一百八十萬元為兩地重建新校舍。
  2001 年，兩間小學校舍同期落成。山塘鎮「黃錫華僑心小學」收生二百多，東坡鎮「李
秀蘭僑心小學」收生三百多人。兩校受到當地村民歡迎，學制是關鍵。原來當地的小學只是辦
至四年級，「校長」投放的兩所新校，是小一至小六完全小學。另外，東陂鎮之小學，還開辦「學
前班」( 幼兒班 )。為了增添山區文化藝術氣氛和培育山區居民文化藝術活動的骨幹，「校長」
成立「連州市華蘭僑心藝術團」，給山區帶來多姿多彩的文藝活動，豐富了大家的精神生活。

  十八年來，「校長」除了在連州建校、建圖書館，還在連州西岸鎮建了一所老人院。三年前，
根據當地需要設立了「親子室」，當地婦女可帶同幼兒一起上課學藝。
  連州，已是「校長」第二故鄉。打從二千年開始， 每年中秋及春節，他風雨無間帶領志同
道合者回去助學敬老。
  此外，「校長」歷年來在家鄉番禺關愛老人，經常進行敬老慰問活動。並在家鄉石基中心
小學成立「華蘭僑心藝術團」，舉辦多種文化藝術活動，該團更是每年藝術節的臺柱。
  年屆七十七的「校長」為內地基礎教育添磚加瓦，不遺餘力。對老人體貼關懷，噓寒問暖。
「校長」身體力行傳承發揚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並為和諧社會的建設作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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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策  劃：

優質食品有限公司

「Hildebrand 歐洲原裝進口酒心朱古力」特惠訂購
品牌 產品名稱 重量 數量 讀者

優惠價 數量

Hildebrand 車厘酒心朱古力禮盒 205g 17粒裝 $79

Hildebrand 車厘酒心朱古力大裝禮盒 290g 20粒裝 $99

Hildebrand 什錦酒心朱古力瓶
( 冧酒、愛爾蘭咖啡、干邑、荷蘭蛋酒 ) 120g 10粒裝 $59

車厘酒心朱古力禮盒
205g / 17 粒裝

優惠價$79
什錦酒心朱古力瓶

( 冧酒、愛爾蘭咖啡、干邑、荷蘭蛋酒 )

120g / 10 粒裝

優惠價$59

車厘酒心朱古力大裝禮盒
290g / 20 粒裝

優惠價$99

產地 : 捷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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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資料提供 : 港島總區防止罪案辦公室 )

年近歲晚 防盜有法

家居安全
很多市民都會趁長假期者舉家外
遊，在出門前應：
• 鎖好門窗； 
•  盡量利用銀行提供之保管箱服務

將貴重財物妥為保管； 
•  安排鄰居代為收取信箱內的郵件

及已訂閱的報刊，以免信箱積存
大量郵件，令賊人知道單位無人
在內； 

•  利用電燈和收音機的時間掣來預
設開關時間，營造屋內有人的效
果； 

•  提醒屋苑的管理公司及保安員落
實訪客登記的安排。前來拜年的
訪客亦必須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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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近歲晚，假期將至，市面人多暢旺，容易
吸引竊匪或其他犯罪。長假期一向都是賊人「搵
快錢」的黃金機會，市民若不做足防盜措施，一
不小心賊人便有機可乘，招致損失。要避免成為
盜賊下手的對象，你只要採取以下的防盜建議，
便可大大減低這種風險。 提款注意事項

每逢農曆新年前，不少市民都會到發鈔銀行換新鈔票封紅包，提款時必須注意
以下事項 :
• 儘可能 2 或 3 人結伴前往提款，以便互相照應； 
• 可將領取之款項安置於外衣內部之袋內，以防他人偷竊；
• 要特別提防從金融機構離開後，有否被陌生人跟蹤；
• 若有人在提款機附近徘徊，切忌前往提取金錢。 

小心偽鈔
• 市民可瀏灠金管局網頁，了解港幣防偽特徵； 
• 可到銀行或光顧有信譽的找換店兌換鈔票；
• 如對收到的鈔票有懷疑，應尋求警方或銀行協助；
• 如對鈔票有懷疑，切勿再次使用，否則有可能干犯行使偽製紙幣的罪行。

報警求救 
如安全受到威脅，應在可行的情況下高聲求救及致電 999 報警。

                                       祝大家新年快樂 ! 身體健康 !

外出時
•  任何時侯都應小心保管個人

財物，特別在人多擠迫的地
方如年宵市場及各區旅遊購
物熱點；

•  將手提包、背包或手袋放于
身體前方，切勿將財物放在背包外格，因為內格相對比較安全；

• 時刻提高警覺，避免成為扒手對象； 
•  切勿在無人看守的情況下把財物擱下，應放在自己視線範圍內或交由朋友看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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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省簡稱「瓊」，位於中國的最南端，包括海南島、中
沙、西沙、南沙群島及其周圍的海域，全省陸地總面積 3.54 萬
平方公里（其中海南島陸地面積 3.39 萬平方公里），海域面積
約 200 萬平方公里，是中國最小的陸地省份，也是最大的海洋
省份。海南屬熱帶季風氣候，陽光充沛，四季如春，島中部地
區氣溫較低，西南部較高，1 月平均氣溫 17.2 度，7 月平均氣
溫 28.4 度，年均日照 300 天以上。海南旅遊設施良好，令海南
省確立了旅遊國際化的發展方向，高爾夫、溫泉、中醫理療等
都是海南的新興旅遊項目。

海口
  海口，別稱「椰城」，海南省省會，國家「一帶一路」戰略支點城市 . 地處熱帶。熱帶資源呈
現多樣性，是一座富有海濱自然旖旎風光的南方海濱城市。

三亞
  三亞位於海南島的最南端，具有熱帶海濱風景特色的國際旅遊城市，中國海濱城市，是中國
空氣質素最好的城市之一、全國最長壽地區（平均壽命 80 歲）。三亞市別稱鹿城，又被稱為「東
方夏威夷」，位居中國四大一線旅遊城市「三威杭廈」之首，擁有全島最美麗的海濱風光。
 天涯海角
  天涯海角遊覽區，位於三亞市天涯區，距主城區西南約 23 公里處，背對馬嶺山，面向茫茫大
海，是海南建省 20 年第一旅遊名勝，國家 AAAA 級旅遊景區。景區海灣沙灘上大小百塊石聳立，
「天涯石」、「海角石」、「日月石」和「南天一柱」突兀其間。

南海觀音
  1993 年中國國務院宗教局和海南人民政府批准興建三亞南山寺，並在寺前的海中塑 108 米
高之海上觀音聖像，屬於南山文化旅遊區。此像由海南三亞南山海上觀音功德基金會發心敬建，
三尊化一體，巍峨壯觀，實乃世界造像之最。敬造工程因其規模宏偉、意義殊勝、佛理底蘊豐富，
被譽為「世界級、世紀級」的佛事工程。

亞龍灣
  亞龍灣為一個月牙灣，擁有 7 千米長的銀白色海灘，沙質相當細膩。而這裏的南海沒有受
到污染，海水潔凈透明，遠望呈現幾種不同的藍色，而水面下珊瑚種類豐富，可清楚觀賞珊瑚，
適合多種水下活動包括潛水等，令海底成為了當地的旅遊的核心。岸上林木鬱鬱蔥蔥。冬季這
裏的氣溫 27 攝氏度，水溫 20 攝氏度，是一處理想的冬季避寒和休閒度假勝地。號稱「東方夏
威夷」。



崖州古城
  崖州古城，即現海南三亞市崖城鎮，位於三亞市西 40 多公里處，自南北朝起建制崖州，
宋朝以來歷代的州、郡、縣治均設在這裏。今天的崖城，以其悠久的歷史和繁多的名勝古蹟而
成為海南旅遊勝地。 海南建省辦大特區後，崖州城的城門已修繕一新，顯得雄偉壯觀，中外遊
客川流不息。在崖城還有聞名海內外的風景區大小洞天，其形如巨鰲，枕海壁立，峰巒竟秀，
林木重疊，山奇石怪，千姿百態，綠榕垂蔭，紅豆如星，泉清似醴。

呀諾達
  呀諾達雨林文化旅遊區位於三亞市北偏東方向的保亭黎族自治縣三道農場，距離三亞市中
心 35 公里。是中國唯一地處北緯 18 度的熱帶雨林，是海南島五大熱帶雨林精品的濃縮，是最
具觀賞價值的熱帶雨林資源博覽館，堪稱中國鑽石級雨林景區。北連五指山、七仙嶺和中部綠
色腹地，在景區的觀景台可眺望遠景，海棠灣岸線、蜈支洲島、猴島盡收眼底的景觀衝擊，形
成了與眾不同的區位優勢。

石梅灣
  石梅灣位於海南東線高速海南興隆出口。石梅灣是一片原始的南國景觀，三面環山，一面
向海，山形秀美，石梅灣長長的海灘兩端，各向海中伸出兩座峰巒。灣內植被繁茂，有大片椰林、
橡膠等熱帶作物，椰樹檳榔，相映成趣。白沙碧海，藍天流雲，自成畫卷，更有青梅翠帶，溪
流湖泊，秀嶼奇石美不勝收。港灣平時風平浪靜，濱海沙灘長約 7 公里，近百米內水深不過 3 米。

東郊椰林
  東郊椰林，海南景點。位於文昌市東郊鎮海濱，過清瀾大橋即到。是海南著名景區之一。
這裏椰樹成片，椰姿百態，文昌別稱「椰鄉」，椰子種植面積和產量佔全省 50% 以上，東郊
鎮又佔全市椰子種植面積和產量 50% 以上，椰的的品種有紅椰、青椰、良種矮椰、高椰、水
椰等品種，共 50 多萬株。

三亞珊瑚礁保護區
  三亞珊瑚礁保護區，位於三亞市鹿回頭半島沿岸、東西瑁洲、牙龍灣海域，海陸總面積為
8500 公頃，其保護對象為珊瑚礁及由珊瑚礁構成的典型熱帶海洋生態系統與海洋生物物種。
區內生產力很高，生物資源豐富，是保護海洋生物多樣性的重要海區。根據自然保護的需要而
劃分為核心區、緩衝區和試驗區。對核心區內的珊瑚礁資源採取絕對保護措施。

博鰲亞洲論壇永久會址景區
  博鰲亞洲論壇是一個非政府、非營利的國際組織，目前已成為亞洲以及其他大洲有關國家
政府、工商界和學術界領袖就亞洲以及全球重要事務進行對話的高層次平臺。地處萬泉河入海
口，瀕臨南海，每年 4 月，這裡成為舉世矚目的焦點，全世界政商領袖彙聚于此，共商發展大計，
建成以來已成功舉辦了多屆博鰲亞洲論壇年會，是世界著名的論壇會址。該景區坐落在美麗的
東嶼島上，全島面積 2600 餘畝，酷似一隻巨鼇游向南海。景區內植物繁茂，風光秀美，設施
完備，宛如世外桃源，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譽為“世界上河流海口保存最完美的處女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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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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字趣味小遊戲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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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期遊戲得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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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通識填充題有獎遊戲
地址 : 第一城
姓名 : 麥先生

地址 : 兆隆苑
姓名 : 郭小姐

有獎燈謎會
地址 : 新都城 2 期
姓名 : 單小姐

地址 : 第一城
姓名 : 陳小姐

可收藏背囊
( 一個 )

可收藏背囊
( 一個 )

( 顏色以收到郵寄實物為準 )

趣味小遊戲
地址 : 天宏苑
姓名 : 楊小姐

地址 : 新港城
姓名 : 黃先生

6 8 9 5 2 3 1 4 7

5 1 2 7 4 8 3 9 6

3 7 4 9 6 1 2 5 8

1 3 8 2 9 7 4 6 5

9 6 5 3 1 4 8 7 2

4 2 7 8 5 6 9 3 1

8 9 1 4 7 5 6 2 3

2 5 6 1 3 9 7 8 4

7 4 3 6 8 2 5 1 9

可收藏背囊
( 一個 )

