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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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黱閣(青龍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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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上水)
嗇色園主辦可銘學校(天水圍)
打鼓嶺嶺英公立學校(打鼓嶺)
香島專科學校 (旺角)
香島中學 (九龍塘)
香島中學校友會 (旺角)
將軍澳香島中學 (將軍澳)
天水圍香島中學 (天水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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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文化教育協進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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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翔韵藝術團(上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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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5天然健康(香港)有限公司(觀塘)
三合鍋魁(油麻地)
媽子廚房(油麻地)

打邊爐海鮮火鍋燒烤店 (土瓜灣)
優質食品有限公司(新蒲崗)
Ben Sir 豆腐花店（新蒲崗）
蛇王協 (深水涉)
Coffee Lover (觀塘)
均益士多(林錦公路)
華輝無綫電行有限公司(荔枝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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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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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主恩堂敬老之家（旺角）
基督教主恩服務社有限公司（北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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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坊眾社會服務中心 (上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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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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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愛同行會 (旺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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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局田家炳幼稚園」，是本港首間以他命名的學校，現時全港有十一間以他命名的中學、小學、
幼稚園及幼兒園，內地和香港以他命名的學校共有 300 間。
  本港多間大學都得到田家炳博士的捐助，內地得到他捐助的學校遍佈全國三十四個省、市，
至今據統計，基金會捐助的大學有 93 所、中學近 170 所、小學 41 所、專業學校及幼兒園 20
所、鄉村學校圖書館最少 1800 間。累積捐出逾 10 多億港元用於中國的教育，醫療，交通等公
益事業，其中教育佔的比例高達 90%。2001 年「金融風暴」後，為捐助內地建學校，田家炳
博士將自己居住了 37 年，市價 1.2 億的「花園豪宅」以 5,600 萬元出售，用作捐助內地建學校，
自己與夫人一起租屋居住。 2009 年他又將名下 4 所工貿大廈轉贈基金會，租金收入撥捐慈善，
當時 4 座工貿大廈市值達 20 多億元。田家炳博士育有子女九名（四子五女），他本着「留財
產予子孫不如積德予後代」，將自己總資產的 80% 都用於慈善事業。田家炳博士是最慷慨而
又最儉樸的“富商”，每日出入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出門身備水樽，一件西裝可穿幾十年，舊
皮鞋穿了多年也捨不得丟掉，為的是不浪費資源，他曾說﹕「我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享受的
都是社會資源，所以珍惜每件東西。」
  2004 年田家炳博士獲選為中國最具影響的 100 位慈善人物之一，在全國範圍被幾十所大
學頒授榮譽博士、院士或榮譽教授頭銜，內地七十多個城市授予榮譽公民、榮譽市民稱號； 在
香港他獲得“感動香港十大人物”、“愛心獎”等獎項，2010 年被授予香港特別行政區最高
榮譽大紫荊勛章。 田家炳博士在內地和香港甚少出任公職。
  田家炳博士曾說過：人生最大價值在於無私奉獻，能有自己的財富資助公益事業，廣大民

緬懷著名
企業家、慈善家、教育家

田家炳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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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2018

1950 年 代 中 攝 於 印 尼 耶 加 達
田寓的家庭。田家炳（後排左
四）、周氏（後排左五）、房
氏（後排左二），正中央為母
親房太夫人。

( 圖片來源 : 影音使團 )

上圖左 : 1960 年田氏塑膠廠有
限公司正式開業。上圖右 : 田家
炳在印尼創辦的超倫樹膠廠。

( 圖片來源 : 华商名人堂 )

     1993 年 9 月，中國科學院紫金山天文台決定將該台 1965 年 12 月 20 日發現，國際編號
2886 號小行星命名為「田家炳星」。「田家炳星」在浩瀚星際中閃爍，我們敬佩的著名企業家、
慈善家、教育家田家炳博士於 2018 年 7 月 10 日上午安詳辭世，享年 99 歲。田家炳博士自奉
甚儉、行善育才，善用分毫、造福社會，其浩然之氣和高尚品德，將會長久地存在於人們心中，
受到人們衷心的景仰和深切的懷念！

意志堅毅  辛勤耕耘
  田家炳博士 1919 年 11 月 20 日出生在廣東梅州大埔縣，十五歲時因父親逝世輟學從商，
肩負持家重擔。1937 年遠赴越南推銷家鄉瓷土，兩年後，轉到印尼從事橡膠工業，逐步建立
起事業的基礎。後因印尼局勢的動盪和為了兒女接受中華傳統文化教育，1958 年舉家移居香
港，憑著堅毅精神及辛勤耕耘，創辦化工實業，1959 年在屯門填海建廠，生產膠膜和人造皮革，
有「人造皮革大王」之稱。1968 年成立「田氏化工有限公司」，1982 年創辦「田家炳基金會」
以「回饋社會，貢獻國家」為宗旨，傾注全力捐辦公益事業，尤重教育惠澤全國。除教育事業外，
基金會亦捐贈其他項目﹕包括醫院、橋樑、道路等。

自奉甚儉  仁厚無私 
  田家炳博士自奉甚儉、生活樸素，行善育才、造福社會。他以「中國的希望在教育」為信念，
傾注全力支持國家教育事業的發展。田家炳博士 1982 年成立「田家炳基金會」，翌年創立「保



眾受惠，自己精神上可獲得無法形容的安慰和享受。我們不妨將慈善公益看作自己恆久而煇煌
的事業。

為善育才  薪火相傳
  今年 3 月 27 日，「田家炳基金會」向香港理工大學捐贈 300 萬港元，支持“全球青年領
袖計劃”，推動青年領袖教育，培育富有責任感，具備國際視野的領袖人才。這次捐贈將用於
設立“田家炳基金獎學金”，為期 3 年，資助共 20 名香港理工大學和北京大學的學生，參加
理工大學創立並與北大合辦的“全球青年領袖計劃”。
  香港理工大學唐偉章校長在感謝「田家炳基金會」多年對學校的支持，資助該校多項教育
和研究項目時談到，田家炳博士重視教育，對推動香港和內地教育不遺餘力，「田家炳基金會」
將借田家炳博士百歲華誕之慶，向九所香港大學各捐贈 300 萬港元，意義重大。
  「田家炳基金會」董事局現任主席田慶光先生是田家炳博士的兒子，基金會將秉承田家炳
博士的遺志，繼續為國家教育業作出貢獻。

風範長存  弘掦光大
  田家炳博士高壽辭世，他“浩然之氣，高風亮節”的一生，“熱愛國家、關心民祉”，
對自己“生活儉樸，善用分毫”，對國家對社會則慷慨貢獻，至真至誠，身體力行，修身
立品，推己及人，悲憫天下，澤被後世。田家炳博士愛國、愛港、愛鄉的信念，仁厚無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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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善育才的一生，我們衷心景仰和欽佩！緬懷田家炳博士，學習和弘揚他高尚的品格，崇
高的理念！ “眾人拾柴火焰高”，讓我們齊心協力，為建設和諧共融，美好的社會，共同“添
磚加瓦”。

生命的賞讚 — 為田家炳先生感恩
  過去兩個禮拜，為了田家炳先生身後事，百般忙亂，卻感觸良深。 各

方各界對田老的愛戴與尊崇，讓我們深受感動。

  感謝你們親臨追思，惠賻花籃厚儀，修函唁電慰問，高誼隆情，衷心銘

感。 深盼你我都得到祝福，欣賞生命的尊貴，懂得珍惜，懂得付出，學習

田老薄己厚人的精神，奉獻生命，回饋社會。 更懇請各方各界一本愛護熱

誠，時賜南針，鞭策鼓勵。 我們定當努力推動基金會工作，為國家為民族

克盡己力，毋負田老託付。 

    

田家炳基金會同仁   衷心致敬

（刊於「香港文匯報」2018 年 7 月 27 日 A14 版）

中國科學院紫金山天文台張和祺台長頒發「田
家炳星」命名証書予田家炳博士。

( 圖片來源 : 香港浸會大學 )

田家炳博士出席河南省新鄉市田家炳高級中
學揭牌暨教學樓落成慶典後，與學生們愉快
合影留念。 ( 圖片來源 : 香港浸會大學 )

( 圖片來源 : 社會福利署長者資訊網 )

( 圖片來源 : myschool.hk)

田家炳博士捐贈的部份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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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健康．幸福快樂” 2018 系列的頒獎禮已在 7 月 7 日高街 2 號西營盤社區綜合大樓圓
滿舉行。當日出席的主禮嘉賓有全國人大代表吳秋北先生﹑中聯辦教育科技部何金暉處長﹑行
政．立法會議員張國鈞議員﹑陸頌雄立法會議員﹑何啟明立法會議員﹑中西區楊學明區議員﹑
素質教育發展中心的羅叔清董事主席 BBS，JP ﹑潘漢雄名譽會長﹑李敬忠董事﹑孫霄董事﹑總
監呂如意博士及各位顧問等。 
  本年度素質教育發展中心舉辦以“身心健康．幸福快樂”爲主題的系列活動已得到很多學
校和多個機構的認同。協辦機構計有張國鈞行政立法會議員辦事處﹑陸頌雄立法會議員辦事
處﹑何啟明立法會議員處﹑楊學明議員辦事處﹑國際文化教育協進會﹑香港孟子學院﹑高素質
潛能研發中心﹑雪龍文化有限公司﹑星河音樂室﹑然之音歌唱教室及樂怡雜誌社；此外，有大
公報﹑文匯報﹑知識雜誌社﹑聯合出版社﹑中國中文衛視台及中國旅遊及經濟電視台作爲支援

機構。其中，中國中文衛視台將會全國播映今次頒
獎禮及歌唱決賽的盛況。 
  素質教育發展中心的宗旨是培養包
括品德、人格、能力、心理、文化、思維、
體魄等綜合素質高的青少年人才。希望透
過是次活動讓所有參賽同學和市民都能接
收到和認同 “身心健康．幸福快樂 ” 的
正面訊息，從而建構正確的價值觀和豐盛
的人生。 

“身心健康．幸福快樂”
2018系列全港校際暨粵港澳大灣區學生邀請賽頒獎禮

  今年的比賽活動除了有本港中小學幼
稚園及特殊學校的學生參加外，也邀請了
粵港澳大灣區內包括深圳市、澳門、江門
及珠海市的學生參加，希望能建構一個大
灣區內的學生互相學習、互相促進的平臺。
對於表現優秀的學生，素質教育發展中心
已推薦到北京參加全國第十五屆全國青少
年兒童文化藝術展評參賽，更希望借此能
讓參賽的學生作品有機會隨大會到西班牙
參展。

8

素質教育發展中心總監呂如意博士在頌獎禮上致辭。

邀請賽顧問和評審代表合影。

歌唱比賽冠、亞、季軍獲獎者合影。 邀請賽協辦機構代表合影。

出席邀請賽頒獎禮大灣區香港和內地學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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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 何軍銳

學校 : 保良局田家炳兆康幼稚園

名次 : 冠 軍

“身心健康．幸福快樂 ” 
2018 系列全港校際暨粵港澳大灣區學生邀請賽

全港校際親子濃情創意繪畫比賽名次 ( 幼稚園組 )

“身心健康．幸福快樂 ” 
2018 系列全港校際暨粵港澳大灣區學生邀請賽

全港校際親子濃情創意繪畫比賽名次 ( 幼稚園組 )

姓名 : 周正楠

學校 : 聖士提反堂幼稚園

名次 : 亞 軍

冠 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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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 陳明燊

學校 : 保良局方王換娣幼稚園

名次 : 季 軍

“身心健康．幸福快樂 ” 
2018 系列全港校際暨粵港澳大灣區學生邀請賽

全港校際親子濃情創意繪畫比賽名次 ( 幼稚園組 )

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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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通識填充題有獎遊戲
地址 : 麗東海景豪苑
姓名 : 譚先生

地址 : 第一城
姓名 : 張小姐

疊字遊戲
地址 : 茵怡花園
姓名 : 霍先生

地址 : 海怡半島
姓名 : 李先生

讀音

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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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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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期遊戲得獎者

歡請連同姓名、電話、電郵、通訊地址資料傳真或電郵至「樂怡服務」。提供者可獲禮品
一份。每名讀者只可提供一次（請以正楷填寫及資料齊全）。

參加「三疊字」遊戲

轟
三個「車」字重疊的是『轟』，國語讀（hong1），廣東話讀（軍）。
『轟』是從三個車組成，表示很多車發出的聲音、泛指巨大的聲響、衝擊、驅逐等意思。

飍
三個「風」字重疊的是『飍』，國語讀（biao1），廣東話讀（烤）。
『飍』惊跑的樣子﹕“馳謝如惊”。

鑫
三個「金」字重疊的是『鑫』，國語讀（xin1），廣東話讀（音）。
『鑫』是從三個金組成，取其財多興旺的意思，常用於商店名稱及人名。

灥
三個「泉」字重疊的是『灥』，國語讀（quan2），廣東話讀（泉）。
『灥』與泉字相同。

三個「飛」字重疊的『飝』是什麼意思？國語讀、廣東話讀又是什麼呢？
請各位讀者一齊猜猜吧！

( 顏色以收到郵寄實物為準 )

得獎者可獲
冰涼手巾 ( 一件 )

魚翅當粉絲 ----- 形容其富有的程度，把魚翅當成粉絲吃。

粉絲當魚翅 -----  與「魚翅當粉絲」剛好相反，形容以劣質貨品充當上好貨

式。

扮猪食老虎 ----- 形容表面裝傻，其野心勃勃。

屈人食死猫 ----- 指將某事情强加于人，冤枉他人的意思。

口水多過茶 ----- 比喻講話太多，嘮叨的意思。

精彩幽默的“廣東俗語”

上期遊戲得獎者

有獎燈謎會
地址 : 將軍澳
姓名 : 周小姐

地址 : 第一城
姓名 : 鄺小姐

( 顏色以收到郵寄實物為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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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ly 個案
  「 晚 晴 」 服 務 聽
似悠閒，實在很緊張。
每宗個案都是「時不
予我」，義工必須有
「消防員」精神，爭
分奪秒去「救火」。
例如，「基金」原訂是 2018 年「開張」，但去年 11 月接到首
宗個案。晚期淋巴癌患者 Holly(50 歲 ) 最後意願是在家“煮餐飯俾阿媽食”最後感恩。
因為醫生說她已沒時間等，「晚晴」於是提早開工，安排她回家與母親共晉「最後晚餐」
再送返醫院。半個月後 Holly 便與世長辭 ! 首宗個案，義工勞心勞力報効，「晚晴」總支
出是兩千多元，卻為逝者及家人留下溫馨回憶 !

