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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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業中心(西環)
富裕大廈(西營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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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在素食(太子)
餃掂(太子)
香港廣州地區聯會 (天后)
餃掂(灣仔)
香港廣州天河同鄉會(長沙灣)
餃掂(旺角)
香港漢港聯誼會 (觀塘)
蛇王協 (深水埗)
旺角街坊福利會 (大角咀)
Coffee Lover (觀塘)
工聯會沙田地區服務處
均益士多(林錦公路)
旅港興寧同鄉會(尖沙咀)
華輝無綫電行有限公司(荔枝角)
香港廣佛肇聯誼總會(北角)
聯美發展 (尖沙咀)
僑港順德龍山同鄉會(旺角)
香港廣州天河各界聯合會(元朗) 富恆物業 (旺角)
國際執法裝備 (尖沙咀)
香港五金商業總會(油麻地)
溢邦貨運 (荃灣)
福利建築 (灣仔)
翔韵藝術團(上環)
港九罐頭洋酒伙食行商會有限公司(上環)
旅港增城同鄉會 (太子)
星攻略文化制作 (尖沙咀)
豪門眼鏡店 (新蒲崗)
坊眾社會服務中心 (西營盤)
香港中西區婦女會 (上環)
因果堂 (觀塘)
香港島各界聯合會 (上環)
城市汽車 (銅鑼灣)
水泉澳邨發展協進會(沙田)
香港的士電召中心有限公司(深水埗)
香港何耀光基金會 (灣仔)
福生置業 (筲箕灣)
香港斐濟總商會 (旺角)
明愛莊月明中學 (華富邨)
坊眾社區服務中心 (中環)
基督教主恩服務社有限公司（北角）
越秀企業集團企管部 (灣仔)
循理會竹園耆樂會所(黃大仙)
香港高齡教育工作者聯誼會(油麻地) 旅港增城商會(灣仔)
蓬瀛仙館 (粉嶺)
中華網龍 (長沙灣)
正荆社 (西環)
又一村花園(九龍塘)
香港紅十字會
沙田鄉事委員會(沙田)
健康醫療所 (旺角)
曾大屋 (沙田)
中正中醫治療中心 (灣仔)
田心村(沙田)
天正脊醫痛症中心 (中環)
大圍村(沙田)
中國醫學研究中心 (旺角)
北角街坊福利會(北角)
西醫何仲賢醫務所(旺角)
水泉澳邨街坊互助社(沙田)
牙科醫生龐可榮(銅鑼灣)
坊眾社會服務中心 (上環)
香港中藥聯商會(上環)
西貢鄉事委員會(西貢)
香港南北藥材行以義堂商會(上環) 坑口鄉事委員會(將軍澳)
香港參茸藥材寶壽堂商會(上環) 太亨鄉公所(大埔中心圍)
亞太專科醫療中心(尖沙咀)
悦心大厦(西營盤)
恒迅手機維修 (旺角)
駿富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荃灣)
My Home (將軍澳)
漢榮書局有限公司 (油麻地)
2DP – 2decimalplacest(尖沙咀) 龍景大廈業主立案法團 (鰂魚涌)
尚悅薈餐廳 (元朗)
香港五金商業總會 (油麻地)
秋海棠 (石塘咀)
香港南山社團總會 (旺角)
園心食品 (旺角)
香港南園同鄉會 (旺角)
華香雞(荃灣)
香港番禺鄉親聯合會 (油麻地)
大有膳坊 (新蒲崗)
香港石碁聯誼會 (油麻地)
美髮2000 (佐敦)
香港白雲聯會 (柴灣)
潮滙館(長沙灣)
香港穗郊同鄉聯誼會 (柴灣)
大記攦粉 (太子)
香港荃灣北僑福利會 (荃灣)
365天然健康(香港)有限公司(觀塘) Teddy Village (西九龍)
三合鍋魁(油麻地)
元利隆有限公司(新蒲崗)
媽子廚房(油麻地)
概念坊設計有限公司(佐敦)
打邊爐海鮮火鍋燒烤店 (土瓜灣) Creativeworks Group Limited(尖沙咀)
優質食品有限公司(新蒲崗)
關愛同行會 (旺角)
Ben Sir 豆腐花店（新蒲崗） 夕陽紅互愛聯會(荔枝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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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鼓 嶺 嶺 英 公 立 學