  香港人日常語言，以廣州話（廣府白話）為主要用語。近年，網絡文字，多了使用廣州
話寫作，大家是否知道我們日常書寫廣州話時，有時會用“錯“字呢？不如大家一齊探討「有
趣嘅廣州話“正字”」。
  農曆年將近，是家人、朋友聚首一堂的日子。在喜慶日子，很多人都會飲酒助慶，對一
些不常飲酒的朋友來說，XO、VSOP、孖蒸、三蒸等烈酒都會用廣州話“好啃”來形容，這
個“啃”字是“正字”嗎？原來正確寫法是【勍】而不是“啃”（見註）。
註﹕
【勍】﹕指來自京城的有力人士，强而有力和有本事的意思就是【勍】。與現時我們通常用
的「好勁」、「勁到爆」有“異曲同工”之妙。如果指這些酒好有“勁”度，就可以用【好勍】
來形容啦！。
  年青人、少年、未成年人士，在廣州話的通俗講是細路、後生仔（女）或“靚仔”、“靚
妹”，這個“靚”字是“正字”嗎？不是，正確的寫法是【僆】（見註）。
註﹕
【僆】這個字的本意是指「雞崽」（細雞、雞仔、春雞），含有貶義的意思，比喻講“收一些「嘍
囉」或「手下」”就是『收僆』，『僆仔』亦指那些地位低下，無乜本事的年青人；而「靚仔」、
「靚女」是稱讚年青人“年青貌美”。
  對一些銷售、推介手法中，用一啲“自己人”，扮成顧客誘導其他圍觀者購買，通俗叫“做
媒”，依嗰“媒”字是“正字”嗎？請將您認為是“正字”的文字填寫，參加有獎遊戲。
  各位讀者一齊估下「做媒」的“媒”字之正確寫法，並填寫以下參加遊戲表格。

      答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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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金句漫畫
作者 : 彭啟堯
繪圖 : 保 蓮

提供，版權所有

孟子： 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闢土地，朝秦楚，蒞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為，求若所欲，
猶緣木而求魚也。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為，
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災。

解釋： 孟子說：“那麼，大王的最大心願可以知道了，就是想擴張疆土，使秦國楚國來朝拜，君臨中原、
安撫四周的民族。憑您的做法去追求實現您的心願，真好比是爬上樹去捉魚一樣。”宣王說：
“像這麼嚴重嗎 ?” 孟子說：“只怕比這還嚴重呢！上樹捉魚，雖然捉不到魚，不會有後患。
按您的做法去實現您的心願，費盡心力去做，到頭來必定有災禍。

Mencius said:    “Then, your Majesty's desires are known to all. You wish to expand your territories, to 
force Qin and Chu to bow before you, to rule the entire country, and to subdue all other 
people to be your subjects. In doing so, you are like climbing a tree to seek for fish.”The 
King retorted“Is it that bad?”Mencius replied “It is even worse. For if you climb up a 
tree to seek for fish and find none, there is no adverse effect. But if you go ahead and try to 
actualize your desire with all your might, you will surely encounter calamities!”(譯英：蘇國麟)



  敬雙武先生曾受中國外交部前部長李肇星先生的邀請赴北京釣魚台國賓館作畫，並得其

親筆題字稱許：「與時俱進為祖國」。敬雙武先生的作品多被用作外交禮物贈予各國元首，

亦為外交部、商貿部、釣魚臺國賓館等政府機關作珍藏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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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長於香港、馳名於國際 , 當代中國水
墨畫家、「何家山水」始創者

 
何百里先生簡介

  嶺南畫派第四代傳人、香港美協創會
理事、北美州水墨會加拿大區永久顧問。
1945 年出生於廣州，旋即遷居香港。接受
西方教育，然而熱愛國粹，尤好繪畫。早歲
習嶺畫派花鳥技法。卻萌志拓展嶺派山水新
領域。習藝三載，年方弱冠，舉辦以香港風
光寫生為主題之首屆個展，趙少昂先生為其
題額，張大千先生為其畫冊封面作品嘉題，
成為香港藝壇佳話 , 盛況一時。
  1970 - 1980 年間，畫風一變，由濃厚
寫生氣息轉為水墨大寫意山水，橫長格局，
取勢曠闊，  用筆酣暢，氣勢豪邁。1984 年
移居北美洲，飽覽歐西各大美術博物館，
感受西方浪漫主義及印象派繪畫之特徵，
融匯多年研習宋元山水傳統技法為基礎，
成功揉合潑墨、破墨、漬墨和撞色法，創
立了彩墨交融，古情今意的「何家山水」，
最具影響力。
  期內於 1988 年之山水畫創作，被紐
約佳士得列入國際拍賣行列；又 2002 年
法國權威性之「藝術市場透視」網站 ART 
MARKET INSIGHT 所 發表當年 1000 位全

球破紀錄的藝術家，何氏列席第 639 位，
同時是唯一在世的中國畫家。
  近年主力「方韻系列」創作，強調一
種意象之美，本山川之態，根據構思移形
入意，境在象外，著著隨機，墨彩靈動，
顯現大自然無窮幻化之生命力，新法新貌，
備受藝術界肯定。
  何百里認為藝術的永恆魅力，是在能
變。四十多年來，何氏畫風及題材就隨著
生活環境的變遷而作回應的變化，從早歲
率性描述香江漁舟、田野；旅居北美後，
繪寫氣象萬千的連綿山嶺景色和錦繡奪目
的「加國楓釆」系列；及至 2006 年回歸後，
遊山玩水，譜寫祖國河山秀色，均各具特
色。
  旅加廿餘載，任北美加拿大區水墨會永
遠顧問，於北美洲推動中國書畫藝術哲理，
不遺餘力。何氏享譽國際藝壇數十載，各
方獎譽及收藏無數。出版《何百里畫集》、
《何百里小品扇面集》《百里境界》、《百
里自在》、《美之印象》和《百里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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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欣賞及收藏可致電：樂怡 3153 2322、31532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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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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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顏色以實物為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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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cmX100cm

 $390
(雙色炭灰)新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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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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 : 西漢時期，張騫出使西域，最初目的是什麼 ?

  鴻門宴，指在西元前 206 年於秦朝都城咸陽郊外的鴻門 ( 今陝西省西安市臨潼區新豐鎮鴻

門堡村 ) 舉行的一次宴會，參與者包括當時兩支抗秦軍的領袖項羽及劉邦。這次宴會在秦末農
民戰爭及楚漢戰爭皆發生重要影響，被認為間接促成項羽敗亡以及劉邦成功建立漢朝。後人也
常用 " 鴻門宴 " 一詞比喻不懷好意的宴會。詳細記述最早見於 " 史聖 " 司馬遷的《史記·項羽本紀》。
　　西元前 206 年，陳勝吳廣起義後，各地雲起回應，其中有楚國貴族出身的項梁、項羽叔侄，
有農民出身的劉邦。當時為沛公的劉邦率領義軍攻入函谷關，進入關中地區。劉邦與項羽各自
攻打秦朝的部隊，劉邦兵力雖不及項羽，但劉邦先破咸陽，秦王子嬰向劉邦投降。劉邦入關後，
與秦民約法三章，並派人駐守函谷關，以防項羽進關。當時項羽剛剛於巨鹿之戰取得勝利，並
殲滅了秦軍的主力，正向關中進發。當項羽到達函谷關後，得知劉邦已經攻陷關中，一怒之下
攻陷了關隘，並推進至戲水之西。劉邦當時與其軍隊同處霸上，暫未會見項羽。當時項羽的兵
力大約是 40 萬人，劉邦軍隊共約 10 萬人。一場惡戰在即。西元 207 年，項羽從謀士亞父范增
之計，在鴻門設宴，企圖借機殺掉劉邦，於是演出了一幕 " 鴻門宴 "。劉邦知道後，讓張良請項
伯入營，項伯答應為之在項羽面前說情，並讓劉邦次日前來向項羽道歉。鴻門宴上，雖不乏美
酒佳餚，但卻暗藏殺機，項羽的亞父範增，一直主張殺掉劉邦，在酒宴上，一再示意項羽殺了
劉邦，但項羽卻猶豫不決，默然不應。範增召項莊舞劍為酒宴助興，趁機殺掉劉邦，項伯為保
護劉邦，也拔劍起舞，掩護劉邦，這也是成語 " 項莊舞劍，意在沛公 " 的由來。後來劉邦推說
不勝飲酒，藉故離開，回到了大營。
　　在鴻門宴上，劉邦能夠全身而退，除了張良、項伯、樊噲的力保之外，關鍵是劉邦的冷靜
與沉著。鴻門宴上是項羽殺死劉邦的絕好時機，范增精心佈置著每一個殺招，竟讓劉邦逃了，
氣得範增拔劍將劉邦贈送的玉鬥擊碎，並指桑罵槐大罵項羽說：" 豎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
必沛公也，吾屬今為之虜矣。"（這個小子不值得與他辦大事，到時與項王爭奪天下的必是劉邦，
我們都會成為劉邦的俘虜！）範增的預言在數年後應驗：項羽和劉邦在隨後的四年進行了大規
模的戰爭 ( 史稱楚漢戰爭 )，最後項羽敗北，在烏江自刎而死，劉邦建立漢朝，為漢朝開國皇帝，
是為漢高祖。對漢族的發展、以及中國的統一有突出貢獻。
　　後世不少人認為項羽在事件中缺乏當機立斷的能力，間接導致範增的計畫失敗，亦埋下了
自己日後敗死的伏筆。鴻門宴 " 看似是劉邦的屈辱之宴，項羽最終勝利，但是，從後續故事的
發展來看，" 鴻門宴 " 是劉邦勝利了。項羽此次放了劉邦，無異於是放虎歸山，最後被劉邦奪得
了天下。從這個角度上是說，我們更應該以史為鑒，大丈夫有所為，有所不為，能隱忍不爭也
是明智之舉。

鴻門宴
" 項莊舞劍，意在沛公 "  中國漢武帝時的張騫，曾兩次出使西域，開闢了絲綢之路。傳統的絲綢之路，起自中國古代

都城長安，經中亞國家、阿富汗、伊朗、伊拉克、敘利亞等而達地中海，以羅馬為終點，全長
6440 公里。這條路被認為是連接亞歐大陸的古代東西方文明的交匯之路，而絲綢則是最具代表性
的貨物。數千年來，遊牧民族或部落、商人、教徒、外交家、士兵和學朮考察者沿著絲綢之路四
處活動，加強了中原與西域的聯繫，在中國歷史、亞洲歷史以及東西方交通史上，都有著深遠的
意義和巨大的影響。
  西漢時期，北方的遊牧民族匈奴一直是西漢最大的威脅。漢朝由於實力不夠，無法進行軍事
反擊，一直以和親的方式羈縻匈奴。漢武帝的時候，漢朝進入全盛時期，開始籌劃反擊匈奴。公
元前 139 年，擔任朗官的張騫毛遂自薦，帶領 100 多人，第一次出使西域，當時匈奴的勢力已控
制天山一帶和塔裡木盆地的東北部以及河西走廊地區，張騫被捕。公元前 129 年，張騫逃離匈奴，
繼續西行，到達匈奴遊牧名族大月氏的大夏地區，西遷的大月氏不想再與匈奴交戰，張騫考察一
年多，啟程回漢，歸途中經天山南路，又不幸再次被匈奴俘獲，直到公元前 126 年，張騫等人才
逃回漢朝。
  張騫第一次出使西域，雖然沒有完成使命，卻開闢了舉世聞名絲綢之路，使得西域豐富的物
產比如：葡萄、石榴、芝麻、胡蘿蔔以及名馬、駱駝、毛皮、毛織品等源源不斷東來；中原地區
的絲綢、鐵器、鑄鐵技術、井渠灌溉方法也相繼傳入西域、波斯、印度，這種頻繁的交流，促進
了西域的進步，也豐富了中原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
  公元前 122 年，張騫在漢武帝的支援下，連續派出十幾批使者繼續尋找前往西方的道路並試
圖打通去往印度的道路，恢復了內地和西南的交通，也加強了漢族和西南各少數民族之間的友好
關係，漢朝取得對匈奴戰爭的勝利後，為進一步發展漢朝和西域各族的聯繫，孤立西域的殘存勢
力，公元前 119 年，張騫再次出使西域，直至公元前 115 年，張騫回到漢朝。後來，漢朝不僅和
烏孫結成同盟，還在西域設置了行政機構西域都護府，對西域地區進行管轄。張騫是一位卓越的
探險家、一位英勇的將軍，在漢匈戰爭中，為漢軍的勝利屢立大功，被封為博望侯。
  漢通西域，雖然起初是出於軍事目的，但西域開通以后，它的影響，遠遠超出了軍事范圍，
從西漢的月田敦煌，出玉門關，進入新疆，再從新疆連線中亞、西亞的一條橫貫東西的通道，再
次暢通無阻。這條通道，就是後世聞名的“絲綢之路”。
  隨著時代發展，絲綢之路成為古代中國與西方所有政治經濟文化往來通道的統稱。有西漢張
騫開通西域的官方通道“西北絲綢之路”；有北向蒙古高原，再西行天山北麓進入中亞的“草原
絲綢之路”；有長安到成都再到印度的山道崎嶇的“西南絲綢之路”；還有從廣州、泉州、杭州、
揚州等沿海城市出發，從南洋到阿拉伯海，甚至遠達非洲東海岸的海上貿易的“海上絲綢之路”等。