  人生逆旅，充滿不少憧憬，可在油盡燈滅前，一切又歸
於平淡，最後的願望訴求原來又是那麼簡單— —從「晚晴工
程」的服務個案，可悟出這個道理。
  「晚晴工程」是「基督為本基金」倡導的善終深化服務。
「基金」創辦人盧炳松以「告別遺憾、留住回憶」八個字概
括了工作目標 :「晚晴」服務主要是為末期病患者圓滿最後心
願，讓他們安詳渡過餘暉。患者申請服務要具備兩個條件，
一是醫生證明屬晚期病患者，二是由患者親自道出個人最後
願望。申請被接納，義工團隊開始跟進安排，整個活動並會
錄影及拍照。錄影是安排上免費的「思念網」，後人無論何
時在何地，都可在網上看到「晚晴人士」與家人共聚溫馨情
景 ; 照片則用作編製一本畫冊供後人留念，一切活動安排等
開支，全部由「基金」承擔。

梁伯個案
  恩平梁伯的個案，
是「晚晴」服務最花時
間、費心的一宗。現年
70 多歲的梁伯是香港
建築工人，十多年前自
港返鄉安度晚年，殊
知在去年底身體不適，
回港檢查證實患上晚
期腎衰竭立即入院。
留醫期間，他希望將
鄉間妻子及兩名女兒
申請來港，一查之下，原來其妻早年自越南偷渡到大陸定居，與兩名十及十二歲女兒至今
仍沒戶口，更因「非婚生」，未能證明與梁伯的關係。念及時日無多，梁伯向「晚晴」求
助回鄉安排後事等死。醫院一名女護士同情梁伯遭遇，帶備醫療藥物與「晚晴」義工於年
廿八送他返鄉。隔鄰戒毒村一對同屬越南籍的牧師夫婦，得知此事亦來協助，經商量，帶
梁伯及兩女兒到深圳醫院驗 DNA，事後梁伯由義工陪同回港繼續留醫。據說大陸公安部
門已受理此個案，在香港醫院留醫的梁伯，希望有生之年了卻此心願。

「晚晴」義工首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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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為本基金」是新成立慈善團體，因未具服務往績未能申請資助。現時的啟動經費，
當中一百五十萬元是由創辦人盧炳松捐出，另外兩萬餘元是同工捐獻。盧炳松表示，「晚晴」
開展服務至今九個月，服務支出、一名職員薪金、租金等全部開支才三十萬，啟動資金尚可以
運作兩年，當務之急是集中精力做出成績，更歡迎讀者轉介「晚晴」服務及加入義工行列。

網址：https://basicfoundation.org.hk

  「晚晴」完成的個
案還有 : 護持前列腺癌
黃老先生於辭世前參加
女兒婚禮、安排肝癌的
阿 KEN(40 歲 ) 在 父 親
節與家人及稚女在外共
晉「最後的西餐」、送
90 高齡關婆婆返回南山
村舊居向老街坊致謝道
別，還有為數名患者寫
「 自 傳 」---------- 事
無大小，都是為晚晴人
士「告別遺憾」渡餘暉 !

陳女士個案
  至今年 7 月份，「晚晴」共完
成七宗個案，另有兩宗仍在跟進。當
中，耗費最多是四川新娘陳女士個
案。她於今年 5 月申請「晚晴」服
務已是晚期肺癌入骨，希望回鄉落葉
歸根。「晚晴」原計劃僱醫療專機及
醫護人員護送，但僅是包機便要十萬
元。主治醫生認為陳女士短途飛行可
坐卧交替沒問題，義工改用普通航班
商務客艙，並多購一個客位併合成床
供休憩，在專職護士陪同下安然送返
四川，即時轉入成都醫院。三個多星
期後陳女士與世長辭，享年 40。這
個案全部開支不用六萬元，是「晚
晴」創辦以來最多的服務開支。

阿 KEN 個案

關婆婆個案 ( 五朵金花 )

黃老先生個案

陳伯 ( 前左一 ) 為出版「自傳」舉行感恩茶聚。



  各位親愛的讀者，我在上一期介紹楊貴妃。今日為大家介紹另一位嗜吃荔枝的歷史名人，
他就是宋朝大詩人蘇東坡，他所讚頌荔枝的詩句，至為人所共知。

蘇東坡嗜吃荔枝
  蘇東坡甚愛吃荔枝，也愛南方山水，數歷代詠荔枝之作品甚多，然而流傳最廣的，首推蘇軾。
惠州一絶  蘇軾
羅浮山下四時春，盧橘楊梅次第新。
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
  詩中之嶺南，古代被稱為南蠻之地，中原人士聞之生畏，不願到廣東來。其中「日啖荔枝
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二句最為膾灸人口。一般解詩者，多以為東坡先生在此贊美嶺南
風物，從而抒發對嶺南的留戀之情，其實這是東坡先生將滿腹苦水，唱成了甜甜的贊歌。
  他在惠州居住三年，這首七絶中表現出他樂觀曠達、隨遇而安的精神風貌。《宋史》也說蘇軾
在惠州時 :「居三年 , 泊然無所蒂介 , 人無賢愚 , 皆得其歡心。」可見他雖然被貶惠州，卻能處之泰然。

一啖荔枝三把火？
  民間有種說法 :「一啖荔枝三把火！」而蘇東坡卻能日啖荔枝三百颗，那麼，豈非每天怒發
九百把火！如是者，怎能令東坡先生在惠州處之泰然呢？
  有人說，荔枝味雖美卻不宜多吃，病齒及火病人尤忌之。特別是兒童，貪食荔枝會出現流
鼻血，所以一天吃荔枝的量不能超過 250 克。
  但亦古籍記載∶

  「多食不傷人。如稍過度，飲蜜漿一杯便解也。」
  《物類相感誌》云∶ 「食荔枝多則醉，以壳浸水飲之即解。」
  其實食荔枝的好處多，根據最近專家研究，有以下發現 :
1. 降低血糖
  荔枝雖然比較甜，但有一種氨基酸，具有降血糖的作用，對糖尿病患者十分適宜。
2. 益智健腦
  荔枝果肉中含豐富的葡萄糖、蔗糖，有補充能量、增加營養，對大腦組織有補養作用，能
改善失眠、健忘、神疲等病症。
3. 增強免疫功能
  荔枝的維生素 C 及蛋白質含量高，有提升抵抗力和免疫力的功能，可預防疾病、各種炎症，
自古以來被視為珍貴的補品。
4. 荔枝有消腫解毒、止血止痛的作用
5. 荔枝可促進微細血管的血液循環，防止雀斑的發生，令皮膚光滑。
  由此可見，所謂 :「一啖荔枝三把火」這種說法，並不是完全正確的。或者可以這樣理解 : 
凡是燥熱底子的人，不宜多吃荔枝。至於寒底之人，不怕多吃，所以蘇軾能夠日啖荔枝三百顆。
  本人未有蘇東坡之幸福，能夠日啖荔枝三百顆，但也試過日啖荔枝一百顆。由此證明，多
吃荔枝，亦無傷也！
  有一次我在廣東旅旅，導遊告訴我，所謂「一啖荔枝三把火」，乃是蘇東坡詩句 :「日啖荔枝
三百顆」的諧音，分明是被人誤導了，所以荔枝不怕多吃！

蘇軾傳
  蘇軾，字子瞻，世稱蘇東坡（公元 1037 年—1101 年），北宋文學家、書法家、大詞人、
畫家。北宋中期的文壇領袖，在詩、詞、散文、書、畫等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為“唐宋八
大家”之一。
  公 元 1057 年， 蘇 軾 二 十 二 歲， 參 加 科 舉 考 試， 一 舉 成 名 天 下 知， 這 一 年 進 士 有
三百八十八人，名列第二。
  蘇軾是宋代文學成就最高的代表，著有《東坡七集》、《東坡易傳》、《東坡樂府》等傳世。
  蘇軾的一生雖然三起三落，多遭貶謫，但是其詞風仍然具有一種淡然灑脫的氣概。蘇軾被
貶謫之後，就寄情於山水，因此才能留下《赤壁賦》、《後赤壁賦》、《念奴嬌》等佳作。
  他有《荔枝嘆》一詩，借唐朝玄宗寵幸楊貴妃的故事，抨擊統治階級，只顧自己享樂而不
關民生疾苦，在詩中表現得淋灕盡緻：
＜荔枝嘆＞   蘇軾
十里一置飛塵灰，五里一堠兵火催；顛坑僕谷相枕藉，知是荔枝龍眼來。
飛車跨山鶻橫海，風枝露葉如新採；宮中美人一破顏，驚塵濺血流千載。
永元荔枝來交州，天寶歲貢取之涪；至今欲食林甫肉，無人舉觴酹伯游。
我願天公憐赤子，莫生尤物為瘡痏；雨順風調百穀登，民不饑寒為上瑞。
君不見武夷溪邊粟粒芽，前丁後蔡相籠加，爭新買寵各出意，今年鬥品充官茶。
吾君所乏豈此物？致養口體何陋耶！洛陽相君忠孝家，可憐亦進『姚黃』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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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詩中可以看透蘇軾心境，雖然被貶嶺南，一生仕途坎坷，但仍有憂國憂民的情懷，戀戀
不忘國運民生，對家國大事老淚縱橫！
  上文其中一句 :「天寶歲貢取之涪」，蘇軾明顯地指出，當年楊貴妃所吃荔枝，乃來自四川，
而非廣東！

東坡肉與無核龍眼
  蘇軾也是一個很有生活追求的人，從“東坡肉”這道菜餚便可看出。當然除了“東坡肉”，
還有等等具有蘇軾獨創的“東坡羹”、“東坡豆腐”、“東坡墨魚”等菜品。
  記得小時候，我看過一部＜兒童樂園＞，記載了東坡肉與無核龍眼的故事……
  話說蘇東坡對龍眼和荔枝特別愛好，某日，蘇東坡到訪一所嶺南龍眼園，園主親自出來迎
訝，帶東坡先生參觀龍眼園，並對他說 :
  「本園出産的龍眼最有特色，除了又大又甜，而且是無核的。」
  東坡先生聽了，感到非常奇怪，難道龍眼可以無核的嗎？園主見他不信，便親手從龍眼樹
上，摘了一顆龍眼，東坡先生嚐了，那龍眼果然是無核的！於是問園主，無核龍眼是怎樣種植
的？園主便說 :
  「無核龍眼之種植方法，乃是本園家傳之寶，代代相傳，這個秘密，恕難相告！」
  東坡回到家中，仍然對無核龍眼的種植方法念念不忘，便叫家丁請園主到來，請他吃一頓
＜秘製東坡肉＞。園主聽了，便欣然應約。
  園主到了，東坡出迎，賓主對坐。家丁奉上香茶在案，東坡先生便對家丁說 :
  「去街市買三斤新鮮五花腩肉！」
  園主感到非常迷茫，那裏有人等客人到了，才吩咐家丁去買肉？既然是＜秘製東坡肉＞，
便不作多問。
  家丁回來了，東坡便叫家丁說去煑東坡肉。園主心想 :
  「東坡肉是需要時間熬製，恐怕要等候良久！」
  但是出乎意料，不到一盞茶時間，家丁便捧出一鍋熱氣騰騰的東坡肉。園主與東坡一同起
筷，只見砂鍋中的東坡肉，肉質鮮美，顏色紅潤，入口甘香，不愧是＜秘製東坡肉＞！
  這個時間，園主便問東坡先生，到底他的＜秘製東坡肉＞，是如何炮製的呢？

