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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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南之友(沙田)
雅玉珠寶 (油塘)
香港音樂人協會(牛頭角)
華偉音樂藝術中心(西環)
政府人員協會 (油麻地)
廣東社團總會 (上環)
沙田新女性協會(沙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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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聯會沙田地區服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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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泉澳邨發展協進會(沙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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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紅十字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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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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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在素食(太子)
餃掂(太子)
餃掂(灣仔)
餃掂(旺角)
蛇王協 (深水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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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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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泉澳邨街坊互助社(沙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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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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樂怡生活》月刊參加嘉年華活動，得到百年歷史「雞公欖」（又稱飛機欖）第二代、第三
代傳人崔景波先生和崔國滿先生父子的支持和參與，不僅贊助提供風行百年的“飛機欖”和享譽
港澳的“上環檸檬王”，作為《樂怡生活》遊戲攤位的獎品和禮品，並且把家傳的鎖吶、腰鼓、
工藝大公雞、裝載飛機欖的欖型箱讓市民觀看，勾起中老年朋友們的回憶，更可以品嘗久違的“兒
時滋品”。崔國滿先生冒著炎熱的天氣，穿戴起“工藝大公雞”或掛上“飛機欖箱”，裝載“飛
機欖”和“檸檬王”，向市民派送，不同年齡層的市民雀躍歡呼，傳統涼菓深受市民喜愛。

4

市民踴躍參與攤位遊戲。

  每年踏入九月份後，工會、同鄉會、街坊會及各種類型的社區服務、互助團體等，都會舉辦
形形式式的嘉年華，為會員、市民提供歡愉的文康活動，深受市民的喜愛。
  《樂怡生活》月刊仝人，樂於參與這些嘉年華會，用心、出力為社區，為坊眾提供有文化
特色的遊戲和獎品。9 月 2 日和 9 月 23 日（均為星期天），《樂怡生活》月刊採編人員在沙田
中心公園參加了由「政府人員協會」、「工聯會新界東辦事處」合辦的“迎國慶慶祝工聯會成立
70 週年嘉年華”，及由「工聯會沙田地區服務處」、「沙南之友」、「水泉澳邨互助社」、「水
泉澳邨發展協會」、「沙田新女性協會」在水泉澳邨聯合舉辦的“中秋築福水泉澳迎月晚會”。
能夠到社區，為坊眾，各年齡層的老中青少朋友，提供歡樂、康健、怡情的傳統文化、創意文化、
謎語競猜活動，大家充滿活力，笑口盈盈，給參加嘉年華的市民和街坊送上喜悅，以行動體現《樂
怡生活》月刊的辦刊宗旨。



  《樂怡生活》月刊專欄作者、謎語大
王童三軍先生穿著中式禮服、在遊戲攤位
和舞台上進行猜燈謎遊戲，謎語既有中華
文化傳統內容，亦有時事和科技內容，市
民踴躍參與，互動氣氛熱烈！童三軍先生
精彩的謎語競猜，引起市民陣陣的歡呼聲
和讚歎聲！

  星緣創藝有限公司大力支持《樂怡生活》月刊，贊助了
數量可觀的精美貼紙、貼紙簿和鎖匙扣，作為遊戲獎品和攤
位禮品，贈送給市民。禮品設計獨特，圖案精美，深受歡迎，
小朋友們更是爱不释手。
  《樂怡生活》月刊衷心感謝“雞公欖”二三代掌門崔先
生父子、謎語大王童三軍先生、星緣創藝有限公司的贊助和
支持，對他們熱心服務社群的精神，致以誠摯的敬意！

6 7
給我一個 " 不倒翁 " 鎖匙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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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清清小溪提供
( 攝於廣東連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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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年前，梁沛錦教授 60 歲退休時為自己立下座右銘「晚霞勝朝暉」---- 就是有生之年，為
大陸貧困落後地區籌建一百間醫院。當年，友輩以為他開玩笑 ; 殊想廿多年後的今天，他籌建的
醫院已有九十六家投入服務，加上明年啟用及籌建中的醫院，將達一百零五之數。梁老發揮餘熱
「投筆從醫」成就斐然 !
  梁沛錦教授是香港大學哲學 ( 戲劇 ) 博士，前此任教九龍華人書院、香港中文大學，執教鞭
33 年、榮休時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古典戲曲及文學史教授，期間著書無數，是廣東粵劇文化的
「活字典」;2009 年「粵劇」向聯合國「申遺」成功，他是省港澳地區推手之一。梁教授坦承，
自己晚年毅然「轉行」，國學大師錢穆對他影響很大。「我是跟錢穆老師習中國歷史，在他的精
神感召下，我認為一個中國人、香港人、有血緣關係的人都應該愛自己的國家、愛自己的民族。
所以決定退休之後全無牽掛，應全力投身報效國家、社會，才不枉此生。」臨近退休前，梁教授
曾在內地辦學校助學，卻因財力有限沒成功。偶然的經歷，令他踏上「俯首甘為病者牛」之途。

「俯首甘為病者牛」
  1992 年，梁教授以「廣東省政協」身份到粵北韶關開會。外出散步時，見到兩名大漢扛著
一個擔架狂奔，趕著把擔架上之孕婦抬到十多公里外的接生所待產。這個情景令他很震撼 ; 之後，
他在大陸鄉鎮亦見到不少抬傷病者到遠處求醫的慘況。「健康是人民的財富，人民是國家的生
命」。大陸貧瘠農村缺醫院，教授終踏上為大陸貧瘠農村籌建院征途。國學大師饒宗頤認同他的
壯舉，欣然為對聯題字以示支持。
     梁教授於 1994 年成立「中國健康工程引發基金」開展建院計劃，投建對象是缺醫的貧瘠農
村，每家資助建造費是五十萬元，不足之數由鄉鎮政府自行籌措。二十多年前，五十萬不是少數。
計劃起動時他只是與賢內助藺文彬女士一起「單打獨鬥」。為了籌措啟動資金，教授把自己珍藏
的古董文物變賣，後來更把大學的退休金貼上。善行得到友好支持，「一位當律師的學生，開出
一百萬元支票要買古董，幾多件不拘、什麼年份亦不問，實際是支持我，令我大受鼓舞。」梁教
授至今對此仍津津樂道。

籌建醫院惠及萬眾
  籌建的第一間醫院，是粵北乳源縣「崇安醫院」( 崇安堂 )，於 1994 年開工，1996 年落成。
「這個縣有五萬人口。如果醫院運作 50 年，投放的五十萬元便可惠及當地三代人。換句話說，
每十元便令當地一個人一輩子有醫院用，很有意思 !」第一間醫院啟用之年，正是教授榮休之「賀
禮」，亦是他欣然宣報要籌建一百家醫院之時。梁教授坦言，當時立下的豪言壯語，屬個人的奮
鬥目標，有生之年能起得一間就一間，就算他未能達標，相信自有後來人。「廿多年來籌建工程，
令我深深感一脈相承之溫暖，百間醫院中，不少是香港社團或個人獨力捐贈。如西藏拉薩的“麻
瘋病醫院”便是香港孔教學會會長湯恩佳先生捐贈 ; 中文大學新亞校友，在粵北樂昌建“黃圃新
亞醫院”; 珠寶大王陳俊文先生不但大力支持建院，後來更將他的“松峯慈善基金”與我們合作，
共同發展，善舉更如虎添翼。」

「晚霞勝朝暉」
精神可敬
  時在今日，逾百間醫院在大江南
北及邊陲開花結果，落成序為 : 廣東、
山西、西藏、湖南、遼寧、貴州、江西、
甘肅、安徽、河北、湖北、新彊、江
蘇、青海、寧夏、雲南、陝西、山東、
福建、黑龍江、四川、浙江等。教授
廿五年的勞心勞力沒有白廢。82 高齡
梁沛錦教授，雖然年來動過多次手術，
體力大不如前，仍樂此不疲「起得一
間就一間」，「晚霞勝朝暉」精神可敬 !

11

梁沛錦教授、藺文彬伉儷

第一間在內地捐建的醫院——廣東乳源大橋鎮崇安
醫院 (1996 年春落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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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彭啟堯
繪圖 : 保 蓮

提供，版權所有

孟子金句漫畫

孟 子： 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
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孟子說： 上天將要把重大使命降落到某人身上，一定要先使他的意志受到磨練，使他的筋骨
受到勞累，使他的身體忍飢挨餓，使他備受窮困之苦，做事總是不能順利。這樣來
震動他的心志，堅韌他的性情，增長他的才能。

Mencius said:    “When Heaven is about to place great responsibility on a man, it first 
disciplines his mind with suffering, toils his muscles and bone, exposes 
his body to hunger, subjects him to extreme poverty, and fuddles his 
undertakings. All these mishaps gear to fortify a man’s mind and soul and 
complement his abilities.”    ( 蘇國麟英譯 )

13

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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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拉薩孔子地方病醫院 ( 湯
恩佳博士損建 )。

療寧省朝陽北票梁潔華精神病
醫院 ( 梁潔華博士捐建 )。

廣東省樂昌市黃圃鎮黃圃新亞
醫院 ( 新亞校友及其他善心人
士捐建 )。

山東省沂水縣楊庄華芬醫院
( 顧鐵華、費肇芬伉儷捐建 )。

梁沛錦博士捐贈新疆阿勒泰冶
民醫院的儀式上講話 ( 阿勒泰
市位於新疆最北部 )。

雲南省文山壯族苗族自治州麻
粟坡縣馬街鄉馬街衛生院寶豫
樓 ( 潘少權先生捐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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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健康．幸福快樂 ”2018 系列
全港校際比賽暨粵港澳大灣區學生邀請賽