張騫出使西域
絲綢之路的開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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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瑛姑，你的算題計好了嗎？」
  瑛姑笑道 :
  「哈哈，我已得遇真師，學曉嶄新籌算法，能解汝之鬼谷算題！」
  黃蓉聽了，亦感意外，便在江南二十四橋邊，即場比試……
  瑛姑便運用先前學曉的嶄新籌算法，破解了黃蓉之算題， 黃蓉亦感到甚為驚訝，讚嘆道 :
  「瑛姑所學之籌算法，竟然如此神妙，怪不得在江湖上尊稱為神算子，敢教晚輩佩服不已！」
  瑛姑聽了，不覺沾沾自喜。豈料橋頭上有一穿外族衣冠之小子，在橋上哈哈大笑起來！
  瑛姑聞之大怒，對之曰 :
  「何方小子，竟敢當眾笑我，且看看你老娘的厲害，看招！」
  說畢，瑛姑便籌算法器中，順手執起一支七寸長的竹籌，擲向橋頭上的小子。由於瑛姑之
內功深厚，一旦擊中，有如利劍穿心！
  但瑛姑想不到那小子之身手敏捷，只見他打了一個凌空斛斗，已經避開了瑛姑飛擲而來的
竹籤 ; 再一個斛斗，已經從橋頭上跳到瑛姑跟前，神態從容。瑛姑見之盛怒，便斥之曰 :
  「番邦小子，看來你之身手不凡，但你休想在此耀武揚威，你可知道老娘是誰？」

廿四橋上 遇高人
  雖然面對武林高人，那小子卻是面無懼色，且不慌不忙地說 :
  「吾乃是大秦王子，身份特殊，地位尊貴，豈能辱我是番邦小子！」
  此話一出，眾皆肅穆，唯黃蓉心清，冷靜地問那小子道 :
  「史記有載，秦及三世而亡，迄今大宋已過千年，何來還有大秦王子？」
  王子答道 :
  「姑娘有所不知，此秦不同彼秦，秦及三世而亡，乃指秦始皇帝而已。姑娘可聞長安之大
秦寺，與大秦景教中國流行碑乎？」
  黃蓉說道 :
  「我在桃花島時，也曾聽爹爹講過，但未知其詳？」
  王子說道 :
  「長安之大秦寺，乃是唐代所建 ; 大秦景教中國流行碑，亦是唐代所造。其所說之大秦，
乃指萬里以外之西方大國，曾經威振四方，雄霸一時，史稱羅馬大帝國，亦正是小王之大秦國
度也，汝等中原漢族，皆稱吾邦為大秦。」
  瑛姑聽了，便仔細地打量那個小子，忽然笑道 :
  「哈哈，你若是泱泱大國的大秦王子，何以前無護駕，後無隨從？想必是個落難王子！」
  王子答道 :
  「大娘所言甚是，自從西羅馬帝國慘遭滅亡，全賴東羅馬帝國延續國祚，維持羅馬帝國之
王朝。近年國都君士坦丁堡屢遭禍劫，被人攻陷，餘下民眾皆逃離本土，紛紛奔走他方，小王
亦不得不逃離故國，寄居東土，避難於中原。剛才若有冒犯之處，還請大娘多多包涵！」
  瑛姑又問道 :
  「既然是個落難王子，何故在橋頭上嘲笑我，難道你曉得算籌之箇中玄機乎？」

  各位親愛的讀者，上一期講到神算子瑛姑，從青松洞主處學曉「嶄新籌算法」，已能破解黃
蓉之鬼谷算題，便去尋找黃蓉再較高下，結果在江南二十四橋邊，遠遠望見郭靖、黃蓉之背影……

二十四橋好風光
  且說江南二十四橋，在中國歷史享有盛名，位於江蘇省揚州市，又名紅藥橋，乃是當地名
勝。此橋為單孔拱橋，用漢白玉欄桿，如玉帶飄逸，似霓虹卧波，此橋為古城揚州留下不少文
化遺跡，培添古風餘韻。
  唐代詩人杜牧，曾經為這座橋，寫了一首詩。
  《寄揚州韓綽判官》  杜牧
  「青山隱隱水迢迢，秋盡江南草木凋。
  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
  各位看官，請勿誤會，杜牧詩中的「二十四橋明月夜」，並非指二十四座橋，而是一座橋。
因為古時曾有二十四美人吹簫於此，故名二十四橋。
  除了杜牧的詩，曹雪芹在《紅樓夢》中借黛玉思鄉之情，也特別提到：
  「春花秋月，水秀山明，二十四橋，六朝遺跡……」。
  這一座江南名橋，原本是文人雅士吟詩作對的好地方，今日卻被黃蓉與瑛姑，作為比試“奇
門術數”之臨時戰場！

黃蓉瑛姑再比試
  且說瑛姑在橋頭上，遠遠望見郭靖背着黃蓉，便從袖中發出三支竹籌，好像飛箭似的，擲
向郭靖、黃蓉。
  各位讀者，請勿小覷這三支竹籌，凡是內功深厚之人，就算是擲葉飛花，亦可傷人，何況
是江湖上鼎鼎大名之神算子瑛姑哩！
  郭靖機靈，聽到耳邊風聲，心知不妙，肯定背後有人放暗器，便轉身用單手連接三支竹籌，
定眼一看，來者正是瑛姑！
  黃蓉見是瑛姑，便揶揄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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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子答道 :
  「我雖然是個落難王子，棲身於東土，但不能輕蔑我。小王自少學文習武，與你大宋子民，
亦不惶多讓！」
  郭靖問道 :
  「小王爺，你說自少學文習武，難道你也懂得四書五經？」
  王子答道 :
  「雖然不懂得四書五經，但自問家學淵源，從少學習西方文化學術，尤其是蘇格拉底、柏
拉圖、亞里士多德、和阿基米德之哲學、科學、及數學理論，可謂一生受用不盡！」
  黃蓉問道 :
  「既然小王爺素有教養，又曉得用西洋算術，未知可否破解剛才所出之鬼谷算題？」
  王子答道 :
  「小王只需一紙表格，即能破解姑娘之鬼谷算題！ 」

大秦王子  一紙破玄機
  瑛姑笑道 :
  「若能單憑一張白紙，即能破解玄機，那就要教老娘見識見識啊！」
  黃蓉又問 :
  「未知小王爺之西洋算術，出自那一門派，可否告之？」
  王子答道 :
  「小王潛心學習古希臘算術多年，自問盡得家師真傳，敢言天下無有不可計算之數！小王
所用之一紙表格，乃源自古希臘數學家愛氏篩算法，發明用篩子法尋找質數，又名數學篩子。
小王早於十八歲那年，已經破解其中奥祕，將愛氏篩法加以變化，借用其原理，獨創十行表、
十四行表、十八行表等等。不同行數表格，各有不同用途。」
  黃蓉再問 :「那麼小王爺會選用何種表格？」
  王子答道 :
  「由於姑娘之鬼谷算題，乃用 3,5,7 之質數作運算， 故此小王要選用十四行表將之破解。」
  瑛姑心急，很不耐煩地說 :
  「什麼愛氏篩法？數學篩子？十四行表？講了大半天，還不知道你在說甚？你若有本事的，
不如快快將之破解，給老娘見識見識吧！」
  王子說道 :
  「大娘所言甚是。」
  王子打開一個小包，內有紙張表格無數，王子從中取出一張十四行表，然後在表格上劃上
縱橫交錯的線條，結果在三綫相交位置，找到了「23」這個數值 -- 請看附圖
  此數正好符合黃蓉所出之鬼谷算題 :「今有物不知其數，三三數之剩二，五五數之剩三，
七七數之剩二，問物幾何？」
  因為 23 這個數值，是「三綫相交位置」，正好符合以上三個條件，105 範圍內只有一處，
別無他選。至於「雙綫重叠位置」，只是符合「三三數之剩二，五五數之剩三」之兩個條件，
如 8,23,38,53,68,83,98 皆是，在表格內可以一目了然。

  這種算法，令瑛姑看得目定口呆，而郭靖、黃蓉看了也漬漬稱奇，三個人皆對王子之玄機
妙算大為驚訝！
  瑛姑一改常態地讚嘆道 :
  「小王爺，真本事，果然能夠一紙破玄機，令老娘大開眼界！」
  王子說道 :
  「豈敢，豈敢，大娘過譽啦！」
  黃蓉也讚嘆道 :
  「記得我在桃花島，爹爹教我甚多奇門術數，但我只曉得用＜韓信點兵法＞之歌訣去破解
鬼谷算題，不知道還有嶄新籌算法，愛氏篩十四行表計算法。」
  瑛姑又佩服不已地嘆道 :
  「怪不得恩師青松洞主曾說，破解鬼谷算題之方法甚多，可謂不勝枚舉，除了＜韓信點兵
法＞，尚有其他高人之妙法，能將難題破解。今日方知洞主所言不虛，原來真的天外還有天！」
( 瑛姑别傳暫時到此，將來再續。)

作者自述 :                                                                                         
  今期介紹的＜愛氏篩十四行表＞，是屬於平面圖計算法 ; 上期介紹的＜三星匯聚法 ( 嶄新
籌算法 ) ＞，是屬於直線條計算法，兩者各有妙處。我在 2008 年學習電腦之後，開始將兩種
計算法改用電腦，取代紙張計算的傳統方法，但其原理是沒有改變的。
  我在 1969 年已經破解＜韓信點兵法＞之奥祕所在，包括愛氏篩十四行表計算法。當年我
升讀中四，是我數學思維的高峰期，凡數、理、化，皆獲滿分，敢言天下無有不可計算之數，
可惜就在該年輟學！
  關於我的研究成果，數十年來苦無機會發表，唯有埋於心中。今天有幸借＜瑛姑别傳＞，
在此發表我的嶄新發明，實屬緣份。

十四行方格表 : 14 X 8= 112                                 童三軍   2008年發明用電腦設計

圖解 :  那「三綫相交」位置，正好符合黃蓉所出之鬼谷算題:
   「三三數之剩二，五五數之剩三，七七數之剩二。」
   若要符合以上三個條件的，在105範圍內只有23一處，別無他選。
    至於「雙綫重叠或相交」位置，只符合兩個條件; 而「單綫」所經位置，只符合一