  東坡便推說道 :
  「＜秘製東坡肉＞之方法，乃是本門傳家之寶，代代相傳，箇中秘密，恕難相告！」
  園主聽了，便主動地對東坡說 :
  「你有＜秘製東坡肉＞之妙法，我有無核龍眼的種植方法，這些秘密都是我們家傳之寶，
不如互相交換，各自將秘密寫在紙上相告，如何？」
  東坡先生聽了，便欣然答應，各自將家傳之寶秘密，寫在紙上。只見園主在紙上寫着 : 
  「無核龍眼的種植方法，秘密在於龍眼的開花時節，將花中的其中一枝花蕊除去，則該龍
眼花所結成的龍眼，便不會有核了，此乃吾之家傳之寶！」
  東坡看了，如獲至寶。且看東坡在紙上寫着什麼 :
  「＜秘製東坡肉＞之方法，是這樣的 : 東坡肉必需一日一夜時間熬製，你現在吃的東坡肉，
是昨天做的，至於剛才叫家丁去街市買的三斤新鮮五花腩肉，是準備明天招待客人的！」
  這個連橫圖故事，有趣地記載了東坡肉和無核龍眼的軼事，令人津津樂道，我看了至今還
記得，但我不知道這故事到底是出自何經何典，只記得在 1963 年的《兒童樂園》刊登過，每
半月出版一期，為當年香港出版的彩色漫畫兒童刊物，插圖由羅冠樵教授及其弟子擔任，很受
大眾歡迎，可惜在 1995 年宣布停刊！

發明無核荔枝
  關於《兒童樂園》所記載的無核龍眼，當時我覺得是個遙不可
及的夢想，但我料不到，「無核荔枝」的夢想，今日已經夢想成真了！
  根據報導，海南農民王廷標發明了無核荔枝種植方法。1997
年，他利用 37 株海南荔枝優稀母樹，進行無數次篩選繁育，成功
選育出無核荔枝，被農業部授予新品種權。
  無核荔枝不是一個品種，而是荔枝屬能結出無核果的所有品種。橋頭荔枝研究會發現的低
溫敏無核型無核荔 A4 號和高溫敏無核型無核荔 A13 號，就是無核荔枝品種之一。無核荔枝，
並不是靠能結出一些無核果就有推廣種植價值的。具有推廣種植價值的無核荔枝品種應具備果
型大，顏色倩、品質優、熟期早、無核率高、無大小果現象，具有穩產豐產特徵。

惠州發現蘇東坡吃荔枝舊址
  縱使蘇東坡日啖荔枝三百顆的詩句，或有誇張成份，但是蘇東坡喜歡吃荔枝，卻是事實。
  根據 2005 年 3 月 14 日金羊網 - 羊城晚報，王氏祠堂被證實蘇東坡曾經在此吃荔枝！惠州
市博物館前任館長考證說，這座祠堂建於明代，清朝同治年間重修，有很大的文物價值。
  館長查找有關資料記載：蘇東坡謫惠，居住在嘉寺時，曾偕友人遊白水山，回歸時曾「晚
休於荔蒲之上」（孔凡點校本《蘇軾文集》2270 頁）。父老邀請東坡「攜酒復來」，東坡「欣
然許之」。此處自此就稱“荔蒲”至今，王氏宗祠門聯也有「荔蒲春濃」語。
  據村民王永建說，他爺爺曾告訴他，以前這一帶是一片荔枝園，蘇東坡曾經在這裏吃荔枝、
品茶、吟詩作對。另有老人家說，祖傳當時還有廟內道士陪蘇東坡。
  目前，惠州市政府已經把王氏祠堂列為保護單位，據悉，已經有意把這一帶建成荔枝公園。
 圖片 : 網絡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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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 : childrenparadise.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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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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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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惠州位於廣東省東南部，毗鄰深圳，北連河源、韶關，東
接汕尾，西鄰東莞和廣州；珠江三角洲東端，南海大亞灣北部。
亦是廣東省的省級歷史文化名城，自古即有「嶺南名郡」和「粵
東門戶」之稱，歷史上曾有包括蘇東坡在內的不少名人旅居於
此，留下大量題詠惠州的詩詞，因而使惠州積累了深厚的人文
底蘊。而且是客家人最重要聚居地和集散地，旅居海外華人華
僑、港澳台民眾居客家四州之首，被稱為客家僑都。

大︱灣︱區︱旅︱遊

雙月灣
  雙月灣因形狀鳥瞰像兩輪新月，故名雙月
灣。位於惠州市惠東縣港口濱海旅遊度假區管委
會（原港口鎮）。雙月灣共分兩灣，由大亞灣和
紅海灣相鄰的兩個半月形組成。
  雙月灣共分兩灣，由大亞灣畔和大鵬灣畔相
鄰的兩個半月形海灣組成，左灣水平如鏡，右灣
波濤洶湧。兩條沙壠直奔大星山，如蛟龍出海，
似雙龍戲珠，有靜有動，十分壯麗。大亞灣畔的
半月灣，微風細浪，阿娜多姿。紅海灣畔的半月
灣，波濤洶湧，氣勢磅薄。這裏三面環海，風
景如畫。沙灘連綿 57 公里，雄奇壯觀。沙灘寬
約 200 米。海水清澈見底，海底平坦舒緩，離岸
200 米人們還可在海中站立，堪稱一絕。潔白的
弧形沙灘，沙質幼細，晶瑩潔淨。摩托車、小汽
車在沙灘上行駛猶如海上行車，樂趣無窮。

南崑山生態旅遊區
  南崑山位於廣東省惠州市龍門縣境內，與廣
州市轄區的增城、從化交界。南崑山原始森林自
然保護區是國家 AAAA 級旅遊風景區，也是重
點保護的國家森林公園，被譽為「北回歸線上的
綠洲」、「南國避暑天堂」、「珠三角後花園」。
南崑山擁有南崑山自然保護區、南崑山國家森林
公園、南崑山生態旅遊區。
  南崑山主要的自然景觀有石河奇觀、川龍
瀑布、九重遠眺、觀音潭、仙霞瀑布、蛇松、
神鷹石等十幾處，主要以清幽山林、怪石、流
泉飛瀑為特色 ，另外這裏的野味、觀音菜、山
坑螺、山水豆腐更是山上飲食一絕。再加上這
裏地勢高、有重山圍繞，冬暖夏涼，年平均溫
度只有二十三度，是消閒度假、療養避暑的勝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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巽寮灣
  去惠州的朋友一定不能錯過的景點是巽寮
灣。巽寮灣位於惠東縣城平山鎮南部，地處北回
歸線以南，南海大亞灣的東部，依山傍海，山海
相嵌，海天交融。巽寮灣的山、海灘、海島巨石
遍佈，海灣一帶有摩崖石刻 30 多處，總長 20
多公里的海岸線內，有八個海灣，海面隱隱約約
分佈着大大小小數十個洲。巽寮灣後三角島是由
三座相連的小山組成小島，島上泉水清澈，沙質
柔軟，峰奇石怪。巽寮灣是粵東數百公里中海水
最潔淨的海灣之一。除了乾淨的海灘外，海灘上
軟細潔白的海沙含矽量高達 99%。在巽寮的沙
灘上嬉戲，記得脫下鞋子，讓腳板盡情與細沙摩
擦哦 ! 踏足沙灘，享受一流的陽光和空氣，領略
藍天、白雲、沙灘、海浪的詩情畫意，盡情欣賞
琳琅滿目的海底世界，度過難忘的藍色之旅。

羅浮山
  羅浮山又名東樵山，是我國道教十大名山之
一。位於惠州博羅縣境內，是構成「廣州—香港—
惠州」旅遊金三角的支撐性景區和代表型景區。
西連發達的城市群 ( 廣州、佛山及南番順等地 )，
南接東莞、深圳，毗鄰港澳與東南亞。景區規劃
總面積 260 平方公里，內有大小山峰 432 座，飛
瀑名泉 980 多處，洞天奇景 18 處，石室幽岩 72
個。擁有九觀，十八寺，三十二庵。其山勢雄渾，
風光秀麗，四季氣候宜人，是中國的「國家重點
風景名勝區」和避暑勝地。史學家司馬遷把羅浮
山比作「粵岳」，所以羅浮山素有「嶺南第一山」
之美稱。羅浮山已被國務院批准為第五批國家重
點風景名勝區。北宋蘇東坡曾在這裏作下「羅浮
山下四時春，盧桔楊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顆，
不辭長作嶺南人」的名句，而使羅浮山聞名於世。



2928

  惠州西湖
  惠州西湖的景觀由「五湖六橋八景」組成。
五湖就是指形成西湖的 5 個湖區，即菱湖、鱷湖、
平湖、豐湖及南湖，逛完所有的湖區至少需要半
天的時間。平湖是 5 個湖區中最大的，西湖的主
要的核心景點也大多集中在這一帶。湖北面環繞
着平湖堤，沿着堤壩可參觀豐渚園和元妙觀，豐
渚園很適合夏天來，荷花開得很漂亮。平湖北面
的下角東路和下角中路是惠州最老的生活區，這
裏綠樹成蔭，居民休閒地在湖邊打發時光。
  西湖最有標誌性的建築泗洲塔在平湖西側，
西湖八景「玉塔微瀾」中的玉塔指的就是泗洲
塔。當年蘇東坡寓居惠州時，在其著名的《江月》
詩中對湖光塔影有精彩的描繪：「一更山吐月，
玉塔卧微瀾，正似西湖上，涌金門外看。」玉塔
微瀾一景由此流傳至今。

龍門溫泉
  惠州龍門溫泉旅遊度假區位於龍門縣，度假
區被群山環抱，風光迤儷，林木青翠，溪水清澈，
薄霧輕飄，有人間仙境之景色。惠州龍門溫泉旅
遊度假區有十分豐富的溫礦泉水資源，水溫高達
76° C，泉水富含鐵、鋶、氡、鈣、鎂等 48 種有

益身心的礦物質元素，頗具特色的還有九龍潭、
天地五行池、乾坤池、搖滾池、泡泡池、十二生
肖池等。另外，『水國迷城』是惠州龍門溫泉旅
遊度假區推崇的亮點項目，是健身、娛樂的首選
場所。在這裏可以體驗到環島漂流、山水激浪、
兒童水上樂園、螺旋滑梯、激情屋及冰泉、冰洞、
冰船等給你帶來不一樣的旅遊激情。

客家圍屋——碧灩樓
  碧灩樓位於秋長鎮周田村，是清代著名華僑
領袖「吉隆坡之父」葉亞來的故居，與葉氏宗祠
相距大約1公里，建於1889年，是葉亞來發達後
回鄉捐建，也是他成功的標誌。
  碧灩樓是集傳統客家建築工藝建成，內部有
形狀各異的院落，結構佈局得體實用，是一幢惠
州地區典型的客家傳統四圍屋，正門接開闊的禾
坪。前方開一半月形水塘，水塘兩端對稱矗立多
對旗杆夾 ( 功名碑 )。平面呈長方形，長 60 多米，
寬近 37 米，建築面積近 2000 平方米。
  從遠處看依山而立，非常壯觀。昔日的豪華，
還能夠從高大氣派的建築上看得出來。與其他眾
多古民居相比，碧灩樓氣勢恢宏，屋頂層層疊疊，
外檐裝飾華麗，引樑、瓦唇、擋板都飾以精美的
雕刻，屋內的牆壁上都裝飾有精美的壁畫。

五礦 · 哈施塔特
  五礦 · 哈施塔特旅遊小鎮，位於博羅縣羅陽
鎮。五礦集團借鑑奧地利建築風格，以奧地利哈
爾施塔特小鎮為建築藍本，結合本地特點，傾力
打造了一座五礦 · 哈施塔特小鎮，佔地近100萬
平方米，三面環山，內擁17萬平方米原生內湖，
將濃郁的奧地利建築風格和歐陸人文風情完美融
入當地得天獨厚的山水資源之中，不出國門仿若
置身奧地利童話當中。景區內現有奧地利風情商
業街、公主花園、咖啡廳、西餐廳、音樂廣場、
啤酒廣場、文化廣場、1786禮堂、歐式木屋、
踢踏銅像人、夢之樹、儷影大道、哈施嗒特大
道、哈施嗒特鐵橋、8632鐵橋、湖邊碼頭等。

淡水祖廟
  淡水祖廟始建於目前公認的明朝神宗（1580-
1620 年）年間，距今已有 400 多年歷史。據載，
淡水從宋朝末年就居住着古老的詹、戴、李三大
姓。起初三大姓為爭奪城中一塊公認的風水寶地，
糾紛不斷，摩擦此起彼伏，居民生活很不安定。