國畫比賽 

“身心健康．幸福快樂 ”2018 系列
全港校際比賽暨粵港澳大灣區學生邀請賽

國畫比賽

姓名 : 黃敏行

地區 : 香 港

名次 : 冠 軍

冠 姓名 : 彭家汶

地區 : 香 港

名次 : 亞 軍

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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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健康．幸福快樂 ”2018 系列
全港校際比賽暨粵港澳大灣區學生邀請賽

國畫比賽 

“身心健康．幸福快樂 ”2018 系列
全港校際比賽暨粵港澳大灣區學生邀請賽

國畫比賽

姓名 : 張 衡

地區 : 香 港

名次 : 季 軍

季

姓名 : 蘇子清

地區 : 珠 海

名次 : 季 軍

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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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健康．幸福快樂 ”2018 系列
全港校際比賽暨粵港澳大灣區學生邀請賽

硬筆書法初小組名次（P1 -P3 ）

“身心健康．幸福快樂 ”2018 系列
全港校際比賽暨粵港澳大灣區學生邀請賽

硬筆書法初小組名次（P1 -P3 ）

姓名 : 林子迅

學校 : 聖公會油塘基顯小學

名次 : 冠 軍

冠 姓名 : 莫睿桐

學校 : 德望小學暨幼稚園

名次 : 亞 軍

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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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健康．幸福快樂 ”2018 系列
全港校際比賽暨粵港澳大灣區學生邀請賽

硬筆書法初小組名次（P1 -P3 ） 

“身心健康．幸福快樂 ”2018 系列
全港校際比賽暨粵港澳大灣區學生邀請賽

繪畫比賽

姓名 : 劉瀚東

學校 : 新界婦孺福利會梁省德學校

名次 : 季 軍

季 姓名 : 李浩陽

地區 : 龍 崗

名次 : 冠 軍

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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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健康．幸福快樂 ”2018 系列
全港校際比賽暨粵港澳大灣區學生邀請賽

繪畫比賽

“身心健康．幸福快樂 ”2018 系列
全港校際比賽暨粵港澳大灣區學生邀請賽

繪畫比賽

姓名 : 黃合麒

地區 : 龍 崗

名次 : 亞 軍

亞 姓名 : 曹程慧

地區 : 龍 崗

名次 : 季 軍

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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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健康．幸福快樂 ”2018 系列
全港校際比賽暨粵港澳大灣區學生邀請賽

繪畫比賽

“身心健康．幸福快樂 ”2018 系列
全港校際比賽暨粵港澳大灣區學生邀請賽

繪畫比賽

姓名 : 梁曦允

地區 : 香 港

名次 : 季 軍

季
姓名 : 李紫涵

地區 : 江 門

名次 : 季 軍

季



歷史通識填充題有獎遊戲
地址 : 嘉峰臺
姓名 : 林小姐

地址 : 新都城
姓名 : 單小姐

疊字遊戲
地址 : 第一城
姓名 : 何先生

地址 : 黃埔
姓名 : 張小姐

26

上期遊戲得獎者

精彩幽默的“廣東俗語”

上期遊戲得獎者

有獎燈謎會
地址 : 筲箕灣
姓名 : 梁小姐

地址 : 尖沙咀
姓名 : 黃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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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肉攞瘡生 ----- 自找麻煩。本來沒麻煩的，但自找麻煩。

熟 口 熟 面 ----- 指某人很面熟，似曾相識。

食 穀 種 -----  穀種是作為下一次播種的種子，如食了穀種便沒有種
子播種種植，導致下一年無法耕種，沒有收成。形容
人把最後的儲蓄也用盡。

抵食夾大件 ----- 形容吃的東西又便宜又大件。

行路唔帶眼 ----- 在路上沒有留意周圍的情況，一不留神把人撞倒。

模型車 ( 一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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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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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玫瑰木結他 ---- 陪伴我成長的印記。它已經變得
殘舊，以前的成長之路、青蔥歲月已成為回憶。
    依稀記得首次接觸結他是小二的時間，那時我只
當結他是玩具、甚至有時候當它是件垃圾，有興趣
的話，便拿出來亂彈一番，毫不理會是否正確。
及後，我自己竟然彈出了一首歌，不知是否有滿
足感，我決定要認真學習結他。因為父親從事音
樂工作的緣故，我有一個免費的老師，但這個「老
師」非常嚴格，要我這個「學生」每天都要練習
一小時結他、假期需要練得更久，緃使手指按得
痛，但仍要堅持。我和這個「嚴師」多了一個溝通的橋樑。
    正所謂嚴師出高徒，雖然我並不是「高徒」，但堅持的確令到我有所進步。第一次登台是在
星光大道，雖然父親陪伴我一起演出，但始終難免有點緊張，幸好順利完成。自此，我更喜愛
結他。
    結他顆粒狀清澈的音色很容易令人陶醉一番﹔音樂和諧音色、一些行板甚至慢板的旋律可以
令人在急速的生活找到一點點放鬆的時光。我除了彈結他，有時候都會聽聽古典音樂、民歌，
甚至自己簡單研究中國樂趣、找到舒緩壓力的方法。
    音樂留著成長的回憶。
    編者按﹕鍾偉軒先生出生於音樂世家，是年青的音樂藝術工作者，現擔任華偉音樂藝術中心、
華偉音樂藝術民歌表演團暨香港民歌結他促進協會團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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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親愛的讀者，上一期為大家介紹的
是＜孔明借箭＞，今期為大家介紹的是＜孔
明借東風＞。
  記得小時候，我聽過一首非常通俗的童
謠，內容是 :「孔明借東風，周瑜用火攻，曹
操帶兵走，走到華容道口，關公重情義，存
心放他走！」
  這雖然是一首童謠，但已經概括地將＜
孔明借東風＞的故事，用簡單文字演譯出來。
  至於詳細的故事，就要查看＜三國演義
＞第四十九回 : 七星壇諸葛祭風 三江口周瑜
縱火。以下是＜孔明借東風＞的故事簡介 :

周瑜病倒
  話說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統兵南下，
企圖一統江山！時劉備兵敗，與孔明赴江東
向孫權求助，當孔明舌戰郡儒之後，一致決

定合兵抗曹。
  卻說水師都督周瑜，雖然是同意合兵抗
曹，但是曹操統兵八十萬，江東兵馬只有五
萬，在此强弱縣殊的條件下，怎樣才能扭轉
劣勢呢？確是費煞思量！
  結果他在重重壓力之下病倒，口吐鮮血，
不省人事，左右將之救回帳中……

孔明探病
  一日，孔明到來探病，對魯肅曰：「公
瑾之病，亮亦能醫。」。瑜命請入，教左右
扶起，坐於床上。
  孔明笑曰：「亮有一方，便教都督藥到
病除！」
  孔明索紙筆，密書十六字曰：
  「欲破曹公，宜用火攻；萬事俱備，只
欠東風。」

  周瑜見了大驚，暗思：
  「孔明真神人也，早已知我心事！」乃笑曰：
  「先生已知我病源，事在危急，望即賜教。」
  孔明曰：
  「亮雖不才，曾遇異人，傳授奇門遁甲天書，可以呼風喚
雨。都督若要東南風，可於南屏山建一台，名曰七星壇：亮於
台上作法，借三日三夜東南大風，助都督用兵，何如？」
  瑜曰：「休道三日三夜，只一夜大風，大事可成矣！」
  瑜聞言大喜，矍然而起。便傳令差五百精壯軍士，往南屏
山築壇。

登壇作法借東風
  孔明於十一月二十日，沐浴齋戒，身披道衣，跣足散發，
來到壇前，一日上壇三次，下壇三次。
  且說周瑜請程普、魯肅一班軍官，在帳中伺候，只等東南
風起，便調兵出，一面急報孫權接應。
  衆將軍在帳下聽候，一個個磨拳擦掌，準備廝殺，只等周
瑜號令。周瑜正在帳中坐議，等待東風。是日，看看近夜，天
色清明，微風不動。
  將近三更時分，忽聽風聲響，旗幡轉動。瑜出帳看時，旗
腳竟飄西北。霎時間東南風大起，瑜駭然曰：
  「此人有奪天地造化之法、鬼神不測之術！若留此人，乃
東吳禍根也。及早殺卻，免生他日之憂。」
  急喚帳前護軍校尉丁奉、徐盛二將，各帶一百人到南屏山
七星壇，拿住孔明，將首級來請功。
  二將領命，丁奉馬軍先到，下馬提劍上壇，不見孔明？
  二人聚於江邊，卻見孔明披髮下船，那船望上水去了。只
見趙雲拽起滿帆，乘順風而去，其船如飛，追之不及。岸上二
人回見周瑜。瑜大驚曰：
  「此人如此多謀，使我曉夜不安矣！」
  魯肅曰：「且待破曹之後，卻再圖之。」
  且說赤壁之戰，就是周瑜先布下反間計，黃蓋行那苦肉
計，教黃蓋暗通曹操，帶同糧食輜重，向曹營詐降。
  是時江東天色向晚，黃蓋準備火船二十隻，船內裝載蘆葦
乾柴、焰硝引火之物，船尾各系走舸，旗上大書「先鋒黃蓋」。
  黃蓋乘一陣東風，望赤壁進發。適逢東風大作，波浪洶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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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在中軍遙望隔江，見江南隱隱一簇帆幔，皆插青龍牙旗，便
迎風大笑，自以為得志。
  來船漸近，程昱觀望良久，謂操曰：
  「來船必詐。且休教近寨。」
  操曰：「何以知之！」
  程昱曰：「糧在船中，船必穩重；今觀來船，輕而且浮。
更兼今夜東南風甚緊，倘有詐謀，何以當之？」
  操省悟，便叫文聘前往當之。十數隻巡船，隨文聘船出。
  不料南船弓弦響起，文聘被箭射中左臂，倒在船中。船上
大亂，各自奔回。