愛

田村，1958 年建校至今一甲子。學校佔

   嶺英學生在與人關係上，接納、關愛、修和、忠誠、純樸，

地十萬平方呎，背依山林，前攬田疇，空氣清新，遠離都市繁囂紛

常感恩，殷勤侍奉，助人為樂。在與地關係上，尊重傳統遺產，

擾，學習得以專心。建校時，特意建設優美園林，屢穫園圃設計冠

熱愛社區鄉土，關注世界時事，勤服務，戮力建設純樸社區。

軍，優美環境，園林校園，實乃學子樂園。

杜思源校監致辭

誠

仁者愛人（孟子《孟子，離婁下》）

校位於新界北打鼓嶺週

   嶺英公立學校深信「愛」是教育之真義，全校師生致力

   地靈人傑，歷任校監、校長、教師們，教學力求嚴格，追求卓

實踐關愛文化，以愛育人。學校穫「和諧校園獎」是全港 4

越，成績優良。建校六十載，春風化雨，哺育一代又一代英才。

間最和諧校園之一；亦得到教育局局長頒發「卓越關愛校園

   「誠、愛、勤、樸」是打鼓嶺嶺英公立學校校訓，師生遵從校

獎」， 獲評為全港小學中，在照顧新來港學童適應方面最優

訓，教與學切實貫徹，各具特質。

秀的學校。

誠者天之道也﹝孔子《中庸》﹞

   學校重視生命教育，以愛育人，教育之義，旨在樹人。生命教育乃該校核心之一，著重體驗
學習，學習人與人之相處，乃至生命之意義、循環，褒厚天覆地載之恩，感通自然天地，培養學

   嶺英學生學習專心及勤奮，鍾愛求知，誠意求學。在心靈上，自信自重，勤勉任事，正向思考，

生愛護世間萬物之態度。學校各科組，師生同心同德，努力不懈發揚生命教育，學校於 2015 年，

篤實質樸，不慕浮誇，表裡如一。

獲關愛校園計劃「推動生命教育」優異獎（全港只有 4 校入選）。

   嶺英教師以赤誠為本，誠心誠德，潛心鑽研教學技巧，穫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全國教學藝
術大賽中文科二等獎、兩岸四地中文教學優異教師獎、Microsoft 卓越教師獎等。

勤

   嶺英公立學校在課程設計上務實創新，設計校本生命教育課程，以生命影響生命，推動教育

   嶺英學生在與物關係上，惜物儉樸，博物情懷，關愛生命，敬畏自然，保育大地。嶺英的學

局設計的 Space Town 課程，提升學生英語學習興趣，推行跨學科專題研習，STEM 及編程課程，

生無論在學習期間或畢業離校都緊記：業精於勤。學海無涯勤作為舟，學生畢業後繼續修業進學，

培養學生探究精神及創新能力。學校設施精益求精，為擴闊學生視野、加深人生體驗、締造幸福

該校學校生不少入讀香港著名學府，孜孜不倦，業精於勤，廣穫稱頌。

童年，學校設計不同的主題庭園，遍植各地奇花異卉，並建有蝴蝶園、生態池、空中花園、足球場、

   學校鼓勵學生自強不息的精神，培育學生多元才能的完備。學業修之有餘裕，則發展多元才

籃球場、芳香草藥園，增加康體、藝術、休閒、自然觀察等設備。

能。學校積極參加校外比賽，學生自強不息追求卓越。天道酬勤，學校屢獲殊榮，稱善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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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精於勤荒於嬉（唐 . 韓愈《勸學解》）

5

樸

樸能鎮浮，靜能禦躁 ( 清 ‧ 申居鄖《西岩贅語》)

   2018 年九月，小一擴班，2018-2019 年度總共 17 班 ( 加上加強輔導班為 18 班）全校教師
人數接近 40 人，師生濟濟一堂，是嶺英有史以來最多班數的一年。