個條件，在表格內可以一目了然。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0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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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名讀者只可競猜一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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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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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超為小城市帶來
發展及商機
  俗語有云，金錢為萬惡之源。不
少球迷對現代足球向金錢低頭，以及
財富對球壇的影響力愈來愈大感到可
惜，情況尤以收入最豐厚的英超為
甚。面對一串又一串天文數字般的贊
助費、球員轉會費和電視轉播費，球
迷都只能搖頭嘆息，意會到自己在這廣大的球壇中實在是非常渺小。
  不過，這大筆收入對於不少中小型球會及他們的所屬城市來說，卻是不可多得的寶貴
發展資源。在過往數十年一直在低組別浮沉的英超球會，就是最佳例子。
  豐厚的收入，令球會多了資金作出長遠投資，般尼 (Burnley) 就是一個好例子。般尼動
用了一千二百多萬鎊，在市郊興建了一個最頂尖，有著最新科技和設備的訓練中心，這不
但有助提升一隊球員的實力，長遠對青訓亦有莫大裨益。在現今英超球員身價動輒要上千
萬鎊之時，花費一千二百萬鎊便能幫助球會長遠出產更多好球員，絕對是一項非常超值的
投資。般尼的這個投資先例，很值得赫德士菲參考借鏡。
  事實上，般尼是英超二十隊的所屬城市中最小的一個，總人口只有七萬多。社會發展
和資源分配不公、貧窮率高、失業率高、夕陽行業式微等社會問題，同樣可見於般尼這類
西北部的小城市。與赫德士菲相似的地方是，近幾年來，這個城市亦漸見復甦之勢，還記
得在升上英超的那一季，般尼更被選為國內最得創業家歡心的城市。除了在球會層面作出
一定的長遠投資外，般尼將不少從英超獲得的金錢，回饋到社區當中，例如在市內各處興
建多項運動及康樂設施，並資助一些針對低下階層而推出的教育及改進課程，實行有福同
享，慢慢令整個城市回復光彩。雖然此刻與昔日最輝煌之時尚有大段距離，但起碼有了一
道曙光。
  ～若想詳閱本文全部的內容，歡迎瀏覽本專欄的 facebook 或 fanpiece 專頁，另有更
多不同足球領域的評論文章可供閱讀～

Facebook：Box to Box

Fanpiece： http://football.fanpiece.com/boxto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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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氏來源
  金姓在《百家姓》中排第 29 位。是一個常見姓氏，
漢族、朝鮮族中都有大量的金姓人口，滿族、回族等其他
民族也有金姓存在。
  漢族金姓的起源很多，其中傳說少昊金天氏的後裔有
以「金」為姓的。
  漢武帝時，匈奴休屠王之子日磾降漢，後獲賜姓為
「金」。金日磾與其弟金倫之後皆以金為姓。明朝時，蒙
古王子「也先土幹」率妻部歸降，與元朝遺臣額森圖克、
阿爾哈特實哩等同獲賜姓金。清乾隆帝賜臺灣土著七姓，
其一為金。這些被賜姓者的後人多以金為姓。
  此外，古代也屢有其他姓氏者姓為金姓，如五代十國
時，吳越有項伯後代因為避諱開國君主錢鏐的名字，改劉
姓為金姓的。元朝時，有金覆祥本姓劉，改姓為金。
  其他民族中的金姓者歸化為漢族，也是漢族金姓的一
個重要來源。南北朝時羌族中有金姓；朝鮮族金姓許多金
閼智一脈或金首露一脈，朝鮮金姓；北宋徽宗（十二世紀
初）年間，猶太人大多從天山南路入境，先是經商，後定
居下來，初來有漢姓金、李、俺、艾、趙、張等十七姓；
金朝女真的國姓為完顏氏，漢化後改姓金；滿族開國曰金，
許多皇族（尤其是愛新覺羅一脈）南下漢化後改姓金。

富氏來源
  富姓是中文姓氏之一，在《百家姓》中排第 219 位。
  富姓起源有八個說法：一說是富姓來自富辰的封地；
一說是富姓來自複姓富父姓省文簡化；一說是富姓來自蒙
古族漢化改姓；一說是富姓來自满族漢化改姓；一說是富
姓來自锡伯族漢化改姓；一說是富姓來自赫哲族漢化改姓；
一說是富姓來自達斡爾族漢化改姓；一說是富姓來自傈僳
族漢化改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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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 一 翀
香港畫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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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香港回歸後，「總督府」改名為
禮賓府。每年暮春時節杜鵑花盛
開，香港禮賓府舉行開放日，
市民可以入內欣賞燦爛的杜鵑。
這個「督轅」住過歷任的港督，
三年零八個月的日治時期，也住
過日本的總督。建築物中高聳的
塔樓，就是日治時期加建的。今
日，香港已回歸祖國，這個殖民
地時代的「督轅」，成為香港的
一個文物古跡。

香港禮賓府

燈謎答案：【狗】



  金多烘焙師父黃炤豪先生，從事烘焙工作超過 25 年，
先後受騁於龍島食品有限公司，深灣遊艇會，香港酒店，
富豪酒店及诲景嘉福酒店等。黃君醉心烘焙事業，務求造
出各種不同味道又健康的產品。所以無論在選料、裝飾配
套、味道調配，都會經過多番嘗試，因他確信：[ 選料上乘、
製作用心 ] 才能造出與別不同的味道。黃君擅長於各式蛋
糕及甜品，因此金多將推出系列既健康又味道獨特的烘產
品，送禮自用兩者皆宜，為節日增添歡樂 !

烘 焙 師 黃 炤 豪 先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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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滿 $500 免費送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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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手作曲奇
品牌 讀者優惠價 數量

手作曲奇 ( 重量 : 240g) $88

策  劃：

公價$98
優惠價$88

優質食品有限公司

百 分 百 香 港 製 造



讀者經本刊訂購陽光花舍各類產品或服務
陽光花舍乃香港最大的網上花店，我們是擁有店舖的花

店， 並不像一般的花店只有網址，及在接訂單後外判給

其他花店從中賺取利潤，我們的鮮花、包裝材料精心採購

全球各地，鮮花每天空運到港，保證新鮮，我們的專業插

花師全部都有十五年以上相關經驗確保你訂購的產品，有

質量信心的保證，我們提供專人 24 小時，全港九市區免

費送貨，送達後我們會以電話 或短訊通知尊敬的你。產品不能盡錄讀者可瀏覽網頁www.sunshineflorist.hk或二維碼

全線產品、喜慶花籃或帛事花牌380元起，讀者可獲9折優惠

可獲9折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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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島街名考察（五）

38

九龍地名考察（五）
七姐妹與北角
　　銅鑼灣與鰂魚涌之間，昔日為一偏僻海灘。19 世紀時，該處有一條名為七姐妹的小村落。
過去坊間的傳說是因該處附近海灘的七塊巨石而名。它們是七個義結金蘭的姐妹所化成，其
中之一，因婚姻不如意而投海自盡，其餘亦從之。不過，黃垤華認為其來源應與後枕之山脈
有關。該嶺七峰相連，舊已有七姐妹山之名。他在《香島地名錄存》卷七「七姐妹山」條說：
「此七峰者，俱有個別專名，而其由來久矣。西自大坑蓮花宮山背之坪崗嶺起，迤邐東北，
為元寶石、長嶺頭、大面嶺、石牛皮、橫坪嶺，以迄嶺尾山，直線長約一公里有奇。山之北麓，
下臨市區，亦因此得名，曰七姐妹焉。」
　　在 1849 年港府的人口統計中，該地區已有人口二百多、房屋百多間。20 世紀初，北角
尚未發展，七姐妹基本上是北角社區的別稱。
　　七姐妹西面的岬角，原稱七姐妹角。英國佔領港島初期，派船艦測量港島海岸，測量人
員以該地點為北岸位置最北的岬角（Point），故名之為 North Point( 相對於 West Point 西
角與 East Point 東角 )，中文譯作北角。另一方面，它是維多利亞城東面的屏障，形勢重要，
於是在山波上築炮台，建堡壘，與對岸的滿清軍隊據點對峙，故稱為炮台山。九龍割讓予英
國後，此炮台因功用已失而廢。後來在該山波上開闢的街道，取名炮台山道（Portress Hill 
Road）和堡壘街 (Fort Street)。
　　1919 年，香港電燈公司鑒於灣仔發電廠無法應付日益增長的電力需求，決定在北角填
海，興建新的發電廠。新電廠落成後，吸引了中外商人到附近投資發展。領先的是原籍福建
的印尼糖商郭春秧。他向政府投得電廠旁的一塊地段，打算興建煉糖廠，但工程展開時，適
逢海員及省港兩次大罷工，香港經濟衰退，郭氏於是將土地改作住宅發展，初期落成的一批
樓宇，稱為「四十間」，後擴建成春秧街（Chun Yeung Street），不少福建華僑來港購屋
定居，帶動了區內繁榮，亦奠定了二次大戰後北角成為「小福建」的基礎。
　　1935 年英皇道（King's Road）建成，電車路線亦向東伸展，北角成為港島新的工業
地帶，規模較大的廠房包括商務印書館香港北角分廠、國民漆廠、康元製罐廠與馬寶山糖果
餅乾廠等，前者尤具影響力。1930 年代北角新填地的濱海帶，則成為碼頭與倉庫集中地。
1948 年，均益倉庫公司（Provident Wharf）投得一塊海旁地段，建立新倉庫，該段道路，
命名為和富道（Wharf Road），到 1980 年代，該貨倉拆卸，改建為高級住宅樓宇，稱為和
富中心（Provident Centre）。
　　1949 年中國大陸政局變動，大批江浙地區的上海人移居香港，他們多選擇定居北角的
新建住宅樓宇，而附近亦有各種江浙食肆及商店開業，故 1950 年代，北角有「小上海」之稱。
1960 年代，東南亞政局動蕩，印尼、菲律賓華僑亦移居香港，他們很多原籍福建，樸實團結，
都喜歡在春秧街一帶居住，勢力日漸壯大，故北角又轉變為「小福建」。由於北角的發展較
大，故融合舊日七姐妹，成為整個社區的名稱，後者現今只餘下「七姐妹道」及「七姐妹郵局」
的舊名稱而已。

何文田
  現今的何文田，包括鐵路以東的何文田山、窩打老山、亞皆老街與窩打老道間的三角地
帶、京士柏與何文田屋邨區。
  「何文田」之名，源自昔日芒角村東南面稱為何文田的小村落，其址位於現今染布房街諸
聖堂附近。清嘉慶（1819 年）的《新安縣誌》未載其名，但在 1902 至 1903 年的港府《九龍
半島地圖》，則顯示其為稻田中的一條小村。由此推測，該村是建於 19 世紀中葉。據說當時
有姓何及姓文的兩客家人，前來墾植立村，故名。上述地圖亦顯示，在何文田村南面兩個小山
谷中，有面積不廣的耕地，分別稱為火棚（Fo Pang）及大面田（Tai Min Tin），各有幾戶人家。
  20 世紀初期，九龍市區人口漸增，而廣華醫院亦於 1911 年在窩打老道落成。在醫院病
逝的人，需要墳地安葬，醫院於是聯同社會領袖，向政府申請在何文田村東南面的山波，開
闢墳場，結果撥出兩地段，分別作為回教墳場與華人墳場，前者面積較小，位於現今常盛街
車輛扣留處，稱為「大石鼓」墳場；後者面積較廣，位於現今何文田邨一帶，稱為「何文田
公共墳場」。因為何文田公共墳場的設立，該處山嶺地區逐稱為「何文田」。
  1920 年代，彌敦道至鐵路沿線間的旺角地區陸續發展，原日何文田村的原居民獲補償
他遷，何文田村之名從此消失，原村址及鄰近耕地劃為工業區，布廠、織造廠陸續在該處建
立。同一時期，鐵路以東的旺角地區，劃作住宅發展。一位著名的葡裔商人梭椏氏（Fransico 
Soares），發起投資開發窩打老道與亞皆老街之間的三角形山波地區，供葡裔人士及較富裕的
華人居住。建成的三條主要街道，分別命名為勝利道（Victory Avenue）、自由道（Liberty 
Avenue）和太平道 (Peace Avenue)，以紀念第一次世界大戰勝利，世界重獲自由及和平。
另外三條較短的街道，則以梭椏氏本人的姓氏及其妻女的名字，分別稱為梭椏道（Soares 
Avenue）、艷馬道(Emma Avenue)和棗利亞道(Julia Avenue)。由於梭椏氏對該區發展的努力，
當時該處居民稱他為「何文田之父」。在該地段東端的三角形地皮，則為姓勞的華人富商投得，
興建了一座中西合璧的大花園洋房，四周築有中式亭園，成為 1930-60 年代該處的地標。
  另一方面，一位葡裔立法局議員布力架（J.P.Braga），聯同猶太巨商嘉道理家族（The 
Kadoorie Family），開發亞皆老街北面的山地，興建高級花園洋房，儼然「九龍的半山區」。
兩條主要街道，分別命名為布力架街（Braga Circuit）及嘉道理道（Kadoorie Avenue）。
窩打老道南面的山區，到 1930 年代才開始發展。亦有發展商在鐵路線東旁的何文田街口建
樓宇發售。二次大戰後不久，大批難民湧入香港，原何文田墳場一帶蓋滿木屋，亦有在政府
或外國教會協助下建磚瓦平房，這批臨時屋宇後來分批由政府改建為新型多層屋心金邨，亦
多環繞相同原則命名，如愛民邨、俊文苑等。
  1950 年代，政府從油麻地的加士居道，開闢了衛理道與楠道，向北貫通至窩打老道，推
動了京士柏與何文田的開發。前者主要為外籍公務員宿舍、陸軍醫院和公共設施，後者則為
公共屋宇區域。
  回顧過去百多年，「何文田」之名，從一個小村向東移動約一公里，成為一個分區的名稱，
是另一個地名移動與「升格」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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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非凡滋味 staub 鑄鐵鍋料理 2》海濱圖書公司