火燒赤壁
  南船距操寨止隔二里水面，黃蓋下令一齊發火，火趁風
威，風助火勢，船如箭發，煙焰漲天。二十隻火船，撞入水寨，
曹寨中船隻又被鐵環鎖住，無處逃避，一時盡著火，四下火船
齊到，但見三江面上，火逐風飛，一派通紅，漫天徹地。
  曹操回觀岸上營寨，幾處煙火，形勢危急，幸得張遼與十
數人保護曹操，飛奔岸口。當日滿江火滾，喊聲震地。周瑜分
三路進軍赤壁，徐盛、丁奉大隊船隻都到。火須兵應，兵仗火威。
  此正是：三江水戰，赤壁鏖兵。曹軍著槍中箭、火焚水溺
者，不計其數。後人有詩曰：
  「魏吳爭鬥決雌雄，赤壁樓船一掃空。烈火初張照雲海，
周郎曾此破曹公。」

評赤壁之戰
  簡單來說，＜三國演義＞所描述的赤壁之戰，就是講述統
兵八十萬的曹操，被只有五萬兵馬的孫劉聯軍打敗了，成為歷
史上最著名的一場戰役！
  在孫劉聯軍，合兵抗曹的過程中，周瑜代表孫權一方，孔
明代表劉備一方，其中孔明和周瑜，曾經展開幾場鬥智，名為
《三氣周瑜》，令讀者大開眼，大舒心懷。尤其是＜孔明借東
風＞的一節，至為人所津津樂道。
  根據書中所述，赤壁之戰的關鍵所在，就是全賴孔明借東
風，孫劉聯軍才得扭轉局勢，大敗曹操。
  關於＜孔明借東風＞的故事，雖然大家都耳熟能詳，可是
甚少人肯加以客觀分析，去分辨內裡真僞。

客觀的分析
  各位親愛的讀者，你會相信孔明真的曉
得借東風嗎？你會相信世間上有人會呼風喚
雨嗎？
  當然不會，有的話，只有在神話故事中
出現，在科幻電影的畫面上出現。在現實世
界裏，在古今中外的歷史長河中，從來沒有
出現過一個曉得呼風喚雨的人！
  至於＜孔明借東風＞的故事，無論其情
節如何動聽，畢竟只是一部加插神話的虛構
小說，絶對不能當作歷史事實，大家千萬不
要當真啊！
  其實在史書＜三國志＞中，並無＜孔明
借東風＞的記載，也沒有＜孔明借箭＞的記
載，只在小說＜三國演義＞有記載，為什麼
兩者有所不同呢？
  這個就是文學與史學的分別了，也是虛
擬小說和史書的分別，因為文學是文學家的
主觀所創造，史學是客觀地尋求的歷史真相。
  文學要講求意境幽美，詞華語麗，所以
部份情節，難免有誇張失實成份出現，例如
加插光怪陸離的神話傳說，虛構事實去增加
其感染力等等，都是文學上慣用的手法。好
像＜孔明借東風＞的故事，純屬小說家的個
人幻想之作，絶非歷史事實。史學就不同了，
必須講求歷史事實，要引經據典地去尋找真
相，不能憑空捏造。
  ＜孔明借東風＞屬於文學作品，作者為了
營造氣氛，及故事人物的形象、性格，不得不
加以喧染，當中有許多情節，難免與史實不符，
但其中描述人性的表現，卻是可圈可點的。
  這也是「知識就是力量」的升級版，比上
次＜孔明借箭＞的本領還要誇張，把孔明的才
智，吹捧到超乎常人層面，達到聖神的境界！
  若要查究歷史，原來＜三國演義＞中的

《三氣周瑜》，也是憑空捏造的，因為周瑜與
孔明根本沒有打過交道，甚至沒有見過面。這
段時期的孔明，被劉備派往後方作後勤保障工
作。可是後來的說書人，小說家，把諸葛孔明
講得繪聲繪影，便變得越來越神話化了。
  本人估計，孔明得遇劉備之初期，並未
掌握軍政大權，相信他也是一級一級地升上
去的，到後來才升為蜀相。他並非小說＜三
國演義＞所說，劉備一見孔明，便授予軍國
大權，主宰一切大事，這樣的推論比較合理。
  其實孔明在「赤壁之戰」的一役，並沒有
擔當重任，更加不是此場戰役的關鍵人物。他
的一生功德，被＜三國演義＞誇大了，神仙化
了！例如＜草船借箭＞，＜孔明借東風＞之類
傳說，估計是後來的說書人，小說家，把孔明
講得繪聲繪影，便變得越來越神話化了。
  由於＜三國演義＞乃是小說，羅貫中並
無列明：「本故事純屬虛構」之聲明，所以
令讀者信以為真，誤導了無數讀書人！
  若是站在歷史求真的立場看，凡是虛構
小說，應該全盤否定，還歷史一個清白，例如 : 
神化諸葛孔明的情節，皆不乎歷史事實，理
當從史學中剔除！
  根據正史《三國志》記載，赤壁之戰主要
歸功於周郎，不是孔明！在《魏書 - 武帝紀》，
並沒有記載曹操被周瑜孔明打敗，也從來都不
承認被周瑜打敗，《周瑜傳》裴注引《江表
傳》：「曹公曰：“孤不羞走。”後書與權曰：
“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燒船自退，橫使周
瑜虛獲此名。”」這可能是曲筆迴護吧﹗
  根據客觀分析，＜孔明借東風＞及＜孔
明借箭＞的故事，都是完全虛構的。不過，
黃蓋詐降，乘借東風驟起之夜，帶領二十隻
火船，用詐降計偷襲曹營水塞，趁機火燒赤
壁，為孫劉聯軍創造戰機，卻是史實，在＜
資治通鑒＞中有詳細記載。 圖片 : 網絡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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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月說捋勢
  我們說的四正手與四隅手為：掤、捋、擠、按、採、挒、肘、靠。在套路中的「攬
雀尾」就是掤、捋、擠、按的組合。上篇文章介紹的是正掤手，這次介紹的捋手是
一種發勁路線與其它發勁有所不同的攻擊手法；一般發勁會使敵往後退，而捋是引
敵往前傾摔地之法門。
  其用法多在掤時用自己一手粘住對方一手腕及一手肘；令自己騰出另一手去粘
住對方手臂，在對方發力的一瞬間，我轉腰帶臂讓其向前的力轉為橫向；使其立身
不穩繼而前撲摔地。
  捋手兩掌為一正一反，前後手相距約前臂距離，而兩手路線有由上而下，由前
往後，也有左右兩邊的捋手。身法要求上下相隨，兩手往後時坐腿轉胯。自我注意
立身中正，不偏不倚，容易出錯的地方往往不明自己的重心點，還有就是兩手的掤
勁在軸心轉換時不能自動調節，或多或少的發硬或軟弱。
  在不同流派中表現的捋手意同形略有不同，除了二十四式的捋手稍微淡化攻防
意識外，其他的太極套路捋手都內含攻防，我們練者一定要明白「命意源頭在腰間」
這一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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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式

李 暉
李暉武術文化中心創辦人

二十四式

孫式 楊式

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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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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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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潮語

黃獎
廣告人、「萌動學生創作團」創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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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禧攻略》大受歡迎，忽然有一些清朝的用語，流行了起來。這部劇的基本戲碼就是
陰謀詭計報仇上位，女主角由低級宮女升到皇后的位置，打機一樣的逢關過關。說穿了，就
是半澤直樹加柯南上了身，難怪這劇的可觀性，遠勝同儕。那麼，有什麼古代潮語重新流行
了？我和大家分享一下：

1）虛恭
初時的幾集，由低層開始過關，當然是宮女層的格鬥。別小覷宮女的日常，連吃飯睡覺也不
簡單。張嬷嬷提醒吉祥，不能吃飽，吃得太飽，會「出虛恭」，那就是放屁的意思，讓主子
聞到的話，會受罰。

2）首尾
「首尾」本來是為了進行不正當的活動，暗中互相串通的意思；不過，也常常被借用，形容
男女之間有不見得光的私情。所以話：「有首尾就會有手尾。」

3）對食
古代的「對食」是指宮女之間的女同性戀關係；到了清朝，太監與宮女結為伴侶（不是真的
結婚）亦稱為對食。現代再假借過來，指男女之間的朋友，沒有打算拍拖的關係，有點類似
早前的潮語「派好人咭」。