後來縣官判由三大姓人在該地共築一座廟，祭拜
民間流傳的關帝，名為忠義廟（即現在的祖廟），
意為三大姓人從此忠誠相待，講道義，各不相爭，
平安度日。果然，忠義廟建成後，三大姓再也不
為爭這塊地方而相互侵擾。安定的生活使淡水人
丁越來越興旺，最終發展成遠近聞名的大鎮。由
於忠義廟的特殊歷史意義，使其在當地的魯班廟、
譚公廟和媽娘廟等眾多神廟中脫穎而出，最終被
淡水人冠於眾廟之始，乃稱祖廟。據《惠陽縣誌》
所載，祖廟有「在家第一雄」之稱，足見祖廟在
淡水諸廟中位居第一。另據相傳，早時，在雲淡
風輕的睛朗之日，立於廟階可直望東海（即今日
的南海），故又有「祖廟龍家第一雄」之稱。
  淡水祖廟主殿，又名「協天宮」，於清道光
五年（1825 年）重修。文革期間，該廟遭到較
為嚴重的破壞。1988 年冬祖廟復修，並於 1993
年被列為惠陽市文物保護單位，後再經過 1999
年的重建，演變成了我們今天所見的規模。

崇林世居
  崇林世居位於鎮隆鎮大光山下，於清朝嘉慶
三年 (1798 年 ) 創建，距今已有 200 多年歷史。
總面積 1.4 萬平方米。圍屋寬 128 米、長 108 米，
四周圍牆高 9 米，內有住房 262 間，9 廳 18 井。
圍屋建築採用了大量的傳統技藝，如石雕、木
刻、木雕、灰塑、瓷嵌、磚雕、壁畫等，它的瓷
嵌技藝，在惠州建築史上首開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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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極人生

讀者信箱 : 讀者對「太極養生」專欄內容如有不明之處或建議，可以電郵、傳真

或寄信「樂怡生活」，編輯部將酌情回覆讀者所提之問題或建議。

吳式起式

武式起式

  樂怡生活太極人生 8 月版，首先要向大家道歉，上期在注意事項中建議高位至
中位練習處多了“元元”兩字。另外在內涵中提到，一舉動，周身“俱”要輕靈寫
成“懼”字。

今期的內容，隨著上期的太極分陰陽，繼而生四象。

動作：兩手前平擧  屈膝手下按

分解：提肛收腹兩肩合 兩手前掤腕肩平。
   沉肩墜肘鬆腰胯 屈膝按掌至腹前。

注意： 兩手前平擧的過程中，沉肩後意念於腕向前，兩腳有向地下延伸之感，頭有
上領之勢，前腹貼後腰之意；這樣一來，前，後，上，下同時的意念產生一
種“勁力”，一般稱“掤勁”。而向下按掌時，我們需要有鬆肩下沉與胯合
之意；兩手下按時不忘頭上頂與鬆腰斂臀。

内涵：“先在心，後在身”。“四象”與“四方”觀念的建立

理解： 當我們在做兩臂前擧時，先要意識到怎樣擧，然後徐徐舉起；即使是重複或
熟練的動作，也必須這麽做，否則，内外動作容易散亂。由自我心意與氣合，
肩胯肘膝合，丹田内勁合；到我與天地合，前後，左右，上下，不偏不倚。

  現今流行的陳，楊，吳，武，孫式太極拳，儘管特點各異，但本體都是動靜虛實，
高低伸屈須有常度，而“起式”就是整套動作的原點；將之理解，必有所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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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暉
李暉武術文化中心創辦人

孫式起式

陳式楊式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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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彭啟堯
繪圖 : 保 蓮

提供，版權所有

孟 子： 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閒。其為氣
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

Mencius： I am skillful in nourishing my great spirit. This is the passion-nature: it is 
exceedingly great, and exceedingly strong. being nourished by rectitude, and 
sustaining no injury, it fills up all between heaven and earth. this is the passion-
nature: it is the mate and assistant of righteousness and reason. without it, 
man is in a state of starvation. it is produced by the accumulation of righteous 
deeds; it is not to be obtained by incidental acts of righteousness. if the mind 
does not feel complacency in the conduct, the nature becomes starved.

孟子金句漫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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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在素食  別有洞天
  茹素減葷潮流下，印度、韓國素食亦在港開門立萬，漢傳佛教素菜館更是遍地開花。調查
顯示 : 僅是九龍旺角、太子方圓一里內便有十七家齋菜館，當中規模有大有小，菜式、食制卻
大同小異，既有傳統的齋菜、素肉菜，還有套餐、自助餐，林林總總 ; 地處老區的齋菜館，更
是藉施食功德推動素食、弘揚佛法，太子「自在素食」便是其中一家。
  「自在素食」是老字號，雖沒輝煌鋪面，二樓卻是寬敞的宴會廳，虔製素食、筵席口碑不錯，
每逢派福飯，街坊長者排隊領飯盒、飲品，更是一景。「我老板奉行素食，希望藉素食淨化人
心，所以便在自置物業打造這個素食平台，並免費派福飯。」董事關妙娜介紹該店派福飯緣起。
施比受更有福感召下，派福飯獲得佛子善信支持。現時該店福飯有兩來途，一是信眾多少不拘

的贊助，只要集夠數便擇日派飯，每期一百五十份，基本是一盒齋飯、一包飲品。另一類是
功德主獨家敬飯，除了基本的飯盒飲品，亦可根據要求加贈粉面干糧及水果。
福蔭街坊耆老，功德無量 !
  「自在素食」除了「施食」，用心泡製齋菜更為用者樂道。關女士表示，素菜無論什麼名
堂，食材不外乎三菇六耳、蔬果，但菜式一定是寓意吉祥。例如羅漢齋，取材不拘一格。廣東
著名之「鼎湖上素」，是採用十八種食材泡製，取義於十八羅漢，就成為早年享譽的大菜「鼎
湖十八羅漢齋」。齋菜注重取材，更講究是鹹鮮、清香、淡雅及賣相得宜，所以經驗十分重要。
  有認為經營齋菜「好味好利」、「唔抵食」，關女士並不認同。齋菜用料講求精，上等山
珍來貨不便宜，就是調味品，亦清一式是用純素材料，加上現時鋪租、皮費，成本很重。「自
在素食」因為是自己物業皮費相對輕，所以飯菜較為便宜。例如 : 零售大齋 ( 齋鹵味 ) 三十五元
一盒，有些齋鋪同等份量便要收六、七十元 ; 外間小菜收近百元，該店只是數十元 ; 至於自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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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市七十三元，晚市八十八元，食品多樣任君選擇，甚為化算。
  小點是素食館熱銷食品。該店之鹹水角、蘿蔔糕、春卷、腐皮卷等，往日是用行貨，每件
成本要三元多，為降低成本、保證質量，現時小點全由師傅自己泡製，每份零售十八元，堪稱
抵食。
  素食清淡，身心自在 !

地址： 界限街 43 號地下 A1 號舖恆富大廈 ( 太子界限街與大埔道交界 )

（以上之優惠只限堂食，自助餐除
外。此項優惠只限『樂怡生活』讀
者，請於落單前出示此優惠證 ( 可
將此證拍照使用 )，優惠證可重複
使用。以上優惠如有任何更改，
『自在素食』保留最終決定權。）

「自在素食」對『樂怡生活』讀者專享優惠
由 2018 年 8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於齋期內惠顧可享九折、平日惠顧可享八折

優 惠 證

太子界限街30號地鋪店
 3105 9968

灣仔莊士敦道莊士敦道44號地鋪店
 2873 6800 / 2873 6608

旺角荔枝角道1號地鋪店
 2387 3408 / 2387 3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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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滿 $500 元免費送貨，如需送貨未滿 500 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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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貨安排： 需要  不需要 (  內打上  號 )

松茸特惠訂購
產品供應商 產品名稱 重量 零售價 數量

                         餃掂 凍乾松茸 ( 產地 : 雲南 ) 37 克 $180

食用方法 Edible Methods
  取本品適量，直接食用或用開水泡飲，
日式料理中可用做松茸飯，中式料理中可用
做煲湯和燴炒，是不可多得的純野生珍品。

松茸的菜餚推薦：
燉品類 : 1.  松茸清湯
               2. 松茸燉草雞
     3. 松茸乾海鮮
菜餚類 : 1. 黃油松茸 
      2. 松茸蒸蛋 
               3. 烤松茸
點心類 : 1. 松茸飯 
               2. 松茸炒飯
松茸酒 :  放入適量白酒中浸泡，數天即可飲

用，可每天飲用，強身健體。

松茸簡介 Matsutake Introduction
  松 茸， 學 名 松 時 蘑， 英 文 名
(matsutake)，是世界上珍稀的名貴天然
藥用菌，我國二級瀕危保護物種。生長環
境挑剔，須在海拔 1600-3200 米的密林
中，與松樹、櫟樹、杜鵑等 40 多種植物
共生成長，因此尤為珍貴。

  松茸含有多種氨基酸，微量元素、活
性營養物質，另含有 3 種珍貴的活性物質，
分別是雙鏈松茸多糖、松茸多肽和全世界
獨一無二的抗癌物質─松茸醇 (RNA)。凍
乾松茸全稱真空冷凍乾燥松茸。它是將新
鮮松茸在零下 170c 的環境下，經過真空
乾燥技術生產的乾制松茸，能夠保存鮮松
茸 90% 以上的營養成分和味道。

讀者優惠價
$180

策  劃：

餃掂手工餃子雲吞專門店



黎氏來源
  黎姓是一個中文姓氏，在《百家姓》中排名第 262 位。
普遍分布於中國南方，廣東、香港一帶多有分布。
  起源 : 九黎之後裔。
  殷商諸侯之一， 黎國，為現在山西省長治市黎城縣。 
周代初年被西伯所滅， 周武王大行封建制度，把這地方封
給帝堯後裔，賜爵為侯。黎侯的子孫後來也就「以國為氏」
而姓了黎。
  南北朝五胡亂華，自北方入據中原的鮮卑人漢化後改
姓為黎。 《魏書官氏志》所說的：「素黎氏後改為黎氏」。
  七姓公之一。台灣道卡斯族漢化後， 被乾隆賜為姓
黎。
  太平天國部份賴姓將領逃避朝廷緝捕，因發音「賴」
通黎，改姓黎。

方氏來源
  方姓為漢姓之一，在《百家姓》中排名第 56 位。
  起源 : 方雷氏。為神農氏第 8 代孫帝榆罔子雷之後，
以地名為氏。傳說神農有後裔開始得雷姓。傳至 8 代孫帝
榆罔之子雷，黃帝伐蚩尤時，因功被封於方山（大致為今
河南省葉縣南），其後子孫有以地名為氏姓方。又有方相
氏，黃帝時嫫母之後。亦為河南省方氏。
  出自姬姓。為西周后期周宣王時大夫方叔之後，以祖
字為氏。據《元和姓纂》及《通志·氏族略》等所載，西周
后期宣王時，有大夫方叔，在征伐淮夷、獫狁，特別是平
息南方荊蠻的叛亂中居功至偉，前 823 年奉周宣王之命
南征楚國，大勝而還，周宣王封方叔於洛（今河南省洛陽
市），其子孫以祖字為姓，稱為方氏，史稱方姓正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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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 一 翀
香港畫家

【註釋】 尖 沙 咀 信 號 山 上 的 信 號
塔，建於一九〇七年，裝
置報時儀器。當年，每日
下午一時正，吊於塔頂的
一個巨大銅球便會下墮報
時 。 這 種 報 時 方 法 終 於
一九三三年不再使用，因
為 當 時 已 流 行 無 線 電 報
時。古蹟猶存，由於具有
歷史價值，香港政府把它
建成為信號山公園，並予
以 開 放 ， 供 市 民 休 憩 之
用。

尖沙咀信號塔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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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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資料提供：港島總區防止罪案辦公室）

  炎炎夏日本港
大 小 公 眾 海 灘 及
泳池特別熱鬧，到
處人頭湧湧。警方
呼 籲 市 民 無 論 在
沙灘或泳池，均須
時 刻 小 心 保 管 個
人物品，避免攜帶
大 量 金 錢 或 貴 重
財物。

防盜小貼士 :
•  要避免在海灘或

泳池享受暢泳時
成為賊人偷竊目
標，可採取以下的防盜措施 :

• 即使只是短短幾分鐘亦不應擱下財物不理，應時刻把財物放置在安全地方 ;
• 若要下水暢泳，應請朋友代為看管財物 ;
• 應將財物存放在泳灘或泳池的儲物櫃內，不妨考慮自備掛鎖 ;
• 若要駕車前往沙灘或泳池，切勿將現金及貴重財物留在車廂內 ;
• 如不能隨身攜帶貴重財物，應將它們鎖在不當眼車尾箱內 ; 及
•  未完全鎖好的車門或敞開的車窗都會吸引竊匪犯案。離開車輛前，緊記將車門及車窗上鎖。