家居美食

紅白椰菜無水煮鮮鮑魚
Waterless Cooked Abalones with 
Round Cabbage Leaves

材料： (4 人份量 ) 
鮮鮑魚 8 隻
紅椰菜 4 片
白椰菜 4 片
紅洋葱半個
白洋葱半個
娃娃菜 1 棵
絲瓜 ( 削硬皮，切片 ) 半個
本菇 ( 切尾 ) 半包

調味料︰
鹽、黑胡椒碎各適量

步驟：
1)  鮮鮑魚洗擦乾淨，用匙起肉，清除內臟，

撕去鮑魚嘴，沖淨，瀝乾，在頂部劃花。
2) 椰菜切去硬梗，切塊；洋葱切圈。
3)  娃娃菜切去底部，切塊。
4)  所有蔬菜鋪在鑄鐵鍋中，灑上調味料。
5)  鮮鮑魚放在蔬菜上，灑少許鹽，蓋上鍋蓋，

用小火 ( 低溫 ) 煮 12 至 15 分鐘即可。

Ingredients:(4 servings)
8 fresh abalones
4 red cabbage leaves
4 white cabbage leaves
½ red onion
½ onion
1 stalk baby cabbage 
½ loofah (shaved hard skin and sliced)
½ pack Shimeji mushrooms

Seasoning:
salt & crushed black pepper

Steps:
(1)  Rub and rinse fresh abalones. Scoop out 

the meat with a spoon. Remove the entrails. 
Rinse and drain. Slit cross pattern on the 
top.

(2)  Cut off hard stalk from cabbage leaves. Cut 
into small pieces. Cut onion into rings.

(3)  Remove the bottom of baby cabbage and 
cut into pieces.

(4)  Spread the vegetables into a braiser. 
Sprinkle over seasoning.

(5)   Put abalones on top of the vegetables. 
Sprinkle over a little salt and cover. Cook 
over low heat for 12 to 15 minutes. Serve.

Tips: 娃娃菜的水分含量高，是「無水煮」的靈魂所在。
   Baby cabbage has high water content and is the soul of waterless cooking.



家居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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烹製方法：1. 豬踭洗淨 , 原塊放大火沸水汆過。
     2. 西洋菜洗淨 , 瀝水，蜜棗用小刀挑開去核 , 備用。
     3. 乾鴨腎用清水浸 1 小時 , 備用。
     4.  用湯鍋煮沸約 12 杯水 , 放下薑、豬肉和乾鴨腎 , 大火加蓋沸

煮 15 分鐘 , 改文火煲 90 分鐘。
     5.  加入西洋菜和蜜棗 , 再煮半小時 , 加鹽調味 , 把豬肉撈出切開 , 

即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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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自陳家廚坊食譜書系列—回家吃飯

西洋菜陳腎豬踭湯 

  西洋菜的英文名字 Watercress，意思是水中生長的菜，而西洋菜這名字的來由 , 據說
這種菜是在二百多年前，由葡萄牙商船的水手從歐洲移植到澳門 , 而當時澳門人叫葡萄牙
做西洋，所以稱這種菜為西洋菜。 這些葡萄牙水手深信 , 西洋菜能清肺解毒 , 對於他們這
些長期在海上日晒雨淋 , 生活條件非常艱苦的人來說 , 有時就簡直是救命稻草。西洋菜傳
入中國之後 , 因為容易種植 , 又大受歡迎 , 於是很快就成為廣東廣西地區的本土蔬菜了。
  西洋菜在西餐中的食法很多，常見的是生吃做沙律，還有西洋菜忌亷湯，把西洋菜加
雞湯，用絞拌機打成茸，再加上鮮忌亷煮成。
  西洋菜當茬的季節在秋天和冬天， 西洋菜性寒，能解燥潤肺。這道西洋菜陳腎豬踭湯，
是傳統的粵式老火湯，加乾鴨腎 ( 陳腎 ), 意在下火，再用兩粒蜜棗平衡西洋菜之甘澀，配
以豬後腿肉 ( 豬踭肉 ), 帶皮又帶點肥 , 正好補西洋菜之〝寡〞。
  
材料：      
豬踭 ........................ 600 克   
西洋菜 .................... 800 克   
乾鴨腎 .................... 2 個    
蜜棗 ........................ 2 粒    
薑片 ........................ 4 片    
鹽  ............................ 1 茶匙

準備時間：15 分鐘
浸泡時間：1 小時
烹調時間：2.5 小時
份  量：四至六人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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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坊間咖啡店十分流行以 ”手沖咖啡” (Hand Drip Coffee) 作招來及賣點，一杯好
的 ”手沖咖啡” 可以表現原產地咖啡的優點及特性，因此手沖咖啡多選用優質阿拉比卡豆
或莊園咖啡豆製作，切合有品味及嚮往健康的咖啡愛好者。所以一杯高質素的“手沖咖啡”
售價也不便宜，一般由 $60 - $200 不等，那麼什樣才稱得上是一杯好的 “手沖咖啡” 呢 ?
  其實飲咖啡的標準及喜好各人不同，但真正喜愛喝咖啡的朋友，都是被那咖啡的：香、
滑、醇厚、甘甜、果酸、餘韻等……豐富層次及特質吸引，一杯優質及製作出色的 “手沖咖
啡” 基本上不會出現苦澀及粗輆感覺，而具經驗及有品味的咖啡愛好者，在觀察咖啡師製
作 “手沖咖啡” 的過程中，已評估到這杯“手沖咖啡”的風味如何。
  優質烘焙技術的咖啡豆一般 1-3 天已可飲用，越早飲用越好，因為咖啡豆的香味隨著
時間及溫度會漸漸流失，任何名貴的咖啡豆也敵不過時間的洗禮。而儲存期最終取決於咖啡
豆烘焙的深淺程度；在製作“手沖咖啡”過程中，若咖啡粉遇水膨脹及呈現淺啡色的油，這
是咖啡脂肪，代表這咖啡豆是新鮮、同時咖啡粉研磨粗度及水溫萃取是恰到好處。
  若然沖製“手沖咖啡”時，咖啡粉遇水後仍未能膨漲、咖啡粉與水是分離，並呈現水氹
狀態、咖啡脂肪極少；這可能 (1) 與咖啡豆的新鮮程度有關、(2) 咖啡粉研磨粗度及水溫萃
取【極不】配合，(3) 咖啡師注水的速度過急，((4) 亦有機會是咖啡豆烘焙的成熟度不足 ( 半
生熟豆 ) 所引致。因此在這種情況下，咖啡師的沖煮技術再好，也沒法把咖啡豆的青澀味除
去。
  因此要飲一杯好的“手沖咖啡”，是需要很多方面的配合，實得來不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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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何製作 " 手冲咖啡 " 時
會出現水氹現狀 ?

國際咖啡師監考官︱文︱桂︱芳︱博︱士

原價 $493
讀者優惠 $288

這是好的手沖咖啡這是不好的手沖咖啡

網上報名

手沖咖啡最能表現出咖啡師的獨特風範、憑原產地咖啡的特性及判
斷演釋方式，從咖啡豆烘焙深淺、粉的研磨度、水溫及注水速度，
都決定咖啡的風味，是一種看似簡單實非容易的沖煮方法。
上課地址  : 香港九龍觀塘偉業街 171 號，偉業工業大廈 3B
日期及時間 : 1. 逢第二周的星期二 19:15-21:45 或
        2. 逢第四週的星期六 15:00-17:30
查詢及報名 : Tel:852-31499028 or WhatsApp: 852-91499013
Website : www.wingyipcoffe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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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記精選賀年糕點
原價 樂怡團購 8 折優惠價 訂購數量

450g 700g 450g 700g 450g 700g

蘿蔔糕 $68 $118 $53 $93

芋頭糕 $68 $118 $53 $93

年糕 $68 $118 $53 $93

馬蹄糕 $68 $118 $53 $93

芝麻糕 $68 $118 $53 $93

椰汁馬豆糕 $68 $118 $53 $93

其他

迷你版年糕 原價 $18 樂怡優惠價 $13

三斤裝籠仔年糕 原價 $388 樂怡優惠價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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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 元以上免費送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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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三斤裝籠仔年糕

迷你版年糕

蘿蔔糕 700g 芋頭糕 700g年糕 700g

馬蹄糕 450g芝麻糕 450g

年糕 450g

芋頭糕 450g 蘿蔔糕 450g



潮語揮春
  剛剛收到電影公司送來的揮春，為
賀歲片《我的情敵女婿》作宣傳，一張
「男神係你」，用任達華做男神，當然
貼切；另一張是衛詩雅的「靚爆全場」，
在新一代青春女星中，她也是數一數二
的仙氣女神。其實，來到 2018 年，揮
春有很多變化，傳統的「花開富貴」「如
意吉祥」當然有市場，但有很多潮語揮
春，也是值得參考的。
  今年是狗年，不過「狗馬亨通」已
經過時，可能要改為「贏到夠」，取其
諧音。
  早兩年頗為流行的「型男索女」「不
勞而獲」有點過時，不太經得起時間的
考驗，新一代要改為「仙氣女神」「符
碌過關」，比較貼近潮流；而「日日升呢」
和 「步步升呢」也紅了一陣子，且看今
年是否依然受歡迎。
  反而，「財源廣進」變成了「入市
即賺」「股市勁彈」「速速上車」「荷包鬆動」，看得出，大家對錢銀的概念越來越實在，
不再抽象，絶對是好事。至於「準時收工」「唔洗 OT」就更加是上班族的心聲。  
  我的《潮讀 4000 年》在 2017 年獲得 「香港出版雙年」，為了報答各界支持，出版社
特別印製了「夢想成真」「稱心如意」兩款揮春，送給讀者，大家如果有興趣，請填妥以下
表格。

黃獎
廣告人、「萌動學生創作團」創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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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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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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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備招親 ---- 玩假成真
     故事出自於「三國演議」，劉備向東吳借了荊州後，沒有歸還之意。周瑜為了取回荊州
便設了美人計，企圖乘劉備過江之時，把劉備扣押起來作為人質以便奪回荆州。周瑜的陰
謀被足智多謀的諸葛亮認破，派了大將越雲陪劉備過江到鎮江北固山甘露寺招親，並授以
錦囊策動喬國老來促使孫權母吳國太到甘露寺多景樓相看劉備，吳國太一見劉備“方面大
耳，猿臂過膝”，一副天子相，甚合心意，大為喜悅，故允許將女兒孫尚香嫁給劉備。最
後周瑜的“妙計”落空，不但沒有能索取荊州，卻反而將孫權的妹妹賠給劉備做夫人，弄
得東吳“賠了夫人又折兵”。

酒樓例湯：整定。

天堂尿壺：全神貫注。 

細佬哥剃頭：就快就快。

床下底踢毽：大家都係咁高。

朱義盛：假野。

填寫下列表格可獲贈《潮語揮春 》一對
姓名            先生 / 小姐   電話         電郵

通訊地址                    

電郵：contact@privilegehk.com    傳真：3153 2182（名額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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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者請於 2 月 26 日前電郵或傳真，先到先得，獲揮春的讀者將有專函通知（請用正楷
填寫及資料齊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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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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手機可馬上用?先充電?
還是用完再充?