4）常在和答應
清朝後宮總分為八個等級：皇后、皇貴妃、貴妃、妃、嬪、貴人、常在、答應。「常在」和
「答應」即為第七和第八個等級，雖為低級的妃嬪，但仍是皇帝的家眷，即使是總管太監這
樣的高級別宦官，也要向她們跪拜。現在人引申出來的說法，多數指一些企業的低級管理層，
雖然不在決策核心，但也不能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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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上絲綢之路協會 ( 海絲會 ) 於 9 月 15 日舉行三周
年會慶暨「張騫計劃 2018」分享會。署理民政事務局局
長陳積志、中聯辦社會工作部李薊貽副部長親臨主禮，出

席嘉賓包括海絲會名譽顧問、名譽理事會和執委會成員、會員；「張騫計劃 2018」的參與機構、
院校代表和實習生。共有二百位嘉賓出席。
  海絲會聯席主席葉劉淑儀女士致辭時指出：「一如以往，『張騫計劃』獲得參與機構鼎力支持。
今年有 18 間機構參與，合共提供 185 個名額。在 6 月至 9 月期間，實習生分別前往中國內地、
東盟國家、『一帶一路』相關國家、希臘、非洲的吉布提，進行四至八星期的實習。」
  她補充說：「今年的『張騫計劃』獲民政事務局撥款。
  青年機遇委員會副主席容海恩大律師說：「今年實習名額比去年增加兩成，但申請實習的學
生超過 800 人，數目是歷年之冠。」
  海絲會在暑假期間舉行了「一帶一路」大運河文化探索之旅，有 60 多位中學生及大學生參加。
活動獲青年發展委員會資助。參加活動的學生也出席典禮，並與嘉賓分享在寧波及杭州的所見所
聞。
  歡迎公眾人士透過以下途徑欣賞海絲會三周年影片及實習生所拍攝的短片：
海絲會網頁 (www.maritimesilkroad.org.hk)
Facebook (www.facebook.com/maritimesilkroad)
YouTube (www.youtube.com/ 海上絲綢之路協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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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絲會慶祝三歲生日
暨「張騫計劃2018」分享會

1.  海絲會代表與參與機構及實習生合照。
2.  海絲會代表與文化探索之旅參加者合照。

• 海絲會代表舉行祝酒儀式。

海絲會活動推介
  延續絲綢之路與茶文化研修系列，海絲會將
於 2018 年 10 及 11 月開辦「絲綢之路與茶文化 
─ 茶葉尋源」，逢周三聚會，為期 5 周，歡迎有
興趣人士參加。

活動詳情及報名：https://bit.ly/2Ohxwjf

1

2



  郴州市位於湖南省東南部，地處南嶺山脈與羅霄山脈交
錯、長江水系與珠江水系分流的地帶。東界江西省贛州市，
南鄰廣東省韶關市，西接湖南永州市，北連湖南衡陽市、株
洲市，是湖南的「南大門」。 香港高鐵已通車，由西九出發
到郴州站，只需兩小時二十分，非常便利。

高︱鐵︱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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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江湖
  東江湖位於湖南省東南部郴州市的資興
市境內，是南嶺和羅霄山脈南部（八面山脈
和諸廣山脈）合圍的一個湖，南距廣州 370
公里。是國家級風景名勝區，國家 AAAAA
級旅遊區，國家生態旅遊示範區，國家濕地
公園，國家水利風景區。東江湖是湖南省唯
一一個同時擁有國家 AAAAA 級旅遊區、國
家級風景名勝區、國家生態旅遊示範區、國
家森林公園、國家濕地公園、國家水利風景
區「六位一體」的旅遊區。
  境內主要景觀有：霧漫小東江、東江大
壩、龍景峽谷、兜率靈岩、東江漂流、三湘
四水·東江湖文化旅遊街（含東江湖奇石館、
攝影藝術館、人文瀟湘館），還有仿古畫舫、
豪華遊艇游湖及驚險刺激的水上跳傘、水上
摩托等。

 
莽山
  湖南省郴州市宜章縣南部的五嶺群山中，
有一座林木疊翠，風光絢麗的綠色寶庫。當
地主要特產有莽山黑豚、莽山塒桀雞、莽山
苦筍、莽山高山雲霧茶。這就是素有「第二
西雙版納」和「南國天然樹木園」之稱的莽
山。這裏氣候溫和，雨量充沛，優越的自然
條件，使這裏的森林植被種類繁多，形成了
獨特有趣的格局，熱帶、亞熱帶、溫帶，還
包括少數寒帶的森林植物，都在這裏聚親會
友，欣榮雜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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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椅嶺
  郴州高椅嶺屬原生態丹霞景區，是一個賞之
叫絕、百走不厭的戶外休閒攝影勝地。高椅嶺風
景區位於湖南省郴州市蘇仙區橋口鎮與資興市交
界處，它與飛天山相隔，與永興縣便江接壤，距
離著名的風景名勝區東江湖 28 公里。這裏地勢
以山林為主，風景宜人，森林覆蓋率達 95%。
高椅嶺山、水、泉、洞、寨、崖、坦俱全，其最
大的特點就是丹霞地貌周邊有漂亮的水窪點綴，
紅岩綠水、險寨奇澗，生態自然，美得一塌糊塗。

板梁古村
  板梁古民居地處郴州市北陲的永興縣高亭鄉
境內，佔地三平方公里，是至今發現的規模最大、
保存最好的湘南民居村，薈萃了湘南的古風水文
化和宗族文化，又是開國大將黃克誠革命地。板
梁村初建於宋末元初，強盛於明清時代，傳說是
由來自廣東的地仙梅干擇地而發達的村落，是明
清時期金陵縣的重要集鎮，也是古官道通桂陽、
耒陽的商埠之地。村內連片 360 多棟明清建築保
存完好，棟棟雕梁畫柱，刻檐飄脊，磚雕、石雕、
木雕樣樣俱全，山水人物、花鳥栩栩如生，古廟、
古塔、古廳佈局機巧，石板古巷縱橫相連，暗藏
玄機，已引起許多專家學者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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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龍山
  古南嶽回龍山資興古八景之一，位於湖南省
郴州地區資興市東北部的團結瑤族鄉境內，海拔
1480 米，總面積 16 平方公里。這裏融 2000 多
年宗教歷史文化及古樸的瑤族風情文化於一身；
集巍峨壯美、靈秀神奇於一體，山頂的回龍古廟
稱古南嶽，曾是南嶽宗教文化的發源地。其中回
龍望日為資興古八景之一。

萬華岩
  萬華岩（坦山）的自然資源豐沛富積，品味
奇高，1978 年開發，1987 年 5 月 1 日對外開
放，90 年列入第一批省級風景名勝區，2009 年
12 月 28 日列入第七批國家級風景名勝區。大型
地下河洞溶洞為景區主要景點，主支洞已探明九
公里多，地下河已知總長 8 公里多，現在開放的
主洞長 2245 米，三個進出口，十二個迷離怪異
的大廳，二十三個景點，支洞在主洞 430 米處，
洞內石景別致，洞中三大瀑布神秘莫測令人神
往，洞內一般寬度在 15~20 米，最寬處 110 米，
高度一般在 10~20 米左右，最高處 30 米，地
下河貫穿始終，空氣清新流暢，四季恆溫在 18
攝氏度左右，溶岩景觀。

仰天湖
  仰天湖草原風景旅遊區位於南嶺北麓騎田嶺
山系之巔中樞地段（湖南郴州市西南方向約 30
公里處），泛指以仰天巨佛、天湖草原、安源石
林為構架組成面積約 40 平方千米，呈金三角分
佈的景區範疇。仰天湖為第四紀冰川期饋贈的一
個死火山口，其自然水泊面積 20 餘畝，海拔高
度 1350 米，是懸繫於長江、珠江分水線與京珠
高速十字交點旁的一顆璀璨明珠。亦為自由旅人
作家譽為「地球上（北江之源）的一滴眼淚。

飛天山
  郴州飛天山國家地質公園屬典型的丹霞地
貌，位於湖南省郴州市蘇仙區境內，距市區 18
公里，總面積 110 平方公里，水陸交通便捷，
東側緊鄰郴永大道，西側京廣鐵路複線、京珠高
速公路、107 國道從旁而過。郴江、東江交匯於
此，形成享譽江南的翠江風景帶。整個風景區由
48 谷、9 寨、4 坦、3 廟、2 江、1 泉 構 成， 以
丹岩堡寨為特色，穿坦、洞穴為罕見，溫泉碧江
為紐帶，石佛懸棺為史脈，集山、水、林、洞、
佛為一體，聚雄、奇、險、秀、巧為一身。2001
年飛天山被國土資源部評為丹霞類的地質公園，
2014 年被評為國家 AAAA 級旅遊景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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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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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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把答案填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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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語」遊戲

成語

圖中的字可併成那個四字成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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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現今社會 , 電郵已成為一種不
可或缺的溝通工具 , 很多人會用以聯
絡親友以及商業上的伙伴。但有些不
法分子會利用駭客技術入侵電郵戶口 , 以
各種方法騙取受害人金錢。

  騙徒會假冒受害公司的高層人員 , 向其員工 ( 如會計或經理 ) 發出假電郵 , 訛
稱要匯款給生意伙伴或作業務投資 , 指示該員工把公司款項存入騙徒
指定的戶口。

防罪小貼士
 

公司員工
•  如收到電郵自稱公司高層 , 以不同理由要求轉帳 , 應該主動查證並再三向相關人

員核實對方身分。
• 切勿將公司款項轉帳至未經核實的戶口。
公司管理層
• 應預先訂立關於核實身分及轉帳的指引並向員工發布 , 以及定期檢討有關機制。
•  應設立多層批核機制 , 訂明各層人員的工序 , 以核實收款者身分及匯款的用途。