炎炎夏日齊暢泳  海灘泳池人流多
小心財物要鎖好  勿讓自己招損失

如欲查看更多訊息，可下載香港警隊流動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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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島街名考察（十一） 九龍地名考察（十一）
從啟德濱到啟德機場 ( 上 )
　　20 世紀初，九龍城地區開始城市化。當時有兩個商業集團，分別在區內進行花園市鎮
發展計劃。其一是英商集團的九龍塘花園城市，另一個是華人社會領袖集團的九龍灣填海建
屋計劃，兩者都因「省港大罷工」及發起人去世而遇到困難，後者只能完成約一半工程，部
分建成屋宇及街道最後亦因機場發展而拆卸。
  九龍灣填海建高尚華人住宅的構思，是由伍廷芳博士提出，計劃的實施則由一間名為
「啟德營業有限公司」(The Kai Tack Land Investment Co., Ltd) 負責，主要的發起人是華
人立法局議員何啟及殷商區德，參加者還有多位當時著名的紳商 : 曹善允、張心湖、周壽臣、
黃廣田、莫幹生、韋玉、周少岐和李桂培等。該公司的名字，就是以兩位發起人的名字合成。
  何啟是廣東南海人，先後在英國獲得醫學及法律學位，返港後從事法律業務。1890 年
起任立法局議員長達 24 年，並獲授爵士銜，他亦曾協助在中國國內推行「維新運動」。
  區德又名歐澤民，廣東南海人，在香港以經營「昭泰隆」(A. Tack & Co.) 百貨及傢俬業
起家，擁有大批物業，中環的昭隆街與安蘭街大部份屋宇，都是他興建的。他和何啟是姻親。
  啟德發展公司向港府解釋它的發展計劃時，提出的主要論據是 :「滿清政府倒台後，中
國國內局勢動盪，有必要為大批到來香港的華人提供舒適的住所，藉此可令他們定居香港，
投資發展本地經濟。」
  港府經過考慮，因多種原因難決，適逢何啟急病去世，故延至 1915 年末才批准填海
200 畝，分三期進行。
  第一期工程於 1920 年完成，之後立即動工興建房屋，這個稱為「啟德濱」(Kai Tak 
Bund) 的地域，規劃為十多條街道，其名稱都以「啟」和「德」作字根。東西走的五條，用
仁、義、禮、智、信為名，即啟仁道、啟義道等，連同長安街共六條大路。南北走的道路，
用數字排名，即分別為一德路至九德路。樓宇建成初期，因受毒蚊與瘴氣的謠言，以及交通
不便的影響，入住者稀少，直至兩者澄清及改善後，才有較多人遷入。
  第二期工程在 1921 年開始，但進行並不順利，1926 年工程停頓，其主要原因，是期
內先後發生「海員大罷工」和「省港大罷工」，香港經濟嚴重衰退，不少居民更離港返鄉。
最後到 1927 年，填海工程被政府接管。
  省港大罷工除令港英政府經濟損失外，英國在中國的外交及政治利益亦受打擊。當時中
國的「北伐」進展迅速，引起各地民眾借此衝擊「通商口岸」的英租界，令國民政府得以藉
此收回漢口、九江、鎮江和廈門的英租界，英國擔心香港殖民地的穩定，遂興起在香港建立
一個空軍基地，以加強防衛的念頭。接近港島的啟德演，正符合這個需求，除軍事用途外，
機場亦可應付當時在全球各地興起的民用航空業務，其濱海位置更有利於水上飛機的使用。

燈謎答案：【香港回歸21週年】

44

鰲洋甘瀑
  中國社會傳統，很多縣市都有所謂「八景」或「十景」，其目的是彰顯當地的風景文物，
提升縣市的「聲望」。港九新界昔日所隸的新安縣，也有「新安八景」，其名目是︰一、赤
灣勝概 ; 二、悟嶺天地 ; 三、杯渡襌蹤 ; 四、參山喬木 ; 五、廬山桃李 ; 六、玉勒湯湖 ; 七、
鰲洋甘瀑 ; 八、龍穴樓台。
  上述的三與七，都位於現今香港特別行政區內。「杯渡襌蹤」是指屯門的青山與靈渡山
的景物，以及杯渡襌師等事蹟。「鰲洋甘瀑」是指海旁的瀑布，其所在曾引起爭論。它有兩
個說法，其一認為鰲洋即大鵬灣南部的石牛洲，其二指它位於港島華富的瀑布灣。
  第一種說法主要根據嘉慶《新安縣誌》的地圖，圖中在南、北佛堂之東南海面有一鳥標
作「獨鰲洋」，而該誌卷四「山水略」亦稱︰「獨鰲洋在城南二百里左為佛堂門，右為急水
門。」故此「獨鰲洋」當在大鵬灣。其實，該圖所稱「獨鰲洋」( 山 ) 實指大鵬灣南部，塔
門洲正東約 5 公里的石牛洲 (Shek Ngau Chau)。它是一個面積細小的山岡，全無水源，故
與「甘瀑」扯不上關係，只不過因「獨鰲」與「石牛」乃一音之轉，修誌者又未經身臨勘察，
於地貌景觀，均一無所知，故有此誤。
  第二種說法的論據是，成書於康熙初年 ( 約 1670 年 ) 的《廣東新語》卷四〈水語〉海
中淡泉條︰「海中淡泉凡六，其在新安七都大洋中者，曰鰲泉。」而嘉慶《新安縣誌》卷
十八勝跡略亦指出︰「鰲洋甘瀑在七都大洋中，有石高十丈，四面鹹潮，中有甘泉飛瀑，若
自天而下。」據此，許地山教授在 1930 年代末期著文認為，「鰲洋」是位於香港海面，昔
日香港的一個別名「香江」，亦起於此。有人更引一幅 19 世紀初期的西洋畫支持，這是外
國人哈納 (W.Havell) 於 1816 年所作有關瀑布的水彩畫，它描繪一群海員划小艇到瀑布旁汲
水的情景。按歷史記載，19 世紀初，來華貿易的洋船，有不少寄泊於石排灣西南一帶海面，
並在此瀑布汲水補給。
  再者，從哥連臣中尉 (Lieutenant T. B. Collinson)1845 年所繪的全港島地形圖中可見
到，全島西南的溪水，匯集於薄扶木村後，經現今華富邨旁山崖「飛瀑」入海，該處因此稱
為瀑布灣 (Waterfall Bay)，與上述脗合，更增強了此說的可信性。
  1860 年代，港府為解決市區食水供應，將薄扶林的溪水 ( 土名馬尿河 ) 引至中環，稍後
更建成薄扶林水塘，自此「甘瀑」消失。這宗「溪此名留」的事實，又一次證明了「地名是
社會演變的活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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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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今屆世界盃 " 美中不足 " 是指 ?

貞觀之治
　　貞觀之治是唐朝初年唐太宗在位期間的出現的清明政治，經濟復蘇，文化繁榮的治世局面，
因其時年號為 " 貞觀 "（627 年 -649 年），故史稱 " 貞觀之治 "。唐太宗是中國歷史上的一代英主，
其治績一直為後世所傳頌。
　　唐太宗十分注重法治，中書省發佈命令，門下省審查命令，尚書省執行命令，這種政治運作
方式很有點類似現代民主國家的 " 三權分立 " 制。唐太宗十分重視官吏的清廉，親自選派都督、
刺史等地方官，規定五品以上的京官輪流值宿中書省，以便隨時延見，垂詢民間疾苦和施政得失，
百官遂自勵廉能，直接提高政府效率，一時政治清明。在重視法治的同時，唐太宗讓臣下按寬簡
原則修訂法律，制定出《貞觀律》。
　　政治方面，唐太宗留心吏治，虛懷納諫，其臣下敢於犯顏直諫，形成了中國君主專制社會中少
有的良好政治風氣。初期延攬房玄齡、杜如晦，人稱 " 房謀杜斷 "，後期任用長孫無忌、楊師道、褚
遂良等，皆為忠直廉潔之士；朝中以魏徵最能犯顏直諫，皆切中時弊，對改進朝政很有幫助。唐太宗
認為只有選用大批具有真才實學的人，才能達到天下大治，因此他求賢若渴，唯才是舉，不計出身，
不問恩怨，曾先後 5 次頒佈求賢詔令，並增加科舉考試的科目，擴大應試的範圍和人數，以便使更
多的人才顯露出來。由於唐太宗重視人才，貞觀年間湧現出了大量的優秀人才，可謂是 " 人才濟濟，
文武兼備 "。正是這些棟樑之才，用他們的聰明才智，為 " 貞觀之治 " 的形成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經濟方面，太宗推行均田制和租庸調制，注意輕徭薄賦，讓百姓休養生息，授田給予耕作，
以安定民生，從而農業及民生得以不斷發展。中國君主專制王朝的經濟特徵是 " 重農抑商 "，貞觀
王朝是不歧視商業的君主專制王朝，不但不歧視，還給商業發展提供了許多便利條件，新興的商
業城市象雨後春筍般地興起。除了沿海的廣州、福州外，還有內陸的洪州（江西南昌）、揚州、
益州（成都）和西北的沙州（甘肅敦煌）、涼州（甘肅武威）。
　　文教方面，唐帝國除了接受大批的外國移民外，還接收一批又一批的外國留學生來中國學習
先進文化，僅日本的官派的公費留學生就接收了七批，每批都有幾百人。民間自費留學生則遠遠
超過此數。唐太宗戮力復興文教，獎勵學術，大興國學，又下詔修諸經正義及史籍，外國君長如
高麗、日本、高昌、吐蕃等皆遣弟子來唐留學，使唐代學術文化廣播四方。東亞各國尤以日本、
高句麗為甚，深受唐文化影響。
　　武功方面，由於唐太宗勵精圖治，在政治上加強對西域等地區的管轄，在外交上加強與亞洲各
國的友好往來，在軍事上積極平定四夷，先後平定東突厥、薜延陀、高昌、吐穀渾等，並於西域置
安西都護府，因此大唐聲威遠播，四方服悅，西北各族共尊唐太宗為「天可汗」。唐代此時版圖遼
闊，超越漢宣帝在位時的漢朝極盛版圖，是時領土東臨遼東，西達蔥嶺，北逾陰山，南至林邑。
　　貞觀年間，唐太宗的各項善政，使官吏廉能，社會安定，人民豐衣足食，解決溫飽，經濟發
展迅速，造成中興局面，奠定了唐代 274 年的基業。有人如是說：" 整個中國歷史上只有兩個朝代，
即漢代與唐代奉行道的哲學。這兩個帝國是當時全部地球文明中最健康、最幸運、最先進的國度。
監獄是空的，遺落在街道上的貴重東西沒有人撿，所有國民充滿自信。這是因為這兩個朝代的政
府達到了禮制與正義政府的水準。歷史學家把這兩個朝代稱為中國的黃金時代。"

世界盃
　　國際足聯世界盃（FIFA World Cup）簡稱 " 世界盃 "，是世界上最高榮譽、最高規格、最高
競技水準、最高知名度的足球比賽，與奧運會並稱為全球體育兩大最頂級賽事，影響力和轉播覆
蓋率超過奧運會的全球最大體育盛事。
　　在世界盃之前，最重要的國際足球賽事是奧運會。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巴黎紅星隊的創
始人于勒·雷米特先生當選為國際足聯主席，他向各國足球界領導人作了大量的說服工作，竭力證
明：一項世界性的足球比賽完全可以同顧拜旦男爵創立的奧運會比賽並行不悖，並且能夠興旺發
達，他苦口婆心，耐心之至。1926 年 12 月 10 日，國際足聯在巴黎召開了一次工作會議，瑞士、
匈牙利、法國、奧地利、德國等許多國家都派代表參加了這次會議。4 個月後，會議的草案被提
交給各國足協。1927 年 6 月 5 日，在國際足聯召開的赫爾辛基會議上，通過了巴黎工作會議議案。
1926 年，國際足聯盧森堡會議上，把錦標賽的名稱改為 " 雷米特盃賽 "，以表彰前國際足聯主席，
法國人雷米特為足球事業所作出的巨大貢獻。最後在赫爾辛基的代表會議上，更名為 " 世界足球
冠軍盃 -- 雷米特盃 "，簡稱 " 世界盃 "，每四年舉辦一屆。
　　今天的世界盃獎盃大家都知道叫做 " 大力神盃 "。但這個獎盃實際上是從 1974 年世界盃才開
始啟用的。第一屆世界盃的獎盃在最初並沒有特別的名字，就叫做 " 世界盃 "，是由巴黎著名首飾
技師弗列爾鑄造的純金獎盃，重 3.8 公斤，高 35 釐米。其模特是希臘傳說中的勝利女神尼凱，她
身著古羅馬束腰長袍，雙臂伸直，手中捧一隻大盃。此盃為流動獎品，誰得了冠軍，可把金盃保存
4 年，到下一屆賽前交還給國際足聯，以便頒發給新的世界冠軍。此外有一個附加規定是：誰三次
獲得世界冠軍，誰將永遠得到此盃。1970 年第九屆世界盃賽時，巴西隊捷足先得，佔有了此盃。
　　這座獎盃真可謂是命途多舛。在二戰的時候，為了怕被搶走，獎盃被藏在了義大利一處民居
的床底下；到了 1966 年英國世界盃的時候，獎盃居然在向公眾展覽期間被搶走了！警方多方搜尋
無果，最後還是被一條叫 " 皮茲克 " 的狗在郊外的垃圾桶裡找到了；而當巴西隊把獎盃帶回國內
後，依然沒有消停。1983 年，這座獎盃在巴西國內又被盜了！而且這次盜賊更絕，直接將金盃融
了 ...... 所以現在我們見到的雷米特盃，實際上是 83 年之後的複製品。1971 年 5 月，國際足聯舉行
新盃審議會，通過對 53 種方案評議後，決定採用義大利人加紮尼亞的設計方案 -- 兩個大力士雙手
舉起地球的設計方案。國際足聯規定新盃為流動獎品，不論哪隊獲得多少冠軍，也不能永久佔有此
盃。在大力神盃的底座下面有能容納鐫刻 17 個冠軍隊名字的銘牌 -- 可以持續使用到 2038 年。
　　世界盃賽程分為預選賽階段和決賽階段兩個階段，世界盃預選賽階段分為六大賽區進行，分
別是歐洲、南美洲、亞洲、非洲、北美洲和大洋洲賽區，每個賽區按照本賽區的預選賽規則，進
行預選賽，爭奪進入世界盃決賽階段的名額。從 1938 年第三屆世界盃開始，規定衛冕冠軍和東
道主可以直接晉級，從 2006 年世界盃預選賽起，衛冕冠軍需要參加其所屬區域內的世界盃預選
賽，從而只有東道主可以入圍決賽圈的比賽。
　　第一屆世界盃舉辦於 1930 年的烏拉圭， 2018 年 6 月 14 日至 7 月 15 日俄羅斯世界盃是國
際足聯世界盃足球賽舉辦的第 21 屆賽事，這是世界盃首次在俄羅斯境內舉行，亦是世界盃首次在
東歐國家舉行，本屆賽事共有來自 5 大洲足聯的 32 支球隊參賽，但 " 美中不足 "。