Master L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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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數字看穿未來
  我們習慣用某些數字代表某些事物，例如：
13 = 不祥，
123 = 容易，
1516 = 猶豫不決，
689 = 梁振英先生或特首，
911 = 恐怖襲擊，
  再進一步的話，我們應該能以數字來描述事情，甚至預測未來。
  2016 年 137 期六合彩攪珠結果於 11 月 26 日公佈之後，我翌日即發現這期的主題是
第五屆特首選舉（因為攪出號碼由 1 至 10，但沒有 5,6,8,9 共四個號碼，隱藏 5 即第五屆和
689 即特首的信息），跟著在事前作出一連串預測：【註】
一、 梁振英不會連任；（我 11 月 27 日發表文章，梁 12 月 9 日公佈棄選）
二、 林鄭月娥會當選特首；（林鄭 11 月 28 日仍說自己會退休）
三、林鄭會取得 770 票（差 7 票）；
2017 年 6 月我再預測：
四、林鄭將會連任；
五、國家安全法第 23 條將會在林鄭任內立法。
  以上預測全部根據 2016 年 137 期的六合彩顯示的數字，前三項已經證實了——為什麼
數字有預測的功能？
  因為世間萬事表達方式有多種方式，其中之一就是數字，但數字要有預測的功能，必須
用中國的思考方法去解讀，換言之必須以中國文化為基礎，因為中國文化是宏觀的，能夠包
羅萬象，以有限數量的符號，去描述天地人事物，無論是小至人生或大至社會——就是說，
中國文化能以有限演繹無限。
  另一方面，微觀的西方文化纖毫畢現，兩相比較，中國文化的優點是靈活多變，缺點是
模糊不清，西方文化的優點是清晰具體，缺點是僵化死板。
  再舉一數字實例：18，初看平平無奇，細思可代表以下：各種技能（18 般武藝）、羅漢（18
羅漢）、地獄（18 層）、電台節目（18 樓 C 座）、一定發財等，至於 18 究竟代表什麼意義，
可以憑數字所在的客觀環境（天地人）作出正確判斷，抽絲剝繭，還原真相。
  以上所述是否 123 ？
  以上所述是否很容易？
【註】關於第五屆特首選舉的一系列文章，請往 Facebook 我的個人專頁和 fan page「Master 
Lai 紫微斗數」查閱。
           Facebook: www.facebook.com/master.lai.1
           WeChat: Master_Lai
           Email: masterlai@ziweiziwei.com

  不管是手機或平板，充電要怎麼充一直是大家相當關切的問題之一。不少人腦中還存
在著過去舊有鎳氫或鎳鎘電池的使用印象，例如認為手機電池需要完全放電後才能充電，
或是一拿到手機就必須先充電八小時的錯誤觀念。事實上，智慧型手機都已經改用鋰電池、
鋰聚合物電池，但多數人還是存在舊有觀念，因而造成電池壽命減少。再加上網路傳播的
力量，各種手機充電方法眾說紛紜，也讓想要獲知相關資訊的消費者陷入疑惑。
  當我們一拿到新手機除了檢查外觀功能之餘，再來就會碰到一個問題，我的手機能馬
上用嗎？還是要把新手機完全用到沒電再充呢？其實新買的手機基本上都有一定的電量，
鋰電池是沒有所謂的記憶效應，所以拿到新手機是可以直接使用的。
  日常使用手機該怎麼充好充滿，又不會讓電池有異狀呢？首先建議不要讓手機低於 
40% 以下充電，整個沒電或是過於滿電對於電池來說都不好，長期下來甚至會折損電池壽
命，應該盡量避免。如果處在隨時能充電的環境，一直不使用電池也是會讓電池健康度下
降的，最好讓電池保持在 40% 至 80% 之間，透過有限度充放來讓裡頭的電子活動，以維
持電池健康，如果沒有充電環境也建議帶顆行動電源以備不時之需。
  市售品牌大廠推出的手機自然有一定的品質保固，也比我們想像中的還要聰明，只要
手機充飽電之後，內建的電路 IC 板會自動切換保護電路，讓手機改成只吃插座電源，多
餘的電流則不會充進手機電池內，因此也不會有造成電池損壞的問題。此外，現在的手機
也不需要像以前那樣關機充電，不過一個禮拜可以重開機一次讓電池休息一下，也能維持
電池壽命唷！
  鋰電池本身有一定的充電循環壽命，每一隻手機電池的循環次數都不相同，若以 
iPhone 來說大約是 500 次，如果將手機電池全部耗盡再充電，就消耗了 1 次循環週期，
如果剩餘 90% 充電則是消耗 1/10 次。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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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vilegehk.com。我會儘快回覆。

  1.  將 18 個利是封裁成方形，4 隻角向中對接（以 A、B、C、D 四隻角以
作定點，方便制作時對圖案 )

  2. 取 2 個接好的利是封，從正面 AB 角對反面 CD 角，垂直釘好
  3. 再取一個利是封重複（2）之步驟
  4. 繼續（3）之步驟，釘好 6 個利是封，造成一個風車形
  5. 取一個利是封（正面）CD 角對 AB 角
  6. 對好後打橫釘好
  7. 重複（5）直至完成為六角形 
  8. 隨便取一角打橫釘上吊飾
  9. 之後取對角打橫釘上紅絲帶
10. 由頂開始，取 1 個利是封，將四角釘好
11. 面蓋底，釘好
12. 將餘下的 5 個利是封，重複（10 及 11）直至完成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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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 利是封 18 個
• 新年吊飾 1 個
• 3mm 紅色絲帶 1 條

• 膠紙
• 剪刀
• 間呎
• 釘書機及釘

  某天，因東鐵電訊故
障所以改乘巴士上班，下
車途經過黃大仙行人天
橋，看見有位婆婆售賣一
些賀年飾品，婆婆賣的吊
飾大部分都是用利是封
制作，所以我靈機一動，
決定今期教大家做『發財
幸運輪』，做好後記得掛
在狗年財位東南位催旺
財星，希望大家喜歡。
  最後，我向大家拜個
早年，祝大家狗年發大
財、 身 體 健 康、 事 事 順
利，財運亨通、小朋友讀
書聰明伶俐、大朋友工作
順利！

發財幸運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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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腺癌避免的食物

編者 :   游卓燊醫師從事中西醫結合五十三年。現為中國
醫學研究中心主任 ‧ 中醫腫瘤專家、中國 1999 年
5 月 1 日首批授予頒發《中華人民共和國醫師》、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中醫藥管理委員會中醫師

本刊獲游卓燊醫師授權分期刊出其著作《癌症飲食解碼》

中國傳統養生有四道﹕
茶道｜香道｜花道｜書道
療疾祛穢，寧神養生。生命的真愛！

肉類及乳品
• 煙肉 • 牛奶 * 
• 叉燒 • 法式餡餅 ( 餡由肝及肉類造成 ) 
• 牛肉 • 豬肉 * 
• 牛油 • 香腸 
• 芝士 • 牛仔肉 
• 奶油 • 大閘蟹 
• 肝 

據國外科學研究和探討，乳癌的發生在飲食問題上，介乎 30-40 %。個別達 80% 受影
響，令人矚目。溫馨提示 : 盡量避免有關連的致癌食物鏈，有助減輕乳癌的發生和復發。
下列資料僅供參考。

魚類
• 鯡魚乾
• 鯖魚乾
• 大條鯖魚
• 醃漬緋魚
• 貝類
• 煙熏鯖魚

果仁及種子
• 苦杏仁 *
• 木瓜籽
• 花生醬
• 花生
• 芝麻籽 *

* 只適合某些婦女

蔬菜類
• 牛油果
• 發酵蔬菜
• 炸薯
• 青木瓜

豆類
• 紅豆 *
• 奶油豆
• 利馬豆
• 大豆蛋白

飲料
• 酒精 • 葡萄酒    
• 咖啡 * • 瑪黛茶 / 巴拉圭茶
• 鼠尾草茶 • EssiacTMTea
• 啤酒

食油類
• 花生油 • 部分氫化油 
• 牛油果油 • 紅花油
• 粟米油 • 麻油 * 
• 酥油 • 大豆油 
• 豬油 • 向日葵油 
• 芥末油 

左料及調味料
• 肉汁 • 醃木瓜 
• Guacamole 一種墨西哥小食的醬 • 醃蝦醬
• 泡菜 • 豆醬
• 香蒜醬 

香料及調味品
• 薰衣草
• 草甸藏紅花
• 鼠尾草
• 鹽 ( 正常人 6 克 / 日
          癌者低於 5 克以下 )
• 野姜

甜品
• 紅豆醬 *
• 糖 ( 正常人 50 克 / 日，
    癌者 20 克 / 日 )
• 蜂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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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可以享受遠足的樂趣。

5958

秀峰旅行隊
2月11日【雲枕大浪】晨08:30筲箕灣巴士總站集合，乘新巴9號歌連臣角啟步登風門山，雲枕山過龍
脊，荒溪下走至石澳海灘，食肆自由大休；休後續過大浪灣，港島徑上遊馬塘坳，馬塘山下坪頂，小西
灣散隊。步程五小時。
2月25日【萬丈九曲】晨09:30大澳巴士總站集合，番鬼塘水澇漕接鼻涕瀑深入萬丈九曲，潭畔午休；休
後溯流而上，鳳徑離澗順探慈興寺石龍，大澳散隊，步五程小時，須攀澗。
領  隊﹕錢新強    報名查詢﹕張貴來  9662 7241
Email﹕saufunghiking@yahoo.com.hk
E-album﹕https://www.flickr.com/photos/saufughik-ing/albums  Facebook﹕saufunghiking

香港翠綠遠足隊
2月12日（一）【髻山】早上八時四十五分，西鐵天水圍站E3出口外，聚星路集合起步。走屏山文物
徑，經蝦尾新村上髻山（121米），落盛屋村，出尖鼻咀，沿深灣路，出流浮山散隊。全程約八公里，
步程約4小時。漫遊路線﹕於盛屋村乘小巴出元朗。自由參加流浮山小桃園酒家「團年海鮮宴」。請預
訂席位，每位$200。
2月19日（一）農曆年初四、休隊一天。狗年大吉！身壯力健！長行長有！
2月26日（一）【東平洲】早上八時四十五分，馬料水碼頭集合，乘搭專船前往東平洲，沿郊遊徑環走
全島，欣賞更樓石，難過水、龍落水、斬頸洲。準下午三時登船回程，約於下午四時半返回馬料水碼
頭。全程約六公里，步程約4小時。自備乾糧午餐，船費每位$70（手抱嬰兒亦作一人計算）。須預先購
票，名額只限150人。漫遊路線﹕自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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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hkeht46.com

越野優悠行
2月17日（六）是日正月大年初二，休息一次。
★當日7:30am時，紅雨、黑雨、三號風球或以上，行程將取消。以上節目若天氣久佳，改線與否由領隊
決定。
★查詢﹕陳熾建 9205 3648  May Chan 6143 5669  逢星期一至五（晚六至七）
或電郵﹕canchanms@hotmail.com.hk
或登入﹕www.facebook.com/yycrosscountryhk/

勞青旅行隊
2月11日及2月18日（年初三）【遠足活動暫停】
勞青旅行隊謹祝各位行友身體健康！生活愉快！萬事勝意！
2月25日【勞青春茗賀新年】上午9時正，西貢碼頭廣場集合，乘船往橋咀島起步，經白沙州、往廈門灣
乘船回西貢散隊。全程約需3小時，難度二星半。是日下午2:00在西貢好景海鮮飯店春茗午餐，地址﹕
西貢萬年街120號二樓。票價每位250元正，請聯絡領隊及服務行友留票，留票電話 6281 6889 小雲 或
whatsapp 6014 7007 雲妮。