如有任何懷疑 , 可致電反詐騙協調中心 ("ADCC") 24 小時熱線
「防騙易 18222」查詢

【橋唔怕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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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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煎鴨胸配香橙汁 
Pan-fried Duck Breast with Orange Sauce

Tips: 這食譜是用急凍的生鴨胸，別錯買煙鴨胸。
    This recipe uses frozen raw duck breast 

and do not mix up with smoked one.
材料︰
法國鴨胸２件
橙皮 ( 切絲 ) 半個
橙汁 100 毫升
白酒 150 毫升
糖 1 湯匙
橙酒２湯匙
番茜碎 1 茶匙

調味料︰
鹽、黑胡椒碎各適量

配菜︰
甘筍 ( 去皮，切粒 )1 條
白菌 ( 切粒 )8 隻
乾葱肉 8 粒
清水 100 毫升
橙汁 50 毫升
糖１湯匙
牛油２茶匙

步驟︰
1) 鴨胸洗淨，除筋。
2)   煎炒鍋燒至微熱，放入牛油１茶匙，

下白菌以中火炒至金黃色，調味，
盛起備用。

3)   原鍋放入甘筍粒，加入清水、橙汁、
糖和牛油，下適量鹽，用小火煮約
８分鐘，放入原粒乾葱頭煮至水份
收乾，白菌回鍋炒勻，盛起備用。

4)   中火燒熱鍋，放入鴨胸 ( 皮朝下 ) 煎
香，反轉煎香另一面，灑上調味料，
盛起鴨胸。

5)  倒去鍋中多餘的油脂，下糖煮至微
焦，加入橙皮、橙汁和白酒，點火，
略煮片刻，鴨胸回鍋 ( 皮朝上 )，煮
３至４分鐘或至汁濃，倒入橙酒再
點火燒香，調味。

6)  配菜回鍋，略煮，灑上番茜碎，關
火，靜置片刻，取出鴨胸切片，上
碟，伴配菜及汁料享用。

Ingredients:(2 servings)
2 pieces French duck breast
½ orange zest (shredded)
100 ml orange juice
150 ml white wine
1 tbsp sugar
2 tbsps Cointreau wine
1 tsp chopped parsley

Seasoning:
salt & crushed black pepper 

Condiments:
1 carrot (peeled and diced)
8 white mushrooms (diced)
8 shallots (skinned)
100 ml water
50 ml orange juice
1 tbsp sugar
2 tsps butter

Steps:
(1)  Rinse French duck breast and removed tendons.
(2)  Heat the pan briefly. Add 1 tsp of butter and white 

mushrooms. Stir-fry over medium heat until golden 
brown. Season and set aside.

(3)  Put carrot dices into the same pan. Add water, 
orange juice, sugar and butter. Season with salt 
and cook over low heat for about 8 minutes. Put in 
whole shallots and cook until dry. Return the fried 
mushrooms and mix well. Set aside.

(4)  Heat the pan over medium heat. Fry duck breast (with 
its skin facing down) until fragrant. Turn upside down 
and fry the other side until fragrant. Sprinkle over 
seasoning and dish up.

(5)  Remove excess oil from the pan. Add sugar and cook 
until slightly caramelised. Put in orange zest, orange 
juice and white wine. Ignite the fire and cook briefly. 
Place in the duck breast (with its skin facing up) and 
cook for 3-4 minutes until the sauce thickened. Add 
Cointreau wine and ignite the fire again. Season.

(6)  Pour the condiments into the pan and cook briefly. 
Sprinkle with parsley. Remove from heat. Set aside for 
a while. Take up the duck breast and slice. Serve with 
the condiments and sau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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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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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日旅行隊
10月14日【漫遊大灘海下村】晨8:30鑽石山港鐵站C2出口集合，9:00乘96R巴士往大灘起步，經大
灘村，攔路坳，海下士多大休，午後出海下路巴士站散隊，步程約4小時。
10月21日【蒲台島】晨9:30赤柱美利樓側赤柱碼頭認旗集合，乘10:00街渡往蒲台島，自購來回船
票每位50元，暢遊棺材石、響螺石、僧人石、佛手岩，香港最南端燈塔-南角咀，自備乾糧，約下午
4:00回程，赤柱散隊。
10月28日【大嶼山名寺連遊】晨8:30東涌港鐵站B出口，東薈城廣場集合，9:00乘巴士往寶蓮寺起
步，經鹿湖精舍、靈隱寺等名寺，直達大澳漁村，遊大澳楊侯古廟，步程約4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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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勝景之友VIP遠足隊
10月14日（日）【大老古道石芽背】上午8:45西貢蠔涌車公廟，界咸、大老古道、石芽背、海拔
540米、花心坑、黃泥頭、廣源，適當地點大休。步程約4小時 ★★
10月17日（三）【勝VIP景秋季境外遊】福建武夷山包團，參加團友非常踴躍，多謝支持！謹對向隅
者致欺。
10月21日（日）【深秋登龍脊】上午8:45港鐵柴灣站B出口公園仔，馬塘坳、雲枕山、海拔266米、
登龍脊、打爛埕、海拔284米、土地灣大潭道或大浪灣石澳，適當地點大休。步程約4小時★★
10月28日（日）【大欖水塘千島湖】上午8:45葵芳站C出口，乘61M至小欖路，觀賞有千島湖之稱
大欖涌水塘，黃泥墩水塘，元朗，適當地點大休。步程約4小時★★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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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林旅行隊
10月14日【登高摘星享太平】晨香港公園東門入口處集合，9:00起步，纜車徑、漆咸徑、醫院陘、
山頂公園、西高山、適當地點大休、午後摩星嶺落西環散隊。步程﹕5小時難度﹕★★★
10月21日【相思禾秧響山川】晨梨木樹巴士總站近榕樹（榮樹樓）公園仔集合，9:00起步，和宜合
村上引水道、林蔭山徑上相思徑、禾秧山、適當地點大休，午後響石山落川龍散隊。步程﹕5小時難
度﹕★★★
10月28日【婆髻雙東賞芒花】晨港鐵東涌站B出口集合，9:00起步，婆髻山、蓮花山、二東山、大東
山、爛頭營大休，午後落伯公坳散隊。B線﹕婆髻山，白芒出東涌散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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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二旅行隊
10月16日【圓墩蓮花】上午8:30港鐵荃灣站B出口
10月23日【境外遊】（請向領隊查詢行程）
10月30日【洞梓坑】上午8:30東鐵大埔墟站
以上節目步程約6小時，難度：★★★
晚間聯絡：黃先生 9321 0596  網址：http://sites.google.com/site/tue1974tue1974

群山任縱橫
10月14日及10月21日【小組活動】
10月28日【西貢五石之旅】晨9:00大網仔巴士站集合，起步經長山、雷打石山、榕樹澳、深涌、蛇
石坳、石屋山、老虎騎石、海下、黃石碼頭散隊。山行快步8小時量力參與。
上述行程以香港行山網-http :www.hik 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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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晨暉旅行隊
10月14日【昂平長城麥徑行】沿麥徑輕登馬鞍山坳，過昂平大金鐘，水牛山腰古道，溪畔大休，步
程5小時。
10月21日【嶼北老虎禾上峒】（老虎頭山）雄踞大嶼山東北，山勢雄奇，俯伏（愉景灣）後，（禾
上峒）山頂怪石堆疊，（大怪鴨），（仙桃石），（試劍石）和（玉女峰），步程5小時，無水大
休。
10月28日【麻雀嶺上好風光】沙碩角麻雀嶺村起步，循登山小徑緩登紅花嶺主峰。小八仙；整個沙
頭角區展現腳下，長山古寺大休。午後訪馬尾下丹竹坑返鸜藪圍，步程5小時。無水大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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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青旅行隊
10月14日【海下棺材角大灘】上午9:00正西2往海下專線小巴站集合，於海下起步，經攔路坳出棺材
角，午後回攔路坳落大灘散隊。步程﹕約4.5小時。難度﹕★★半
10月21日【元荃古道四排石】上午9:00正大欖隧道轉車站集合（往元朗方向），取道引水道登四排
石，下走大欖涌水塘大休，午後緩步永吉橋，伯公坳，步出元朗南坑排散隊。步程﹕約4.5小時。難
度﹕★★★
10月28日【草甸溪谷林道共融】注意集合時間為上午8:30，鑽石山地鐵C出口（公厠側）認旗集合，
轉乘96R北潭涌站下車起步，經石北走廊，（石坑~北潭涌）登雷打石山草甸，山南腰路，石榕坳，
古道落雞榕坑大休，續行引水道，往企嶺下老圍，橫越西沙公路（退者可於此離隊乘車），登富竹
林徑，馬西石澗南山橋，南山村，甲邊朗鄉徑返西貢散隊。山路崎嶇，備個人旅行用品及糧水。步
程﹕約6小時（約13公里）
聯絡：李玉雲6281-6889 葉宗富9703-6969

中業旅行隊
10月21日（日）【北港登大金鐘山】上午8:30鑽石山鐵路站C2出口集合。乘巴士至北港起步，上昂
坪，登大金鐘，出恒安邨散隊。步行約4小時。★★★
10月24日(三)【井欄樹出將軍澳~逍遙遊】上午8:30鑽石山鐵路站C2出口集合。乘巴士至井欄樹起
步，出將軍澳散隊。
查詢電話: 9511 1935 黎民鏗