人不「中二」枉少年

黃獎
廣告人、「萌動學生創作團」創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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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和大家談過中二病，大家可能覺得比較抽象，一時之間難以理解。我相信，有一部日
本輕小說《中二病也想談戀愛》，可能會比較容易吸收。
  《中二病也想談戀愛》為第一屆「京都動畫大賞」的優秀輕小說作品，獲獎的評語是「文
中的著眼點和想法都令人覺得很有趣」。得獎作品隨後亦有推出續集，並且被拍成動畫電視劇
及劇場版電影。
  男主角富樫勇太在中學二年級的時候，患上中二病，一直活在心目中的妄想世界，把自己
設定為「漆黑烈火使」（Dark Flame Master），用紗布包住右手前臂，幻想封印著黑炎龍。（他
的名字與幻想，明顯是向幽遊白書致敬。）這時期的他，經常會拿出漫畫中的道具，在人羣中
高聲發出宣言，這種行徑，雖然人畜無害，但也令人側目，導致他的人際社交全面崩潰。
  故事開始時，他已經高中，意識到往日的中二病是不妥的，決心為了消除中二病而努力，
在開學日那天，立誓完全封鎖這段黑歷史，開始學習現代生活常識。不過，他仍留有小部份的
中二病症狀，這時候，女主角六花出場，她看見勇太的「對抗魔界」宣言，並以此作威脅。
  其實，六花也是中二病患者，自稱「邪王真眼」，強行與勇太締成契約。六花的行為舉止
惹來了勇太的不少同學、家人、的注目，使勇太在享受正常校園生活時充滿著難言之隱……
  故事當然圍繞著兩人的曖昧關係，逐漸展開，當中，也加入不少人物，讓觀眾看到不同層
次的中二病徵狀，以及一般人對患者的看法。在觀賞娛樂以外，更可以深入了解新一代青少年
的社交困難，值得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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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Phone的使用誤區

Master Lai 黎漢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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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 www.facebook.com/master.lai.1
WeChat: Master_Lai
Email: masterlai@ziweiziwei.com

  蘋果售後 Genius Bar 的「天才」和專業人士們的建議總結出了幾個「iPhone 的使用誤
區」，下面我們不妨一起來了解一下。
1. 不使用鎖螢幕密碼
  儘管目前 iPhone 的保護機制已經很完善，但根據蘋果在 2013 年的報告顯示，仍然有
部分用戶不習慣用密碼來保護他們的裝置。
  雖然 Touch ID 和 Face ID 在大部分情況下都能防止小偷們解鎖行為，但是透過生物驗
證識別百密終有一疏，螢幕密碼自然也就成為了保護你手機內隱私的最後一道屏障。至於
iPhone 螢幕密碼鎖的「功效」，甚至連 FBI（美國聯邦調查局）都沒轍。
2. 允許所有應用程式使用定位服務
  在每次打開一個新安裝的應用程式時，系統都會彈出「是否允許應用程式獲取您的定位
信息」類似的提示，而在大部分情況下用戶都會選擇「允許」以方便日後使用。
  但實際上，我們真的需要讓應用隨時獲取我們的位置訊息嗎？
  或許長期開啟定位功能能方便我們隨時查看地圖、搜索工具或轎硨軟體等等，但長期開
啟定位功能也會有一定的弊端。
  首先是長期開啟定位功能，手機電池壽命會比需要使用時開啟消耗得更快；其次是隱私
問題，難道你真的需要一個應用程式隨時知道你在哪裡？
  idropnews 建議是，根據自己的使用需求在設置中添加或去除某些應用程式的定位服
務。
  「電量用完才充電，對電池好」
  不知你有沒有聽過坊間有個傳言——「手機電量得要用完再充電，這樣才不會損害電
池」，其實手機充電又不是世界末日，充電並不會給電池造成多大傷害。
  如今，鋰電池的製造工藝和充電技術已經相當成熟，現代手機除了能透過電源 IC 防止
電池過充，還能根據電池剩餘容量來恆定充電功率，對電池的損害和發熱降最低 。

  一切都是命，半點不由人。這是中國幾千年的傳統觀念。但實情是這樣嗎？
  2002 年上映的電影《未來報告》告訴我們：在 2054 年的華盛頓特區，謀殺已經消失了；
未來是可以預知的，而罪犯在犯罪前就已受到了懲罰。司法部內的預防犯罪（Pre-Crime）小
組負責破譯所有罪案的證據——從零碎、間接的意象到具體的時間、地點和其它細節，這些證
據都由「預測人」（Pre-Cogs）負責解析。他們是三個具有特異功能的人，在預測謀殺凶案方
面從未失手。
  Chief John Anderton（Tom Cruise 飾）是這支美國最先進的預防犯罪隊伍的頭目，他經
歷過家庭悲劇以後，全副激情都投入工作，希望其他人都不會失去家人。六年以後，全國性的
選舉使 Anderton 更加堅信自己的所做作為，也沒有懷疑過自己的工作。
  身為這個小組的負責人，Anderton 第一次看見從「預測人」偵測謀殺的透明懸掛著的房
間，看到眾疑犯的影像。事發現場固然從未踏步，這些疑犯也素未謀面。但有一天，他看見了
自己—— Anderton 將在 36 個小時之內謀殺一個陌生人，隨後他成為了頭號通緝犯……
  《未來報告》探索了幾個主題：個人私隱、科技對人類的影響、意識和現實等。但我最感
興趣的就是：如果人有命運，那麼命運是否可以改變？如果可以的話，程度有多大？
  中國傳統的命理學裏，研究人生命運的，主要有紫微斗數和子平八字兩種學問，而前者比
後者精確詳細很多，紫微斗數中有一些宮位是先天決定，有些則是可由自己意志決定的。先天
已定者包括兄弟宮、疾厄宮、奴僕宮、父母宮。自己意志可以決定的包括夫妻宮、子女宮、財
帛宮、遷移宮、官祿（事業）宮、福德宮。我可以告訴大家，命盤上顯示的動機、意識、行為、
結果（以星曜特性顯示）等情況，只是代表命盤主人對於某事項的觀念或意識形態，不可以作
為事情吉凶的判斷。
  換言之，很多事情，抉擇決定成敗。就以婚姻大事為例，與賢妻良母生活（從男性角度出
發），或和河東獅子同屋，結果肯定迥異。但同一個賢妻良母，與花心蘿蔔結婚，還是嫁給用
情專一的男人，下半生也不一樣。說到底，婚姻雙方是否配合？與對方父母投契與否？有無子
女？上天並沒有為你安排一切，有些事情，你還是有抉擇權的——如果你有選擇的話。
  以上一切，紫微斗數都可以告訴你。
  命運並非註定，掌握自己人生；祝願大家生活愉快！

一切都是命，半點不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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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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vilegehk.com。我會儘快回覆。

1.     先將所有毛絨球分色排列整齊
2.       將 150 cm 繡花線以雙線穿針，將 9 個 1.5 cm 毛絨球穿上，置中平均

排列，左右兩邊線的長度均等
3-5.  用鈎針起針，以鎖鏈針鈎 15 cm，收針。左右兩邊做法相同，兩端線尾

用剪刀修齊，打結
6.     將 90 cm 繡花線以（2）及（3）鈎 9 cm
7.     最後，做一個可調較長度的結，將左邊線疊上右邊，右線結上一圈打結，

另一邊做法相同，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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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  1.5 cm 毛絨球 10 個 （顏
色隨意）

• 1 cm 毛絨球 8 個

•  150 cm / 90 cm 粉紅色
繡花線各 1 條

• 繡花針

• 3 號鈎針

• 間尺

• 剪刀

1

3

7

  現在正值暑假，天氣非常炎
熱，媽媽可以安排和小朋友多一
點室內活動，除了可以「避暑」
之外，更可以靜靜坐下來，享受
多一點親子時光。
  今期我教大家做一款親子款
式頸鍊，媽媽和小朋友可以一起
做。父母們應該多讓小朋友參
與，除了可以增強他們的信心和
滿足感外，還可以通過穿珠去訓
練他們的小肌肉。戴上一齊去街
街，必定令到途人羨慕不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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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居美食

鹽焗重皮蟹
Salt-baked Soft-shelled Crabs

材料：(3 人份量 )
重皮蟹 ( 連繩 )700 克 (3 隻 )
粗鹽 1 公斤
五香粉 1 湯匙

步驟：
1)  將蟹洗擦乾淨，放入冰箱 30 分鐘，急凍

至蟹暈。
2)  粗鹽、五香粉放煎炒鍋內，中火炒約 10

分鐘至鹽熱透。
3)  取出蟹，解去繩，放入鹽中。
4) 盡量用鹽覆蓋着蟹。
5) 蓋上鍋蓋，用小火煮 12 分鐘。
6)  反轉蟹，再用鹽覆蓋好，多焗 5 至 8 分鐘

即可。

Ingredients: (3 servings)
700 g (3 pieces) soft-shelled crabs (with strings)
1 kg rock salt
1 tbsp five-spice powder

Steps: 
(1) Rub and rinse crabs. Freeze for 30 minutes 

until the crabs are numb.
(2) Put coarse salt and five-spice powder into 

the casserole. Stir-fry over medium heat for 
about 10 minutes until the salt is hot.

(3)  Take out the crabs from the freezer and 
remove the strings. Put into the salt.

(4) Cover the whole crabs with salt.
(5)  Cover the casserole and cook over low heat 

for 12 minutes.
(6)  Turn over the crabs and cover with salt well. 

Cook for 5 to 8 minutes. Serve.

Tips: 重皮蟹是剛換了殼的蟹，新的殼才剛長成，仍未硬。
    Soft-shelled crabs are crabs just have their shells changed. The new shell has just grown 

and not yet become firm.