山林旅行隊
2月4日【八仙群嶺添富善】晨大埔墟鐵路站外的士站集合，9時搭巴士往大美督起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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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程﹕5小
時  難度﹕★★★半
2月11日【華山跨萬里長城】晨上水鐵路站側上水廣場行人天橋集合，9時起步、天平山邨、華山、萬里
長城、下山雞乙、雲泉仙館大休，午後長山古寺出馬尾下村口巴士站散隊。步程﹕5小時  難度﹕★★★
2月18日（年初三）【寺廟連走迎新歳】晨東涌鐵路站B出口集合，9時起步，石門甲、羅漢寺、寶林
寺、昂東古道上寶蓮寺、延慶寺落鹿湖古道往觀音寺、靈隱寺，龍巖寺出大澳散隊。步程﹕5小時半  難
度﹕★★★
2月25日【吊手牛押馬鞍山】晨馬鐵恆安站B出口馬鞍山遊樂場集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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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程﹕6小時  難度﹕★★★★
查詢﹕逢星期二至六  晚七至八  秦泉 9350 7565
山林網址﹕http://www.facebook.com/shanlamhiking或http://shanlahiking.simplesitecom 

群山任緃橫
2月11日【女婆雞公牛耳石】晨9:00大水坑港鐵站B出口集合，起步經女婆山、女婆坳、梅子林至麥徑，
逆走麥徑4、3段至北潭凹散隊。山行快步7小時，量力參與。
2月18日【小組活動】
2月25日【薄刀蓮花登大東】晨9:00東涌港鐵站A出口集合，起步經黃龍坑、薄刀屻、蓮花山、雙東
坳、大東山、伯公坳、地塘仔郊遊徑、石門甲出東涌散隊。山行快步6小時，量力參與。
http://www.hiking.com.hk/dis-cus/messages/23368/30308.html?1489364330 或Facebook專頁 –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群山任緃橫/620166594710640，為準。

行者之友旅行隊
每月行程請瀏覽行者之友網頁http://www.hiker.hk

自助旅遊
2月16 – 25 / 26【新春泰南山水】D1）香港乘機飛往曼谷。D2）早上遊覽皇宮區/唐人街區和運河畔。
黃昏前乘長途車往泰南。D3）清早抵泰南Surathani，乘船過渡泰國灣至蘇梅島。後往芭東灘逍遙。
D4）早上乘船出遊安東國家海洋公園或蘇梅閒逸。D5）全天在蘇梅逍遙。D6）早上離開蘇梅島。午抵
達喀比小城閒逛/嚐美食。D7）喀比逍遙/或全天參加一天四島遊活動。D8）早上乘東南下泰南重鎮合
艾市。午時抵達，在合艾享嚐美食。D9）清早乘車南下，跨馬來西亞吉打州至檳城古城，尋訪一些式
微的唐人風情和工藝。晚嚐當地風味美食。D10）全天遊覽古城區，或乘纜車登扯旗山，山行活動四小
時。D11）當天搭機經吉隆坡回港散。
註﹕新春機票緊，越遲報名機票越貴。如可以提早四天—11/02出發，可安排到暹羅灣明珠的象島KOH 
CHANG嘆陽光海灘。活動須手電筒 / 糧水 / 晴雨具 / 哨子 / 準時集合。為了提高安全性，凡登山活動、
必須帶糧水、晴雨具，手挽膠袋不宜，領隊有權拒絶其參加，請各方行友合作，影響團隊氣氛。提高裝
備質素，有助減少意外的發生。
查詢或報名，請必留下來電顥示，以便盡早回覆聯絡。手電﹕9049 6694簡培發
國內手提﹕14716480989  電郵﹕kan070757@gamil.com  網址﹕www.kanbackpackers.com

山友自由行
2月14日（三）年二十九及2月21日（三）年初六【活動暫停】
2月28日（三）早上8時45分荃灣鐵路站南豐出口集合起步，芙蓉山、引水道、響石、妙高台、禾秧
山、高植林徑、老圍、綠楊新邨，荃灣散隊。行程約四小時。

歡樂遠足隊
2月13日【紫羅蘭徑賞吊鍾】晨8:45中環交易廣場巴士總站集合，9時乘坐6號巴士往黃泥涌水塘公園站
起步，紫羅蘭徑，大潭篤水塘燒烤場大休，大潭道散隊。
2月20日【新春城門水塘行大運】晨梨木樹巴士總站公園仔（榮樹樓）集合，9時起步上燒烤場、緩跑
徑、虎蹤徑，梨木樹散隊。（不設大休）
2月27日【東梅古道】晨港鐵東涌站B出口東薈城廣場集合，9時起步，白芒、牛牯塱、望渡坳，梅窩散
隊。適當地點大休。
（逢星期二）行程每期4 – 5小時
行程查詢﹕許啟科  5226 6408  湯慰民  9224 3185  張國志  9032 1048
網址﹕http://happyhiking201003.webs.com

華星旅行隊
請電郵郭先生（型男）﹕kwok001127@yahoo.com.hk
或致電﹕9097 9389 查詢活動詳情。

康信旅行隊
2月18日（三）【漫步觀塘海濱長廊】晨港鐵油塘站A2出口集合，10時起步，經茶菓嶺舊村，麗港城到
觀塘海濱長廊，牛頭角，路程約3小時，平路易行。★陶大花園散隊。（散隊後食團年飯AA制）自由參
加。
2月21日（三）【漫步錦田名勝】晨西鐵錦上路站C出口集合，10時起步，經吉慶圍、水頭水尾村、樹
屋、二帝書院、便母橋，錦田市集等名勝。路程3小時。★（散隊後食開年飯AA制）
註﹕出發前2小時（早上8時前）如遇3號風球或黃雨警告當日行程取消，以上節目如天氣欠佳改線與否
當日領隊決定。
查詢﹕劉康孫  9482 3895  李梓華  97282364
（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7-8時，逾時請勿來電。無來電顯示或留言電話不清楚，謝絶回覆。
如要查詣康信旅行隊行程表、資訊及下載相片請參閱下列網址﹕www.hiking.com.hk香港行山網/活動/
分享/康信旅行隊/查詢（9482 3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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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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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非亦不該被視為提供參與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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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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行旅行隊
2月11日【黃石漫遊】9時30分黃石碼頭集合起步。
2月18日【農曆新年休息】
2月25日【西貢漫遊】9時正西貢巴士總站集合出發。
冬季旅程要上落高山，穿林越棘，全程6小時，不設殿後，天氣不佳時，會改路或取消節目。康樂活動
不收任何費用，途中如遇意外，參加行友責任自負。
查詢﹕9631 5669 朱泰明  2540 3302 梁燦林

週日旅行隊
2月16日（年初一）【漫遊錦田名勝古蹟】晨九時西鐵錦上路站A出口集合，九時半起步，遊覽二王
廟、樹屋、便母橋、水頭、水尾村。步程約三小時。
2月18日【漫遊沙田名勝古蹟】晨八時半，大圍東鐵站A出口集合，九時起步，經車公廟、道風山，萬
佛寺大休，午後落沙田巴士站散隊，步程約四小時。
2月25日【彌勒山郊遊徑】晨八時半，東涌港鐵站東薈城廣場集合，九時乘23號巴士往寶蓮寺、蓮池寺
起步，漫遊彌勒山郊遊徑，觀賞吊車步道及東涌市景色，經奇趣徑落羅漢寺，品嚐與別不同齊宴，每位
138元，午後出東涌散隊。步程約四小時。請早購票，額滿即止。
本隊旅行消息，刊登在每期〔旅聯之聲〕旅行版。（下午六時至九時，逾時請勿來電。）

友峰會
2月25日【元荃古道】自備交通費、糧水、手套、晴雨用具，遠足5小時。難度﹕★★+
☆☆詳情請參閱本會網頁或活動通訊☆☆
查詢﹕6548 3377 （下午6 – 10）
電郵﹕yaufung@naturev.net      網址﹕http://yaufung.naturev.net

週二旅行隊
2月13日【石皮女婆】上午8:30馬鞍山亞公角巴士站（往沙田方向）
2月20日【東北行大運】上午8:30東鐵粉嶺站A出口
2月27日【南龍石澗】上午8:30東涌巴士總站3M號
以上節目步程約6小時，難度★★★
行友必需自備充足糧水，領隊及隊友因山路遙遠，只備個人自用，資源有限，難以支援。
備註﹕以上節目之交通費、糧水及裝備自理。
遇紅雨、黑雨警告或三號及以上之風球時節目即取消。
參加者須詳閱責任聲明
晚間聯絡﹕黃先生 9321 0596
網址﹕http://sites.google.com/site/tue1974tue1974

南山遠足行山隊
2月12日【石芽背、麥徑4段、打瀉油坳】上午9:00黃泥頭巴士總站集合，西貢散隊。
2月19日【新春行大運，祥華鄒、塘坑村、九龍坑村、元嶺村、泰亨村、圍頭村、林村】上午9:00港鐵
粉嶺火車站公園仔集合。
2月26日【龍脊雲枕山（265米）、歌連臣山（348米）、馬塘坳】上午9:00港鐵筲箕灣站A3出口集
合，乘9號巴士往土地灣起步。
查詢電話﹕光仔9420 0286（晚上8點至9點半，逾時請勿來電。）

中業旅行隊
2月11日（日）【漁翁田下賞刻石】上午8:30坑口鐵路站B出口集合。步上孟公屋村，過釣漁翁，再上田
下山，出大廟賞刻石，返清水灣散隊。步行約5小時，三星。
2月14日（三）【青衣回歸紀念徑~逍遙遊】上午8:30長亨邨巴士總站（42A、42C）集合。步上青衣回
歸紀念徑，眺望青馬大橋，出長康邨散隊。
2月25日（日）【飛林村大樟樹】上午8:30粉嶺鐵路站上層集合。步上蝴蝶山，沿牛牯嶺行山徑下林
村，觀賞大樟樹，林村散隊。步行約4小時，二星半。
2月28日（三）【上水群村漫步遊~逍望遊】上午8:30上水鐵路站上層集合。漫遊燕崗、金錢、龍潭古
廟，彭屋等村莊。出粉錦公路散隊。
查詢電話﹕2458 2860  9511 1935 黎民鏗

勝景之友VIP遠足隊
2月11日（日）【香港十大自然勝景之首】上午8:45西貢巴士總站紙船公園，乘車往西灣亭、大浪西
灣、鹹田灣、大灣、東灣、北潭凹、西貢，適當地點大休。步程約4-5小時★★
2月18日（日）【祝各行友﹕新年進步！財源廣進！天天開心！永遠健康！】
2月25日（日）【紫羅蘭孖崗山連走】上午8:45北角碼頭乘41A巴士往黃泥涌水塘，陽明山莊，紫羅蘭
山海拔436米，孖崗橋大休，大休後A線上孖崗山海拔386米。B線行引水道，赤柱。步程約3小時半★★
Facebook﹕http://www.facebook.com/viphiking
查詢﹕勝哥9727 9788  隆哥9558 3742
勝景金句﹕開心健康！腰直腿壯！

千禧遠足隊
2月15日（四）農曆年三十，沙田博康邨曾大屋公園仔集合，上午9時起步，緩登馬鞍山郊野公園，沙田
坳道小休，觀音山村，廣源邨散隊。3小時半步程。★★
2月22日（四）沙田廣源邨巴士總站集合，上午9時10分起步，緩登水牛、黃牛山、五聯達大休，下降
恆安邨散隊。B綫經萬里長城，恆安邨散隊。B綫較易行。★★★
注意以下事項﹕行山有一定危險，請購個人保險，如發生意外，與本隊無關。不設保姆式服務。★代表
行程難度
香港行山資訊站﹕http://www.hiking.com.hk

友晟之友
2018年1至2月份活動通訊，聯絡電﹕2539 6420
網頁﹕http://www.yaushingtravel.com
2月25日【狗年神犬驅魔賀新歲】香港旅聯‧友晟之友合辦，週日上午9:30中環鐵路站A出口路面認旗集
合。乘車至舂坎角道啟步，玩賞舂坎角山魔爪石、神犬石等奇岩異景。
☆以上如有改動，以網址最新刊登為準。

晨暉旅行隊
2月11日【縱走圭角畫眉嶺】逢吉鄉啟步，縱走圭角山。龍潭古廟大休，午後再上畫眉嶺而出粉嶺返。
是期大上大落，步程5小時。
2月18日【年初三﹕茘枝窩迎新歲】星期日為農曆年初三，特備節目郊遊團拜，漫步鹿頸公路以東，熱
鬧氣氛之荔枝窩古村。
2月25日【初十大廟還心願】大坳門啟步，沿石砌古徑串遊清水兩灣，近賞布袋灣景色；探訪雄踞佛堂
門之大廟，午後輕登田下山，續走釣魚翁山坳，孟公屋接返。步程5小時。
訂券電話﹕2648 0413（鄺兆祥）
出發時間﹕準上午八時十五分
集合地點﹕九龍旺角-運動場道-中國銀行（香港）附近（地鐵太子站A出口）
本隊網址﹕http://sunrisehiking.blogspot.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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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This unique pop up design can be setup and stowed in a matter of seconds.