山友自由行
10月17日（三）早上8:45大埔汀角路布心排村集合起步，觀音脊、麻雀塘、336山頭、船灣古道、
沙螺洞、鳳園，富善善散隊。行程約4小時。
10月24日（三）早上8:45天馬苑龍翔道巴士站集合起步，筆架沖溝、舊軍車路、九沙徑、貴妃徑、
回歸亭、法藏寺，黃大仙散隊。行程約4小時。
10月31日（三）早上8:45葵涌安蔭商場側集合起步，晨運徑、孖指徑、城門碉堡、城門水塘、緩跑
徑、鉛城林道、鉛礦坳，大埔墟散隊。行程約4小時。

歡樂遠足隊
10月16日【重九登高獅子山】晨黃大仙廟門口集合，9:00起步，獅沙古道上回歸亭登獅子山，接麥
徑5段、貓仔山落慈雲山大休，黃大仙散隊。
10月23日【大欖郊遊徑~千島湖】晨港鐵葵芳站巴士總站集合，9:00乘61M巴士往大欖涌起步，大
欖懲教所上大欖郊遊徑接圓墩郊遊徑，深井散隊。適當地點大休。（行友可在大欖涌巴士站等候）
10月30日【峷上郊遊徑】晨8:45西貢巴士總站集合，乘9:00巴士往高塘起步，海下路上嶂上郊遊
徑、牛耳石山落北潭坳散隊。
網址：http://happyhiking201003.webs.com

友晟之友
10月21日A【東平洲世界地質公園、鬼手岩一日遊】
10月21日B【綑遊黃竹角咀，登遊鳳凰笏頂】
聯絡：25396420 網址: http://www.yaushingtravel.com

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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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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山遠足行山隊
10 月15日【水泉澳飛來石】上午9:00馬鐵沙田圍站D出口集合，水泉澳、飛來石、饅頭墩、茅笪
村，慈雲山散隊。
10月22日【白石橋蓮花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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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29日【大陰頂三轉二轉】上午9:00港鐵欣澳站出口集合，陰頂（186米）花坪、草灣、三轉、
二轉，青嶼幹線轉車站或欣澳散隊。
查詢電話：光仔9400286（晚上八點至九點半，逾時請勿來電)

香港樂群康樂會
10月28日（日）【西灣亭之夢】是日準上午9:00西貢碼頭紙船池集合報到出發。（逾時不候）行
程﹕西灣亭、吹筒坳、西灣、鹹田灣、赤徑、北潭凹、西貢散隊。全程約12公里，步程約5小時，難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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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21日（日）【蒲台風濤】離島遠足4小時。難度﹕★★

香港翠綠遠足隊
10月15日（一）【大腦古道】早上8:45，西貢蠔涌集合起步。經界咸，走大腦古道，經大腦上洋接
麥理浩徑，繼上黃牛山，落黃泥頭散隊。全程約10公里，步程約5小時。漫遊路線﹕不上黃牛山。
10月22日（一）【雞公嶺】早上8:45，西鐵錦上路站B出口集合起步。經水尾，訪樹屋。過逢古鄉，
上雞公嶺（572米），落粉錦公路散隊。全程約10公里，步程約5小時。漫遊路線﹕過逢吉鄉後，漫
遊南生園。
10月29日（一）【柏架山】早上8:45，英皇道，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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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山友之行
10月13日至17日【海南島陽光海灘旅程】參加者敬請8月31前約定。由於海南島得到國家給予建立“娱
樂島”政策，青山友之行總部未能按期完工，到時可以率領眾行友參觀總部/摘椰青/捕魚野外活動。外
遊專車費/約每人¥3，住酒店二人/房間約¥138（平均¥70/）。¥=人民幣  報名電話﹕5616 1788
10月21日【穿越青山腹地石澗】晨9:00屯門良景邨巴士站總站集合。路線﹕屯門良景邨巴士站~良
田坳~青大石澗~大泠水石澗~皇帝巖~龍鼓灘
10月28日【西貢雙鹿石澗】晨9:00西貢小巴站集合。路線﹕西灣亭~四疊潭~豬肚潭~千絲瀑~鳴幽
瀑~石棧道~井底潭~藏幽瀑~馴鹿瀑~奔槽瀑~鹿湖郊遊徑~鯽魚湖
備註﹕石澗道崎嶇險滑，需要攀爬，量力而為，責任自負。
更 多 詳 情 ， 請 瀏 覽 青 山 有 之 行 F a c e b o o k 專 頁 ： h t t p s : / / w w w . f a c e b o o k . c o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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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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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氏來源
  毛 姓， 漢 姓 之 一， 出 自 於 周 朝 姬 姓， 在《 百 家 姓 》 中 排 名 第
106。2007 年毛姓人口在中國大陸排名第 87。海外地區主要分布於馬
六甲、柔佛及沙巴。
  源自姬姓，以國名為氏，周文王之子毛叔鄭被封在毛國，以國為
氏，遂為毛氏。
  源於氐族，屬於漢化改姓為氏。如前秦的太傅毛貴，平東將軍、
兗州刺史毛盛，梁州刺史毛當，河州刺史和都督河、秦二州諸軍事的
撫軍將軍毛興，毛興之女毛氏是前秦王苻登之妻，稱為毛皇后；前秦
高陵氐酋毛嵩、毛受。西魏毛遐，又名毛鴻運，北地郡三原人，世為
酋帥，官至驃騎將軍、儀同三司，其弟毛鴻賓，官岐州刺史，孝明帝
時因毛遐與毛鴻賓兄弟戰功卓著，特改北地為北雍州，以毛鴻賓為刺
史；另毛鴻顯系毛遐乳母之子，勁悍多力，隨毛遐，毛鴻賓戰鬥，多
衝鋒陷陣，官位散騎常侍，封縣侯，後為廣州刺史。
  源於回族，屬於漢化改姓為氏。《明史》記載：毛忠，字允誠，
初名哈喇，西陲人。曾祖哈喇歹在明洪武初歸附，起行伍為千戶，戰死；
其祖父拜都從征哈密，亦戰死；其父寶以驍勇充任總旗，曾官至永昌
百戶。毛忠，公元 1394 ～ 1468 年，初名哈喇，西域回回人，能征善
戰，為明軍將領，常從明成祖朱棣北征。明宣德中出征邊外，官至指
揮同知。明正統三年 ( 公元 1438 年 )，哈喇與都督蔣貴率軍征討韃靼
部阿魯台所部尕兒只伯，大獲全勝，因功升都指揮僉事。明正統十年 ( 公
元 1445 年 )，哈喇以守邊長達十年有功，明英宗朱祁鎮為表彰他，特
賜予毛氏。第二年晉升為指揮使。明正統十三年又賜其名為忠，從此
稱毛忠。
  源 於 蒙 古 族， 屬 於 漢 化 改 姓 為 氏。1. 出 自 蒙 古 族 毛 勝， 公 元
1403 ～ 1460 年，原名福壽，是元朝右丞相伯卜花的孫子，後歸附明
朝，明成祖特賜予毛氏，其後裔子孫多稱毛氏。2. 蒙古族毛里孩，原
是蒙古族韃靼部落酋長，明憲宗以其名諧音賜漢姓毛氏，其後裔子孫
多稱毛氏。
  源於其他少數民族，屬於漢化改姓為氏。今苗族、傣族、彝族、
高山族、布依族、滿族、佤族、土家族等少數民族中，均有毛氏族人
分布，多為明、清時期改土歸流運動中改漢姓為毛氏。

狄氏來源
  狄姓為中文姓氏之一，在《百家姓》中排名第 108 位。
  狄考伯後裔，周成王封其舅父考伯於狄城（今河北正定 )，是為狄
國，後人以狄為氏。
  魯國將領狄虒彌，姬姓，為知名勇士，其後亦以狄為氏。
  周朝北方的少數民族「狄族」漢化以後，其後亦以狄為氏。
  周朝一種地位卑微的樂官（古時樂師多為失明，主要是幫樂師拿樂
器）官位稱作「狄」，其後亦以狄為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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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島街名考察（十三） 九龍地名考察（十三）
九龍城的古蹟和鄉村——龍津石橋
　　九龍城是九龍半島古蹟和鄉村最多的區域，除九龍寨城與宋皇臺外，還有龍津石橋、侯
王廟、樂善堂、竹娘廟、銅鼓山等。舊鄉村則有前圍、衙前塱、打鼓嶺、隔坑墩、東頭村、
石古壟、沙埔、沙地下、西頭村、龍湫井、瓦窯頭、馬頭圍、馬頭角、馬頭涌、珓杯石與九
龍仔。在 20 世紀城市化過程中，它們大部份都闢為街道，但在名稱上留下痕跡。
  19 世紀末期，九龍城最重要的公共交通建築，就是龍津石橋，與它直接或間接有關的，
還有龍津亭和龍津義學。
  「龍津」之名，是由「聚龍通津」而來，其意即城池通出河流或海面的通道 ( 如廣州的
龍津路，就是昔日城西通往珠江的通道 )。而龍津石橋，就是從九龍寨城沿龍津路，出城寨
後經九龍大街一直通出九龍灣的橋道。
  龍津石橋建於清同治十二年 (1873)，橋長六十丈 ( 約 210 米 )、闊六尺 ( 約 2 米 )，橋
躉共二十一個 ( 稱為「石磉」)，橋面用麻石板砌成。橋頭有龍津亭，亦稱「接官亭」，建築
頗宏偉，有上下兩層，四面有門，石額「龍津」二字，為南海縣學者潘士釗手書，亭內嵌有
創建碑記。後因沙石沖積，橋頭距海水漸遠，故於光緒十八年 (1892)，延續二十四丈木橋，
伸出海灘，盡處作丁字形。當時北九龍為尚未開發之山崗地帶，並無正式道路，故龍津石橋
為九龍城及沙田居民，乘搭街渡或小輪前往香港的碼頭。
  1930 年香港政府開築由九龍城往西貢的公路，龍津亭因位於路線內而拆卸，當局順應
民意，將亭內石碑記和亭前古炮，搬往舊九龍城警署前草地安放。日佔香港期間，石橋殘餘
石塊，亦被運走作擴建啟德軍用機場。此歷史性建築，從此消失。據九龍城老居民指出，原
橋的路線，約在現今城南道。
  2008 年，港府古蹟古物辦事處，在舊啟德機場大廈附近進行發掘，發現龍津橋及龍津
部份遺蹟，計劃發展為「歷史文化區」。