  香港人生活繁忙緊張，工作壓力大，食甜品確是減壓的好方法。為配
合香港人越來越崇尚健康的生活習慣，這間位於堅尼地城北街的「半糖主義」，以食得健康為
基礎，特別主打好甜者的修身恩物，稀少糖系列甜品。此系列特意選用了日本調配的稀少糖取
代白糖製作，令客人享受甜品的同時也能食得健康。
  稀少糖是一種存在於自然界植物當中，但蘊含量很少的糖類，所以稱為稀少糖。稀少糖味
道與一般糖無誤，熱量低至近乎零，不影響血糖，不會引致蛀牙，研究亦指稀少糖普遍沒有明
顯的副作用。稀少糖不會被身體吸收，並會自然排出體外，使用稀少糖代替白糖，可避免血糖
上升，而且相比其他代糖，稀少糖成份天然，連糖尿病人都可安心食用。「半糖主義」亦有出
售獨立包裝的稀少糖，方便愛健康的顧客也可於家中嘗甜。
  由於稀少糖與一般砂糖的分子結構不同，制作甜品時的用量需經過多番嘗試和調整，才能
運用得宜，製作出美味的甜品。四位初出茅廬的年輕人，本著對甜品的熱誠和執著經營「半糖
主義」，使客人能健康地享受甜品。
  除了稀少糖系列，「半糖主義」還提供各種口味的拿破崙蛋糕、窩夫和韓式雪花冰予客人
選擇，有非常受歡迎的宇治抹茶和紫著口味，亦有坊間少見的豆乳口味，而且可以根據客人口
味，另加其他配料，如雪糕、芋圓、紅豆、小丸子等等。
  晚飯聚餐後，到「半糖主義」與良朋知己繼續歇腳暢談，吃上幾款健康又美味的甜品，為
聚會劃上完滿句號。

半糖主義— 
嗜甜者修身恩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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窩夫系列 : 窩夫香脆可口，有不同口味任君選擇，
還配上了 Häagen-Dazs 雪糕、朱古力醬和自家調製的稀少糖煉奶。

桃膠燉 4.2 奶 : 近年大熱的桃膠，
具美顏功效，桃膠口感爽滑煙韌，
配上香濃的 4.2 牛奶，滋潤養顏。

稀少糖系列 : 幾款採
用了稀少糖的甜品，既可
嘗甜，又不用怕肥。當中
的芝麻糊更是師傅堅持自
己炒芝麻而成的。

宇冶抹茶口味 - 店舖採用了日本直送的宇冶抹茶粉，
抹茶慕絲顏色清新翠綠，口感幼滑，抹茶味道非常香
濃卻不會帶苦澀。

拿破崙系列 : 
豆乳芝士口味 - 豆味香濃，豆乳含
有高蛋白質、鐵質與纖維，食這款
甜品罪惡感大減。



精選產地直送日本高級水果送到府上，
特選每月最優質，最新鮮，直接空運到
港。

查詢電話：3153 2320 

品種 期間銷售

日本西瓜 8 月

日本香印堤子 7 月 至 10 月

日本白粟米 8 月 至 10 月

策  劃：

北海道赤肉哈蜜瓜 日本白桃
規  格 1 個裝—1.2KG-1.4KG 1 盒 4.5k (12/13/15 個裝 )

供應期限 2018 年 6 月至 10 月 2018 年 7 月至 9 月

品  種
北海道赤肉哈蜜瓜 ( 等級 : 秀 , 保
證糖度 : 14 度 )

和歌山或山梨白桃

零 售 價 1 個裝 $168 數量 每盒 $698 數量

聯 絡 人 電話

地  址

送貨安排
  送貨 ( 費用 : 每個 $30 / 兩個以
上每個 $25，只限商業區 )
 自取

  送貨 ( 費用 : 每盒 $40 ，只限商
業區 )
 自取

付款方式

 支票付款   銀行入數   現金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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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真：3153 2182     電郵：contact@privilegehk.com 

自取時間 星期一至五  10:00am-5:00pm

自取地址 九龍新蒲崗大有街 34 號新科技廣場 19 樓 1902 室
( 請預約取貨時間 )

產品提供： 禮尚往來 __ 優品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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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品
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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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朗合隆潮州粉麵位於灣仔，就只有灣仔一間總店，沒有任何分店。店名含元朗二字卻在
元朗沒有分店，背後原來有段溫馨的故事。老闆羅先生原籍潮州，老闆爸爸在數十年前於元朗
壽富街街市附近經營合隆冰室，上述原址現已改建成小巴站。羅先生為紀念已離去的爸爸，特
地以元朗合隆作為他新店的名稱，而潮州菜是他本人的拿手菜式。羅先生亦把新店裝修成懷舊
風格，間格寬敞舒適，好讓媽媽可以於閒時到店內懷緬一番。
  這店舖的菜色簡單，價錢非常實惠親民，是間富有人情味的街坊小店。簡單菜色背後其實
工序繁複，像是招牌的豬雜，已要花許多時間心機處理和烹調。其中只是豬肺已需要放在水喉

下二十分鐘不停灌水以沖洗乾淨，而整鍋
豬雜的火侯亦要掌握得非常準確，必須要
細心處理才可令豬雜軟硬度適中。一碗簡
單的豬雜，吃的是心機和耐性。元朗合隆
潮州粉麵的食物主張新鮮、無味精，食材
保證每日於屠宰場新鮮運到餐廳。配所有
潮式食品的湯底亦絕無味精，秘制湯底主
要以豬筒骨、雞腳等材料淆成。
  餐牌比較簡單，都是傳統的潮式魚蛋、
豬雜。大部份菜色都只是二、三十元，灣
仔罕見。特別的是這裡竟然有豬油撈飯 !

地  址 : 灣仔德仁街 3 號 A 舖
營業時間 : 星期一至日 09:00-21:30

3

1.    正宗潮式黑豚肉餃，內有馬蹄、蔥、豬肉，以芽菜和
芹菜墊底。

2.    豬雜是舖內的招牌菜。

3.  $25 就可以吃到冰鎮墨魚頭，非常爽口彈牙。

4.  新鮮牛脷每日早上於屠宰場直接運到舖頭。

5.   脆魚皮選用門鱔魚皮，比較厚實有咬口，配合湯吃一流。

6.   豬雜、牛柏葉、牛脷等食品都可配辣椒油和魚露會更
惹味。

灣仔平民美食 —

元朗合隆潮州粉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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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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62

山友自由行
8月8日（三）早上8:45大欖轉車站橋集合起步，馬鞍崗、河背水塘、田夫仔山、上下塘、元荃古
道、下花山、愉景新城，荃灣散隊。行程約4小時。
8月15日（三）早上8:45大埔大美督橈烤場隻合起步，烏蛟騰田心村、亞媽笏、分水坳、尖光峒、谷
埔、鳳坑、鹿頸，沙頭角公路散隊。行程約四小時半。
8月22日（三）早上8:45沙田黃泥頭集合起步，花心坑、石芽山、水牛山、石芽背、東洋橫山徑、大
藍湖、茶寮坳、彩雲邨，牛池灣散隊。行程約四小時。
8月29日（三）早上8:45大埔墟鐵路站新達出口集合起步，碗窰、元墩下、四方山、肥佬麥、虎蹤
徑、菠蘿壩、城門谷，荃灣散隊。

週日旅行隊
8月5日【龜背灣暢泳】 晨8:30中環怡和大廈側公園仔集合，9:00乘6號巴士往黃泥涌峽道起步，經大
潭水塘出大潭道落龜背灣大休暢泳（請帶泳衣），午後乘巴士返市區散隊，步程約3小時半。
8月12日【上窰郊遊徑漫遊】晨8:30鑽石山港鐵站C2出口集合，9:00乘96R巴士往北潭涌起步，上窰
郊遊徑出北潭涌敵隊，步程約3小時半。
8月19日【坪洲一日消遙遊】晨9:00中環港外線6號碼頭集合，乘9:30小輪往坪洲（提早5分鐘入
閘），暢遊金花廟、天后廟、手指山，中午大休，自由參加自費午膳，午後賞覽島上美景，約下午
5:00乘小輪返港散隊，步程約4小時。
8月26日【港島徑一、二段漫遊】晨8:30中環怡和大廈側公園仔集合，9:00乘巴士往山頂盧吉道起
步，適當地點大休，午後落香港仔散隊，步程約3小時半。
聯絡電話：魏淑貞(64264189) 郭堅成(94816337)(下午六時至九時，逾時請勿來電)。

南山遠足行山隊
8月6日【小夏威夷徑魷魚灣】上午9:00港鐵鑽石山站C出口集合，井欄樹起步，小夏威九徑魷魚灣水
邊村散隊。
8月13日【長城系列（一）東提路小長城】上午8:30港外線碼頭（長洲）集合，東提路觀音廟小長城
天后宮散隊。
8月20日【衛徑4段麥徑5段】上午9:00港鐵黃大仙站外黃大仙牌坊集合，沙田坳道衛徑4段麥徑5段
正邨散隊。
8月27日【長城系列（二）】上午9:00港鐵上水站C出口（近天橋底）集合，寶石湖路杉山業山松山
坪輋散隊。
查詢電話：光仔9400286（晚上八點至九點半，逾時請勿來電)

香港翠綠遠足隊
8月6日（一）【港島五灣】早上8:45，港鐵港島南線海洋公園站C出口，黃竹坑公園集合起步。經苖
鍾徑，出深水灣，再沿麗海岸路至淺水灣，過中灣，出南灣，沿山路上舂坎灣，出赤散隊。全程約8
公里，步程約4小時。漫遊路線﹕隨時離隊。
8月13日（一）【欣澳灣】早上8:45，港鐵欣澳站集合起步。繞澳灣出鹿頸灣燒烤場沙灘，上標高柱，
過108山，落打棚埔，沿海傍返回欣澳站散隊。全程約6公里，步程約3小時。漫遊路線﹕隨時離隊。
8月20日（一）【大埔滘林徑】早上8:45，東鐵大埔墟站近的士站集合起步。經龍成堡，上大埔滘林徑。
穿插黃路、啡路、藍路、紅路，落松仔園散隊。全程約6公里，步程約3小時。漫遊路線﹕隨時離隊。
8月27日（一）【蒲台島~自定步程】早上8:45，香港仔海濱公園碼頭集合，乘包船前往蒲台島。遊
響螺石、摩崖石刻、靈龜上山、金龜昂首、仙桃石、僧人石、佛手岩等。自備乾糧午餐。約於下午4
時，返回香港仔散隊。費用每位$70，須預先購票。手抱嬰兒亦作一人計算。漫遊路線﹕自行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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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址：www.hkeht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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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友晟之友
8月5日A【鵬海三牛觀鳥、塔門、南蛇灣一日遊】
8月5日B【短咀將軍探洞、綑遊千溪海岸】
8月12日【突擊風琴崖、M形洞、咸田灣海浴】
8月19日（日）香港旅聯．友晟之友合辦【慈雲觀石出水泉】上午9:30慈雲山（北）（2F、3C、3M、
15A總站）巴士總站後空地認旗集合。循水泥徑道上走觀音廟，專訪鮮人留意沙田坳道狼頭石，沙田坳
登標高497米慈雲山，續登路徑更崎嶇，標高372米的水泉澳山，賞玩山頂處的蛇紋石、大石臺，回程順
訪形勢欲墜的飛來石，沙田博康散隊。自備充足糧水、交通費、晴雨用具、手套。步程約4小時。★★★
部分路段崎嶇，須闖林，毋須報名，行程彈性，可中途離隊。夏日酷熱登山量力參加，責任自負。
8月26日A【嶼南肥豬石、大小鴉洲一日遊】
8月26日B【索罟群島頭顱洲、石洲探奇】
聯絡：25396420 網址: http://www.yaushingtravel.com

群山任縱橫
8月5日【南丫島精業遊】晨8:45中環4號碼頭集合，乘渡輪到榕樹灣垉步，經石角咀、北角新村、洪聖爺
灣、蘆鬚城、天后宮、菱角山、模達灣、東澳、索罟灣乘渡輪回香港仔散隊。山行快步小時量力參與。
8月12日【羌山分流過大澳】晨9:00東涌港鐵站A出口集合，乘巴士到羌山道起步，經觀音山、羌山、
靈會山、分水坳、深坑瀝、分流頂、分流、煎魚灣、二澳、大澳散隊。山行快步小時，量力參與。
8月19日【小組活動】
8月26日【石龍吉慶渡掌牛】晨9:00荃灣港鐵站A出口集合，起步經引水道、下花山、石龍拱、元荃古
道、清快塘大休，午後經吉慶橋、四排石山、掌牛山、蠔殼山出元朗散隊。山行快步小時，量力參與。
上述行程以香港行山網-http:www.hiking.com.hk/discus/messages/23368/30308.html?1489364330
或Facebook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pages/群山任縱橫/620166594710640，為準。

山林旅行隊
8月5日【龍騰虎躍進大城】晨梨木樹巴士總站近榕樹公園仔集合，9:00起步，和宜合村、引水道、龍
門郊遊徑、虎蹤徑、大城石澗大休，午後林徑落城門水塘、梨木樹散隊。步程﹕5小時難度﹕★★★
8月12日【白馬三星出蕉坑】晨西貢巴士總站旁公園仔集合，9時起步，對面海、自然教育徑、麻南
笏半島、白馬咀、三星灣大休，午後郊遊徑出蕉坑獅子會自然教育中心散隊。（自由暢泳三星灣海
灘）。步程﹕5小時難度﹕★★★
8月19日【紅梅尖沙跨美孚】晨大圍鐵路站D出口集合，9:00起步，新翠邨、紅梅谷路、紅梅谷自煞
教育徑、引水道、尖沙徑、晨運園地大休，午後長坑村、九華徑上村、鐘山台落美孚散隊。步程﹕5
小時難度﹕★★★
8月26日【康莊柏徑奔赤柱】晨太古鐵路站B出口左轉基利路公園仔集合，9:00起步，南豐新村上康
柏徑、林徑、大潭篤林道、燒場大休，午後引水道落赤柱散隊。（自由暢泳赤柱海灘）步程﹕5小時
難度﹕★★★
查詢：逢星期二至六 晚上七至八時 秦泉93507565
山林網址:http://www.facebook.com/shanlamhiking或http://shanlamhiking.simplesite.com