•  Now you can have your own private cabana wherever you enjoy outdoor fun.

•  Perfect for the beach, garden, parks or picnics.

•  The uniquely coated material offers an ultra violet protection factor of   
 50+ which means it blocks out over 96% of harmful UV rays.

• Filling the pockets on the side with sand or using the easy to plant   
 stakes for grass or other surfaces secures your cabana just 
 about anywhere.

•  Light weight and easy setup makes it great for families on the go.

U V  P R O T E C T I O N

2016-2017 UV Sun Cabanas

UV Sun 
Cabana Junior

UV Sun 
Cabana Family

•	 Both	opening	and	folding	takes
	 less	than	10	seconds

•	 The	UV	Beach	Cabana	offers	
	 UPF	50+	protection

•	 Integral	ground	sheet	base
 
•	 Side	vents	featuring	roll	up	curtains

•	 Zippered	back	pack	carry	bag	included

•	 L 130cm x H 90cm x  D 100cm
 

•	 Both	opening	and	folding	takes
	 less	than	10	seconds

•	 The	UV	Beach	Cabana	offers	
	 UPF	50+	protection

•	 Integral	ground	sheet	base
 
•	 Side	vents	featuring	roll	up	curtains

•	 Zippered	back	pack	carry	bag	included

•	 L 200cm x H 110cm x D 11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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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F 50+
PROTECTION

「PRIMAX 自動速開擋陽光沙灘帳篷」特惠訂購
品牌 讀者優惠價 數量

防紫外線太陽小屋 – 輕巧型 ( 可容納 1-2 人 ) $399

防紫外線太陽小屋 – 家庭型 ( 可容納 3-4 人 ) $499

策  劃：

•  This unique pop up design can be setup and stowed in a matter of seconds.

•  Now you can have your own private cabana wherever you enjoy outdoor fun.

•  Perfect for the beach, garden, parks or picnics.

•  The uniquely coated material offers an ultra violet protection factor of   
 50+ which means it blocks out over 96% of harmful UV rays.

• Filling the pockets on the side with sand or using the easy to plant   
 stakes for grass or other surfaces secures your cabana just 
 about anywhere.

•  Light weight and easy setup makes it great for families on the go.

U V  P R O T E C T I O N

2016-2017 UV Sun Cabanas

UV Sun 
Cabana Junior

UV Sun 
Cabana Family

•	 Both	opening	and	folding	takes
	 less	than	10	seconds

•	 The	UV	Beach	Cabana	offers	
	 UPF	50+	protection

•	 Integral	ground	sheet	base
 
•	 Side	vents	featuring	roll	up	curtains

•	 Zippered	back	pack	carry	bag	included

•	 L 130cm x H 90cm x  D 100cm
 

•	 Both	opening	and	folding	takes
	 less	than	10	seconds

•	 The	UV	Beach	Cabana	offers	
	 UPF	50+	protection

•	 Integral	ground	sheet	base
 
•	 Side	vents	featuring	roll	up	curtains

•	 Zippered	back	pack	carry	bag	included

•	 L 200cm x H 110cm x D 115cm

Fu
ll 

co
lo

ur
 w

ra
p

-b
an

d 
pa

ck
aging

...

in
te

g
ra

te
d 

gr
ou

nd
 sheet

ca
rry

 b
ag

 b
ack p

ack

sid
e 

w
in

d
ow

s w
ith

 curtains

UPF 50+
PROTECTION

新款自動速開擋陽光沙灘帳篷
沙 灘  野 餐  戶 外  垂 釣  必 備

• 只需 10 秒便可打開和折疊
• 防紫外線 UPF 50+ 保護
• 無需安裝
• 一體式設計
• 側面通風口採用捲簾幕
• 附帶拉鍊背包行李包

輕巧型
 L  130cm 
 H 90cm 
 D 100cm

家庭型
 L  200cm 
 H 110cm 
 D 11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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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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3 2320、3188 1077  
產品諮詢：6441 1088 ( 陳老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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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在高山上，望著茫茫大海，遠眺天空，漂浮著朵朵白雲，海天一色。那種舒暢的感受，
愉悅的心情，很想向人傾訴：快來一起感受行山之樂吧。
  沙士一場疫症，它勝似我們寫千百篇文章，人們的自發性投入行山行列，瞬間大幅度增
加。於是一些未曾投入扎實的基本功的，未曾真個領略到行山的苦與樂，特別是行山其實也
有一定風險存在，故旅行消息，除了盡力推介景點與路線之優美外，最後總會附有行山有風
險的警告字眼。然而，尤其是近幾個月，接連發生有死亡的山難事故，實在使我們這些行山
愛好者，特別是樂於熱衷推廣行山的朋友，都感頹然！
  其實，行山平不平安呢？如果走一些由政府開拓出來的路徑，大都有經修整而較少有意
外發生的可能，那些未經規劃的路線，都處於原始自然狀態，裡面有些甚至隱藏缺陷，自然
不得而知，就須由自己的經驗判斷與警覺性去處理，比如有石頭鬆脫，尾隨著就很有中招機
會，如牛鳥石澗第一次意外，有人傷，仍不算嚴重，第二次就較嚴重了。彌 散石澗，攀崖而
上，第一次在崖頂人伸手拉接下面的人，卻被下面的人將拉人者扯落崖一喪生。第二回則是
攀者自己失事。馬肚 V 字崖，六十餘歲者捨遠圖近，就在 V 口橫渡滑落崖底，撞傷失救。一
線生機幾十年未曾發生過意外，近月一位看來必有一定經驗的朋友，一馬當先落一線生機時，
掉到了崖底，亦是頭部受撞致重傷；飛鵝山一女行者在自殺崖失足墮崖，亦返魂乏術。吊手
岩卻是連英勇的救人者消防員也失足，這些山難之接連發生，似乎山體在向世人發出訊息，
行山有風險，你們最好不要來。但在港行山的風險，與那些要付上千百倍精神與力氣，及付
出大筆登山使費才能上的珠穆朗瑪峰怎能相比呢？看那些登峰健兒一步一艱辛的與高山症候
戰鬥，拼著丟落崖即無生存機會的朋友，仍一個一個，年復一年去奮戰登峰，相距何止霄壤。
  香港的山，雖然很多未曾規劃，修整山徑，這正是讓體壯力健、四肢靈活健全的朋友大
展身心的天地，香港的山不惡，山形友善，告訴你，站在香港的山頂，可以望盡到天海一線
相連的景象，有些人上了珠穆朗瑪峰，也未必看到吧，起碼就很少有人提到過。而另外的一
點，儘管你不上高山（甚麼山？是鳳凰山），只要你肯走到大朗西灣，最好是在大灣浪渡宿
一宵，晨早起來看日出，就會非常明確地看到天連海、海連天的壯觀畫面，因太陽係從海上
慢慢升上來的。因此，我們十分鍾愛香港的山水。
  山難，我們不願意看到，怎樣去避免發生？尤其不要發生在自己身上，專家教落，一切
小心，量力而為，不強求，自然萬事大吉。
  山，一定要行，而且一直會行到體衰力竭，不能再行為止，因為，我愛香港的山水 -- 誰
不愛香港的山水呢 ?

黃梓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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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羊座

愛情上小心自己要求太高，
沒有對象就要沉著氣別急去
找，工作過去的人與事再出
現 ，要用新方法去處理。
幸運石：白水晶

金牛座

愛情就別要太過胡思亂想，
沒有對象的就別太情緒化而
嚇走人，工作不要太計較，
因為這樣會出現問題。
幸運石：錄幽靈

雙子座

愛情上盡力去欣賞對方優
點，沒有對象就要注意自己
表達方式，工作上要全程投
入，就可以解決突然的缺乏
信心。
幸運石：青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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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太忙私事而冷落伴侶，沒
對象就別困於舊情的失落，
工作金錢運勢強，多運用自
己靈感創出新事業。
幸運石：黃水晶

獅子座

愛情要加強大家的溝通默
契，沒有對象就要注意自己
的輕浮，工作有小人，要弄
清對方的底蘊才好有反擊。
幸運石：虎眼

巨蟹座

和伴侶共同幻想將來的幸
福， 沒 有 對 象 的 本 月 桃 花
旺，工作要拿出勇氣面對難
題，過程中你會學識靈活。
幸運石：粉晶

山羊座

別令自己一腳踏兩船，沒有
對象的會遇到任性的人，工
作上別強調自己是對，太主
觀會令自己出現盲點。
幸運石：黑耀石

水瓶座

有一個與伴侶甜蜜的月份，
沒對象的要注意自己的歪理
令人難接受，工作上很多天
馬行空的想法，快記起找朋
友磋商，也許是賺錢新機會。
幸運石：珊瑚

雙魚座

愛情要避免長時間的爭拗出
現，沒對象的要改變自己生
活方式，工作上小心自視過
高令你陷入困局。
幸運石：海藍寶

天秤座

別浪費精力與伴侶冷戰，沒
對象的新緣份會於宴會中認
識， 試 計 劃 去 海 外 發 展 事
業，這是重要的挑戰。
幸運石：螢石

天蠍座

別聽信謠言而猜忌伴侶，沒
有對象的小心過份拘謹令人
卻步，工作最惡劣的情況終
於 完 了， 計 劃 一 下 放 假 玩
玩。
幸運石：橄欖石

人馬座

請收斂自己對伴侶的火爆說
話，沒有對象請主動出擊別
計算太多，工作的努力快有
回報，多收集別人意見為之
後準備。
幸運石：青金

Fanny 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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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樂怡生活』接到不少讀者來函或電郵，提出關於可否郵遞『樂怡生活』至住址或公司，以方

便閱覽。經編輯部商議，『樂怡生活』樂意給予讀者郵遞贈閱，由於郵遞必須郵費和少許之行政費

用，故僅收郵遞費 ( 平郵 ) 及專用封套等費用，由讀者支付。

  有意通過郵遞獲得『樂怡生活』的讀者，請填妥如下表格擲回或電郵或傳真至『樂怡生活』編

輯部。『樂怡生活』編輯部收妥郵遞費用後，將正式收據及訂購期數的『樂怡生活』一同郵寄讀者。

電話號碼：3153 2322       傳真號碼：3153 2182

電  郵：contact@privilegehk.com

地  址：九龍新蒲崗大有街 34 號新科技廣場 19 樓 1902 室 

郵遞費用可選擇 :

□ A 採用等值郵票付款  請將等值郵票和訂閱表格一拼寄回九龍新蒲崗大有街 34 號
 新科技廣場 19 樓 1902 室 

□ B 支票付款  請將支票和訂閱表格一拼寄回九龍新蒲崗大有街 34 號
 新科技廣場 19 樓 1902 室 
 支票抬頭：樂怡服務有限公司

□ C 銀行入數 中國銀行 戶口名稱：樂怡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賬號 ：012 898 00191374
  請將入數紙和訂閱表格一拼寄回九龍新蒲崗大有街 34 號
 新科技廣場 19 樓 1902 室

『樂怡生活』訂閱
姓  名

郵遞地址

電  話

電  郵

數  量    1 期（  ）   6 期（   ）   12 期（  ）

注：$ 7.50/1 期     $ 39.00/6 期     $78.00/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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