燈謎答案: 【2018香港小姐競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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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髀洲
  狗髀洲為鶴咀半島南面一小嶼，面積僅 0.083 平方公里，因海浪沖擊中裂狀似相連之兩
嶼，故昔日水上人稱孖洲，陸居人則稱雙筯。狗髀洲之名，有說為島形狗髀而來。黃垤華多
年前曾為此遍訪鶴咀土著及赤柱一帶水陸居民，他們均稱向來未聞有「狗髀」之說。黃氏認
為，此島實因形似古代占卜用的「珓杯」而名珓杯洲。據南宋程大昌之《演繁露》卷三〈卜
教〉:「後世問卜於神，有器名珓杯 ( 亦作杯珓 ) 者，以兩蚌殼投空擲地，觀其俯仰以斷休咎。」
此卜器古代宮廷以玉製，故字從玉珓，民間則多用竹或木製，故亦作筊。這種占卜術，昔日
廣東水陸均常用。卜時擲兩珓，仰者為「陽杯」，俯者為「陰杯」，一俯一仰是吉兆，稱為
「勝杯」。狗髀洲之兩嶼，排列頗像似，故《粵東海圖說》以同音作「聖杯」。清代陳倫烱
的《海國聞見錄》輿圖，則據此以名該海道為「聖門」( 聖杯旁的海門 )。英治時期，兩者均
有人用，但典故是用「勝」，測繪者不了解其背景，遂以近音的「狗髀」代「珓杯」。狗髀
洲之名使用日久，習非勝是，現今難以「還原」。



魏 一 翀
香港畫家

【註釋】 這是香港中環心臟地帶的景
觀，摩天大廈林立。 矗立
着古老、近代、現代三個時
期標誌的建築物，風貌迴
異，譽為都會老中青。圖中
古建築，現為香港終審法院
所在。背景為新舊中國銀行
大廈。

中環都會老中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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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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文成公主因患什麼病去世 ?

安史之亂文成公主
  文成公主（625 年—680 年），唐朝宗室女，漢族。漢名無記載。史書記載文成公主為宗女，
不是皇帝的女兒。唐太宗貞觀十四年（640 年），太宗李世民封李氏為文成公主。
  吐蕃人是藏族的祖先，生活在青藏高原一帶，崛起于藏河（今雅魯藏布江）中游的雅隆河谷
地區，從事農業和畜牧業。7 世紀初，松贊干布即位，他統一西藏，成為贊普，建立了吐蕃王朝，
並創制文字、建立官制、制定法律，定都邏些（今拉薩），吐蕃逐漸強大。當時唐朝經濟繁榮、
文化發達，周圍各少數民族紛紛遣使來唐，稱臣納貢，並與唐宗室聯姻為榮。唐太宗為了社會穩
定，各族友好，也大力推行和親政策，貞觀十四年（西元 640 年），松贊干布遣使大唐奉表求婚，
當時有多個使者前來奉表求婚，因此便有歷史上的“六試婚使”（又稱“六難婚使”，也有“五
試婚使”之說，拉薩大昭寺和布達拉宮內至今完好地保存著描繪這一故事的壁畫）。
  貞觀 15 年（641）正月十五，唐太宗將文成公主下嫁松贊干布，詔令江夏王李道宗持節護送。
文成公主一行從長安出發，途經西寧，翻日月山，長途跋涉到達拉薩。松贊干布率群臣到河源附
近的柏海（今青海瑪多縣境內）迎接文成公主，謁見李道宗，行子婿之禮。之後與公主同返邏些
（今拉薩），《吐蕃王朝世襲明鑒》記載，文成公主的陪嫁有有“釋迎佛像、珍寶、金玉書櫥、
360 卷經典、各種金玉飾物”，又有很多烹技食物，各類飲料，各種花紋圖案的錦緞墊被，蔔筮
經典 300 種，用以分別善與惡的明鑒，營造與工技著作 60 種，治 404 種病的醫方 100 種，醫學
論著 4 種，診斷法 5 種，醫療器械 6 種，還帶了蕪菁種子等入藏。
  松贊干布非常喜歡賢淑多才的文成公主，為公主築城、修建宮室。專門為公主修築的布達拉
宮，共有 1000 間宮室，富麗壯觀。但後來毀於雷電、戰火。經過 17 世紀的兩次擴建，形成現今
的規模。布達拉宮主樓 13 層，高 117 米，占地面積 36 萬餘平方米，氣勢磅礴。布達拉宮中保存
有大量內容豐富的壁畫，其中就有唐太宗五難吐蕃婚使噶爾祿東贊的故事，文成公主進藏一路遇
到的艱難險阻，以及抵達拉薩時受到熱烈歡迎的場面等。這些壁畫構圖精巧，人物栩栩如生，色
彩鮮豔。布達拉宮的吐蕃遺址後面還有松贊干布當年修身靜坐之室，四壁陳列著松贊干布、文成
公主等的彩色塑像。
  文成公主入藏後，唐蕃之間的友誼有了很大的發展，中原與吐蕃之間關係極為友好，使臣和
商人頻繁往來。松贊干布十分傾慕中原文化，他脫掉氈裘，改穿絹綺，並派吐蕃貴族子弟到長安
國學讀書。由於文成公主的博學多能，對吐蕃國的開化影響很大，不但鞏固了唐朝的西陲邊防，
更把漢民族的文化傳播到西藏，西藏的經濟、文化等各方面也藉由大唐文化的營養得以長足發展。
在藏人心中，從長安嫁過去的文成公主，就是綠度母菩薩的化身。直到現在，藏人世世代代把文
成公主視為菩薩，把她供奉在寺院中，萬民敬仰，受持香火。唐人陳陶《隴西行》詩有“自從貴
主和親後，一半胡風似漢家”語，可證文成公主對吐蕃吸收漢族文化有非常大的影響。
  永隆元年（680 年），文成公主因患 ? 去世，吐蕃王朝為她舉行隆重的葬禮，唐遣使臣赴吐
蕃弔祭。拉薩至今仍保存藏人為紀念她而造的塑像，距今已 1300 多年歷史。
  松贊干布和文成公主的故事至今還在漢藏民間廣為流傳。