中業旅行隊
8月8日（三）【港島山頂下香港仔~逍遙遊】上午8:30中環交易廣場15號巴士總站集合。乘巴士至
山頂起步，下香港仔散隊。
8月12日(日)【大頭洲出石澳海灘】上午8:30筲萁灣鐵路站A3出口集合。巴士往石澳，登大頭洲，出
石澳海灘暢泳，泳畢自由散隊。步行約2小時，二星。
8月22日（三）【九龍水塘下蘇屋邨~逍遙遊】上午8:30太子鐵路站D出口路面集合。巴士往九龍水
塘起步，登鷹巢山，下蘇屋鄒散隊。
8月26日(日)【屯門海濱出蝴蝶灣】上午8:30屯門碼頭59X、59M巴士總站集合。漫步屯門海濱長
廊，出蝴蝶灣海灘嬉水，自由散隊。步行約2小時。
查詢電話: 9511 1935 黎民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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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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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景之友VIP遠足隊
8月5日(日)【北潭東心淇】上午8:45西貢巴士總站公廁旁紙船公園，乘9:00開94號巴士，北潭凹、赤
徑、東心淇、土瓜坪、黃石碼頭，適當地點大休。約3小時 ★半至★★
8月12日（日）【獅子暢游三星灣】上午9:00西貢北站，92號巴士，792M巴士可達，獅子會、蕉
坑、白馬咀、麻南笏，三星灣散隊後可自由暢泳，有興趣游水者請帶備泳衣等用品，適當地點大
休。約3小時  ★★
8月19日（日）上午8:15中環4號碼頭，乘8:35開班船，索罟灣、南丫島家2 徑、模達灣、石排灣/或
上海拔250米菱角山、東澳、天后廟白龍皇、南丫島家樂徑、神風洞、蘆鬚城、洪聖爺灣、榕樹灣，
適當地點大休。約3小時  ★半至★★ 
8月26日【犀牛石】（日）上午8:45西灣河站A出口14號巴士站，赤柱炮台、犀牛石、黃麻角道、赤
柱市集，適當地點大休。3小時  ★★
*是日旅聯週年會慶聯歡聚餐，請向領隊預購餐券。*
Facebook:http://www.facebook.com/viphiking   查詢：勝哥9727 9788  隆哥9558 3742

千禧遠足隊
8月9日(四)太古站，基利路公園仔集合，晨9:00起步，基利路、引水道、中途轉石級上康柏徑、黃
狗脊上柏架山、落P8、上大坡板、畢拿山過小馬山、射靶場落小馬澗，北角散隊。4小時多步程，
★★★難度高，初行不宜。
8月16日(四) 西貢巴士總站公園紙船集合，晨9:00起步，禾寮、水浪窩、企嶺下鶪公山、右轉黃毛
應、山徑、大環、黃竹灣、澳頭、禾寮，西貢散隊。4小時步程  ★★★
8月23日 (四) 西鐵站元朗G出口集合，晨9:00時垉步，經輕鐵站出青山公路元朗段，博愛，凹頭登狐
狸過江參觀唯一南未皇帝妹下降平民郡駙馬墓穴，然後登蠔殼山168米，山神廟，登4排石，第二亭
下降大欖隧道轉車站出荃灣下午茶兼散隊。4小時步程，★★★難度高。
8月30日（四）筲箕灣地鐵站9號巴士站集合，晨9:00乘巴士往土地灣起步，登龍脊、AB綫、打爛
埕、引水道、小西灣沖涼後下午茶散隊。★★★

勞青旅行隊
8 月5 日【龍尾朝天雙龍澗】上午9:00正東涌巴士總站集合，乘3M號巴士至貝澳起步入澗，經著名
的一柱瀑，上溯至龍尾峽，走龍尾朝天或取道南大嶼山郊遊徑返程。（此期路線澗道崎嶇，敬請量
力參加）步程﹕約5小時。難度﹕★★★★
8月12日【屏南石澗老龍潭】上午9:00正粉嶺火車站往鹿頸小巴站集合，乘小巴往南涌起步，分澗線
及山線，澗線﹕一路溯澗至老龍潭大休，山線﹕一路沿山路上老龍潭大休﹕午後沿山路落丹竹坑散
隊，可步行往沙頭角公路乘車。步程﹕約4.5小時。難度﹕★★★
8月19日【攀登橫涌石澗】上午9:00正大埔火車站集合乘275R往新娘潭起步，前往橫涌石澗口入
澗，經密林登龍珠瀑頂，紅番石過霜碧潭長時間大休。午後沿澗上攀返回新娘潭散隊。步程﹕約3.5
小時。難度﹕★★★
8月26日【橋咀廈門灣暢泳】上午9:00西貢碼頭廣場集合，乘船往橋咀島起步，經白沙洲、往廈門灣
乘船回西貢散隊。
聯絡：李玉雲6281-6889 葉宗富9703-6969

晨暉旅行隊
8月5日【相思林徑杜鵑潭】相思林徑及大帽山南麓最優美之碧綠植林帶，川龍啟步，經林務站，先賞
金雞響石；近覽維肖維妙之小丑。大城澗杜鵑潭大休。回程遊自然教育徑出城門水塘。步程4小時。
8月12日【九龍坑山八卦圖】九龍坑山山脈四通八達，沿脊登臨，俯瞰船灣海景色，三門仔，大埔及
工業邨，遠眺八仙嶺巍峨壁立。沙螺洞村尋找（八卦圖）風水穴，順訪鴉山村，步程5小時。
8月19日【轆牛河塘清潭行】經蜿蜒曲折之甲龍林徑下詐黃猄坳，漫遊轆牛嶺植林道，穿走於綠林茂
草間。順落河背水塘溪畔大休。午後出雷公田。步程適中。
8月26日【荔梅幽徑一日行】境內東北區大青山，土名『吊燈籠』。每當天高月明之後，自梅子林，
蛤塘，犂頭石，以至三椏灣一帶望之，恰如燈籠之高照。串行吊燈籠山腰村莊山徑，步程適中。
集合地點：九龍旺角－運動場道－中國銀行（香港）附近個地鐵太子站A出口）
本隊網址： http://sunrisehiking.blogspot.hk

歡樂遠足隊
8月7日【大欖郊遊徑~引水道】晨港鐵荃灣站C出口集合，9:00乘68M巴士往大欖隧道轉車站（往元
朗方向）巴士站落車，上大欖郊遊徑、落引水道、永吉橋大休、深井散隊。
8月14日【沙螺灣、大澳】晨東涌港鐵站B出口東薈城集合，9:00時起步，逸東邨、侯王廟、沙螺
灣、深屈大休、大澳散隊。
8月21日【金督馳馬徑】晨中環交易廣場巴士總站集合，9:00乘6號巴士（黃泥涌公園站落車）黃泥
涌峽道起步，金督馳馬徑、康柏徑、興東邨散隊，適當地點大休。
8月28日【紅梅回歸筆架山】晨港鐵大圍站D出口集合，9:00時起步，紅梅谷上引水道、回歸亭、棋
山徑、筆架山，大埔道散隊，適當地點大休。
網址：http://happyhiking201003.webs.com

青山友之行
8月5日【大澳~二澳海岸執垃圾活動】9:00東涌地鐵站B出口，行程需時﹕約5小時，約5公里，行程
難道﹕清潔海岸老少適宜，備注﹕備足夠糧水、垃圾鉗、手套。要求參加者穿青山友之行隊衫或者
橙色衫。隊衫由青山友之行贊助。
8月12日【南丫島奇觀怪石美麗島嶼】8:20中環4號碼頭集合乘船到索罟灣碼頭，路線﹕索罟灣碼
頭~天后廟~深灣~月老石~魚嘴石~陰山石河~狗頭石~貓手石~石面~羊仔石望海~手指石（勝利
石）老虎石~鸚鵡石~虎豹石~原路回索罟灣碼頭
8月19日【長洲島嶼旅程】8:30中環5號頭集合，路線﹕【長洲環島一圈】長洲碼頭~長洲灣~大鬼
灣~東灣仔~北角咀~東灣~觀音灣~花坪~南氹灣~墳場~白鰽灣~鯆魚灣~涱保仔洞~西灣~長洲碼頭
8月26日【青馬大橋-花瓶石-迪士尼公園】9:00大嶼山青馬大橋收費廣場集合，路線﹕大嶼山青馬大
橋收費站~青馬大橋~草灣~花瓶石~扒頭鼓佛山沉船~迪士尼公園
更多詳情，請瀏覽青山有之行Facebook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423563204434250
報名查詢：林經理隊長、何總監、菁秘書、美男陽仔大肥豬，手機：56161788(晚上六點至八點半，
逾時請勿來電)

越野優悠行
8月4日（六）【康柏馳馬落北角】基利路休息處（港鐵太古站B出口左轉〈向鰂魚涌方向〉約200
米）集合，準9:00起步，上康柏徑經金督馳馬徑落北角散隊。全程約2小時半。
8月18日（六）【牛頭戲鱷魚】牛頭角鐵路站B出口集合，9:00起步上鱷魚山，過華樂配水庫落沈雲
山抽水站出坪石散隊。全程約2小時半。
當日7:30AM時，紅雨、黑雨、3號風球或以上行程將取消。以上節目若天氣欠佳，改線與否由領隊決定。
查詢:陳熾建(92053648)  May Chan(61435669)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六至七)
或電郵:canchanms@hotmail.com   或登入:www.facebook.com/yycrosscountryhk/

香港樂群康樂會
8月12日（日）【曝罟灣輕鬆遊】是日準9:15西貢碼頭紙船池集合出發。（逾時不候）
行程﹕乘巴士出發，北潭涌、上窰民俗文物館、起子灣廢村、曝罟灣、原路出上窰，乘車邌西貢，
西貢永和酒樓下午茶散隊。全程約3-4小時，難度一星半。
查詢／報名電話： 2323-9399 / 6655 0031
傳真： 2324-7133 電郵：lokkwanclub@hotmail.com
WhatsApp/WeChat:+852 66550031           Facebook專頁: 香港樂群康樂會

友峰會
8月12日（日）【千島翠湖】上午9:00（海員訓練中心附近）大欖涌巴士總站認旗集合。經大欖涌水
塘主壩，環走「香港千島湖」，大棠散隊。自備糧水、晴雨用具，漫步遠足5小時，難度﹕★★
8月26日（日）【橫涌寒潭~會員活動】攀崖溯澗5小時，難度﹕★★★



白羊座

只顧自己的想法漠視情人意
見，問題根源就這樣出現了。
單身留意自己有否糊里糊塗
成為第三者，放慢腳步一定
有幫助。工作嘗試從不同角
度思索，就會找到新出路。
幸運石：白水晶

金牛座

情人感覺不到你對他的了
解，記得別用好勝心態相處。
單身放下矛盾的念頭，就能
夠分辨出新對象的真心假
意。你不支持工作上的改革，
堅持下去就會被人淘汰。
幸運石：螢石

雙子座

不要希望做場大龍鳳逗情人開
心，你會因為準備不足而欠缺
效果。單身和新對象溝通時需
要主動發問，但留意不要用審
問犯人的語氣。嘗試找出對工
作有利的處事方式。
幸運石：拉長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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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對情人產生糊思亂想，請
嘗試接受大家有不同的思路，
就能解決問題。單身要接受
現實，再糾結下去新對象會
消失。工作必須要避免主觀
判斷和執著事情的對與錯。
幸運石：綠螢石

獅子座

請先不要對情人解釋太多，
用行動証明有你有決心改善
關係。單身別聽太多無謂意
見，了解自己就能令愛情有
突破。工作必須要在人際關
係上花點心思。
幸運石：太陽石

巨蟹座

情人自信能控制和改變你的
一切，你越反抗就令關係更
僵。單身千萬不要因為對舊
情人內疚，而把自己變得孤
獨。工作要適當平衡感性與
理性，靈活運用去處理事情。
幸運石：粉晶

山羊座

情人一直願意配合你的想法，
再看不到對方付出，關係就
會開始下滑。單身別令新對
象感覺到，要照顧你的情緒
是非常麻煩。工作上不要太
過冒險，否則只會麻煩更多。
幸運石：青金石

水瓶座

對情人態度飄忽不定，於是
令對方出現挑剔的態度。單
身要幫新對象解開傷痛，才
可以令關係突破。用白紙黑
字寫明大家工作，就能協調
同事和環境出現的問題。
幸運石：藍紋瑪瑙

雙魚座

不再依賴情人的意見，會穩定
兩人的關係。單身要令自己回
到個性浪漫和樂天的狀態中，
就能令戀愛更好。公司正開始
進行改革，工作時不要忽冷忽
熱，會令上司不滿。
幸運石：紫水晶

天秤座

和情人的關係出現一些風
浪，只要冷靜面對，已可以
令關係穩定。單身要相信最
壞的情況結束，光明終於來
到。工作上學習更多妥協，
就能將成果延續下去。
幸運石：海藍寶

天蠍座

你無藥可救的幻想，會令情
人對你失去信心，你要主動
處理問題。單身處理好自我，
就可以避開有魅力但機心重
重的人。請不要使出你最極
端的反應去處理工作問題。
幸運石：海藍寶

人馬座

暫停在混亂的思想下和情人
爭辯對錯，放下成見就能找
出解決問題的方法。單身的
你願意主動，感情就回到多
采多姿。工作盡力避免強調
自己想法，不要做懶好人。
幸運石：藍紋瑪瑙

Fanny 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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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讀者提供一個分享平台「百花薈」
分享攝影、散文、微小說、中國畫、西洋畫、漫畫、詩歌等創作，
歡迎電郵或郵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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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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