  安史之亂是中國唐代玄宗末年至代宗初年 (755 年 12 月 16 日至 763 年 2 月 17 日 ) 由唐朝將領
安祿山與史思明背叛唐朝後發動的戰爭，是同唐朝爭奪統治權的內戰，因為發起反唐叛亂的指揮官
以安祿山與史思明二人為主，因此事件被冠以安史之名，又由於其爆發于唐玄宗天寶年間，也稱天
寶之亂。
  唐玄宗開元時期，社會經濟出現了盛世的局面，但同時由於封建經濟的發展，也加速了土地兼
併，均田制破壞，均田農民失去土地成為流民。開元之治晚期，承平日久，唐玄宗逐漸喪失了向上
求治的精神。唐玄宗改元天寶後，政治愈加腐敗。從開元末年，唐玄宗就整天過著縱情聲色的生活，
此時民間有“楊貴妃”之傳說，統治階級的腐朽加重了人民的負擔，促使社會矛盾不斷加劇。唐玄
宗後期，“口有蜜、腹有劍”的奸相李林甫，把持朝政達十九年之久。他在職期間排斥異己，培植
黨羽，把持朝政，繼他上臺的楊貴妃之兄楊國忠，更是一個“不顧天下成敗”，只顧循私誤國之人，
楊國忠與安祿山之間爭權奪利，成了安史之亂的導火線。此外，西北派節度使哥舒翰與東北派節度
使安祿山之間，也素有裂隙。內外交錯，使唐玄宗後期統治階級內部君與臣、文臣與武將之間的矛
盾日益尖銳化。據《新唐書誌第四十兵》言：“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財賦”。
節度使因而雄踞一方，尾大不掉，漸有淩駕中央之勢，成為唐皇室隱憂。
  西元 755 年 12 月 16 日（天寶十四年），身兼范陽、平盧、河東三節度使的安祿山，發動屬下
唐兵以及同羅、奚、契丹、室韋共 15 萬人，號稱 20 萬，以“憂國之危“、奉密詔討伐楊國忠為藉
口在范陽起兵。安祿山的大軍雖然遇上阻礙，但由於楊國忠的無能，唐玄宗聽信監軍、宦官等的讒
言，唐軍一路潰敗，洛陽失守，天寶十五年正月初一，安祿山在洛陽稱大燕皇帝，改元聖武。與此
同時，唐朝將領郭子儀、李光弼在河北攻打叛將史思明，打了幾個大勝仗，出良策，但玄宗輕信讒
言，對郭、李良謀置之不理，放棄採取固守的正確作戰方法，使得潼關大敗。長安失陷，君儲逃亡，
安史之亂進入最高峰。唐玄宗驚慌而逃，行到馬嵬坡，六軍將士終於忍無可忍，發動兵變殺死楊國
忠等人，高力士等人縊殺楊貴妃，太子李亨在靈武自行即位。後世史家認為“馬嵬之變“是一場“有
計劃的兵變“。次年郭子儀聯合河東節度使李光弼分兵進軍河北，擊敗安祿山部將史思明，收復河
北一帶。
  同時，河南節度副使張巡等率軍民堅守睢陽 ( 今河南商丘南 )。“睢陽之戰”，是抗擊、牽制安
祿山叛軍的著名城市攻堅戰，叛軍再也無力南下。
  安祿山稱帝後，原患有眼疾，直至雙目失明，同時性情變得格外暴躁，對左右侍從稍有過失，
便行殺戮。引起眾人不滿，加上皇室爭權，安慶緒與嚴莊、李豬兒串通，合計謀殺安祿山。安慶緒
殺父安祿山后，自立為帝，年號載初。
  此後唐郭子儀等七節度使與安慶緒、史思明多次交戰，鄴城之戰後洛陽得而復失，雙方傷亡甚
重，唐將張鎬率兵收復河南、河東郡縣，安慶緒、史思明又互相猜忌，史思明降唐後又複叛，不久
安慶緒被史思明所殺，史思明接收了安慶緒的部隊，兵返范陽，稱“大燕皇帝”。西元 761 年 2 月，
叛軍內訌，史思明為其子史朝義所殺，內部離心，屢為唐軍所敗，唐軍攻佔洛陽城，史朝義無路可走，
于林中自縊死，其餘部分叛將投降，歷時七年又兩個月的安史之亂結束。
  此後唐朝進入藩鎮割據的局面，這場內戰使得唐朝人口大量喪失，國力銳減，唐由盛而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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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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中，超強颱風山竹襲
港，令到香港廣泛地區的樹木
受到破壞，附近社區的綠林都
變得暗淡無色……其實們都知
道，這是大自然的循環定律。
風災過後，相信再過一段時間，
我 們 四 周 的 綠 色 環 境 會 再 回
來。不如我們將一些色彩美麗
的繡花線，編成一條手繩戴在
手腕上，令你的每天充滿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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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虹手繩
 (Friendship Bracelets友誼手繩)

    1.  每條繡花線長度為 50cm，剪出 7 條繡花線，預留 3cm 綁結
    2.  將綁好的 7 條繡花線放進編繩器 
    3.  分別將紅、橙、黃、綠、青、藍、紫色掛上 1、5、9、13、17、21、

25，7 個格內（DIY 編繩器：1、2、3、4、5、6、7）
4-5.  編繩器當作時鐘，順時針方向轉一格，即是 29（對 12 點），順着數，

每隔 3 格，即是 9 那點拉出，掛在 29 上（DIY 編繩器：3 掛在 8 上）
6-7.  重覆（4-5）即是 21（對 12 點），順着數，每隔 3 格，即是 21 那點拉出，

掛在 9 上（DIY 編繩器：6 掛在 3 上）
    8.  重覆以上步驟，大約長度編至 16cm
        繡花線拆下後綁結，將結尾預留 1.5cm 綁結作鈕門， 
    9. 最後用針線將鈕扣釘在起點結上，將餘下過長的線剪掉，完成

提示 : 編繩時，必須是順時針方向；由下至上拉線才能編得整齊美觀

•  繡花線 7 條（任何顔色均可）
•  鈕扣 1 粒
•  圓形編繩器（可於＄12 店購

買或用咭紙自制，見圖 A）
•  針線及剪刀
•  針和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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鈕扣

圖 A

1 2 3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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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幾招iPhone 小秘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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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從 2011 年開始舉辦紫微斗數課程，很多在別處學過斗數的人都問，我的斗數班與其他
的有何不同，我通常會這麼回答：

 一、真人實盤：
我是香港唯一在所有課堂，用現場學生的命盤做教材的紫微斗數老師，而學生會在聽了我或其
他同學對自己人生的斷語之後，作出詳細回應，跟著我會解釋為甚麼說對或錯。當然，這種教
學方式，因為要事前定盤（作用是確定時辰無誤——命盤與命主的過去吻合），需要多花時間；
但學生通過命例命主真人訴說自己的人生經歷，加上我的現場指導後，學到的知識最實在、最
寶貴、最牢固。有幾個曾經學習斗數多年的學生對我說：「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有的
更認為我其實同時在教術數、中國文化和思考方法；

二、完整命盤：
MM 我會告訴你一張完整的命盤。坊間的斗數，只是根據你出生的年月日時，印出一張命盤，
而這張命盤是不完整的；但是我會在這張命盤加上你的父母資料，告訴你真正完整的命盤是怎
樣的；只有它才能正確無誤地描繪你的人生！

三、與時並進：
  我會用最貼切的語言演繹命盤裏的訊號，告訴你 1xx 多顆星曜在 21 世紀的意義，你會發
現中國術數是可以與時並進的學問，永遠不會落後！

  以上是我的紫微斗數課程的主要特點，其他以後有機會再談。

我的斗數課程有何特別？
慳位相片格式 
  設定 > 相機 > 格式，提供「高效率」及「最相容」兩個模式，前者的相片檔案容量較細，
實測拍攝同一幅相片，前者 2.22MB，後者 2.57MB。 

直讀 QR Code 
  設定 > 相機 > 掃描二維碼，開啟功能後以相機拍攝二維碼，畫面上方即會彈出二維碼
的網址並可以一按開啟網頁。 

拍攝自動曝光 / 對焦鎖定 
  拍攝時於任何位置長按，即可鎖定自動曝光及對焦。 

相簿選取多幅相片 
  於相簿右上角按「選擇」後，再以手指掃動相片縮圖。 

轉換相片濾鏡 
  拍攝時於取景框向上掃進入濾鏡模式，再左右掃動即可轉換不同濾鏡。 

隱藏相片 
  於相簿內點選相片，再按左下角的分享鍵，於最底一列選擇「隱藏」，相片即時會轉
移至「隱藏」相簿。



白羊座

遇到命運上的關口，愛情
上的關係會有所改善，但
要留意，有對象的不要樂
極忘形，失戀的不要絕望。
忌亂發皮氣，宜放開心情。
幸運石：粉晶

金牛座

因為錢而煩惱，同時也和
家人出現爭吵，你越心急
去解釋，反而出現更多誤
解。忌執著自我，宜等待
轉機。
幸運石：藍晶石

雙子座

獨自面對新的任務而產生
孤獨感，試主動找朋友幫
手，會發現大家都默默支
持你的。忌自我中心，宜
多找朋友。
幸運石：螢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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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牛角尖的性格令身邊的
人出現煩躁，不如嘗試配
合別人，放過別人也放過
自己。忌對人太多計算，
宜一切以和為貴。
幸運石：白水晶

獅子座

工作有轉變，當中可能有
真有假，如堅持要做的就
去找些朋友幫忙分析，把
出問題的機會降到最低。
忌沾沾自喜，宜細心分析。
幸運石：太陽石

巨蟹座

戀愛上出現新對象，但要
小心會跌入三角關係中，
想清楚自已戀愛上要些什
麼，不要埋怨對方。忌任
性好勝，宜清心冷靜。
幸運石：紫水晶

山羊座

於困局中的你遇見出路，
但由於自己的不信任及太
過回緬過去，令自己裹足
不前。忌口事心非，宜學
習信任。
幸運石：虎眼石

水瓶座

腦中有很多念頭，切記不
要強迫別人去做，你必須
要說明原委，令別人更易
於接受。忌強人所難，宜
加強溝。
幸運石：粉晶

雙魚座

雖然有改變生活橂式的念
頭，內心卻矛盾不休，所
以比較情緒化，試找朋友
幫你解決情緒問題。忌過
份懶散，宜突破自己思維。
幸運石：白水晶

天秤座

自信心大增，但可能只有
三分鐘熱度，不要胡思亂
想與現實混洧，就可以解
決任何問題。忌虎頭蛇尾，
宜加快行動。
幸運石：螢石

天蠍座

孤獨感出現，因為身邊朋
友各有各忙而疏遠，其實
這是天要考驗你的獨立性。
忌懶散和依賴，宜珍惜眼
前。
幸運石：粉晶

人馬座

在三角關係中的你，不論是
感情或工作上的，都可能發
生瓦解，但其實是好事，因
為更好的未來在你手。忌抗
絕改變，宜放鬆心情。
幸運石：藍晶石

Fanny 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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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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怡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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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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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樂怡生活』訂閱
姓  名

郵遞地址

電  話

電  郵

期數費用 （    ）6 期 $ 42.00                          （   ）12 期 $8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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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惠證

地址：塘尾界限街43號地下A1號舖恒富大廈
電話：2779 9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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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