   節儉樸素，人之美德；奢侈華麗，仁之大惡（明 ‧ 薜瑄《讀書錄 , 警戒》）

   環保基金撥款 59 萬舉辦的森林學校計畫已竣工，校內的生態河、蝴蝶園及肉質植物園吸引

   嶺英學生在生活技能上，能井然自理，享受完成責任帶來的快樂，泰然面對逆境，寧靜致遠。

大量遊客到校學習生態及民俗課程，好評如潮。另外，由杜思源校監（工程師）統籌，向香港賽

在體藝素養上，熱愛體藝活動，勤於練習，提升審美，自娛自足，豐富生命。

馬會申請了 294 萬興建的生化淨水系統亦已竣工，這是全中國第一個如此以蚯蚓過濾污水的淨水

   學校建校六十周年，始終貫徹百年樹人的宗旨，一批批英才畢業，是名符其實的“森林學

系統，使學校更能實踐綠色學校的理念，宣揚環保文化。

校”。2016 年學以「嶺英森林學校計劃」成功申請環保基金 59 萬元，在校內建設生態池，蝴蝶

   嶺英一直推崇生態、環保教育，廣栽花草樹木，使校園綠意盎然，生態池尺樹寸泓，讓學生

園及植物棚等設備，培養小博學家進行物種調查及生態觀察。2017 年學校獲賽馬會撥款 294 萬

於清幽靜美之園景中學習，體會自然之美。嶺英全體秉持「綠色信念」，早前獲康樂及文化事務

建設「生化淨水系統」。一直以來學校堅持課外活動常規化，多完化和精簡化，追求活動種類豐

署頒發「2017/18 年綠化校園工程獎（大園圃種植——小學組）」冠軍，表揚本校在在綠化校園

富多彩，活動方式精簡質樸，不慕浮華。課外活動有舞蹈班、小小美術家、硬筆書法班、魔術班、

方面之不遺餘力與貢獻。

小童軍、乒乓球班、空手道班、趣味英語、小結他彈唱班、足球隊、恩典團契、毛筆書法班、手

   學校一直堅信每位孩子獨一無二的潛能，致力發展學生的多元才能，賦能追求卓越。早前學校

鐘班、流行樂隊、水墨畫班、小提琴、陶笛、非洲鼓、節奏樂團、合唱團、博物調查隊等。

推薦有志於寫作的同學參加內地魯迅青少年文學獎，蘇厚天同學的《大森林王國危機》小説成功晉

日進千里 北區名校

身決賽，由家長帶領前往北京參加全國總決賽，勇奪三等獎。除此之外，本校在兵乓球、音樂、棋藝、
美術等各方面，屢獲殊榮，學校一年以來共獲得 106 項校外比賽獎項，如此佳績實在可喜可賀。

   「打鼓嶺嶺英公立學校」建校 60 周年，追溯該地辦校的淵源，

   本年七月的小六畢業生放榜，100% 學生派入首二志願的中學，反映嶺英教學團隊力臻至善，

早期在週田村是私塾，其後為村校，1958 年興建為嶺英公立學校。

學生成績屢見進步。全體學生派入了心儀的中學，實在令人興奮，學業表現有目共睹。

發展到今天成為享譽北區的一所名校，今年是該校建校花甲之年，

   願全體教職員上下一心，家長全力支持校政，學生身心健康，愉快成長，嶺英邁向新的台階。

喜訊頻報，朱國強校長滿懷喜悅和信心講述學校的現況：
   2017 至 2018 學年，學校接二連三收到令人鼓舞的好消息，實
在令全體師生及家長感到喜悦，同時見證著嶺英—日千里的進步。
   開學初，小一自行分配學位階段，很多家長以嶺英為第一志
校長朱國強致辭

願，出現 4.5 人競逐一學位的盛況，足見嶺英廣受認同，表現卓著。
我們也陸續錄取一批居住大埔的學生， 相信來年便會開設大埔跨
區上學的校車線了。

6

私塾原址

週田學校原址

現任校長與教師合照

7

學校利用了打鼓嶺的天然環境做就了與大自然共融的優勢，也不斷更新學校的設施提升教學的效
能及加強學生品德的培養，如學校與 2016 年開始透過「嶺英森林學校」計劃，學校計劃建設蝴
蝶園、生態池等具特色的設施，也着力設計與「嶺英森林學校」相關的校本課程和課外活動，當
中包括以「森林學校」為主題的音樂和童詩創作課程，也鼓勵學生參加「博物調查隊」的課外活
動，增強學生的觀察力、分析力和會報能力，學校在這幾年來獲獎無數，如綠化學校工程獎、卓
3

越關愛校園獎、普通話習誦和聖樂組合唱獎季軍等，在各方面已肯定了學校團隊的努力，學生於
2

那優美環境中成長的見證，在此衷心祝賀打鼓嶺嶺英法團校董會、校長和教師在 60 年內群策群
力用愛與汗水所獲得成果。60 年並不是個短的時間，校監與我說：「60 年是與我一起長大的。」，
學校在 60 年來，在全體成員默默耕耘下，舊日於嶺英畢業的學生，現今在社會上都成為了很多
不同領域的領袖。在此代表政府祝福「嶺 英公立學校」繼往開來，擁有更多更精彩的 60 年，同
學可以在優美的環境下度過學習生活愉快的成長。
( 因編幅所限，編者對以上講話稍作修錄 )

香港賽馬會慈善事務高級經理鄧詠茵女士

在『打鼓嶺嶺英公立學校 60 周年校慶暨嶺英學校賽馬會生化淨水系統
開幕典禮』上作了熱情洋溢的講話。

4
污水管道路線圖

   香港賽馬會慈善事務高級經理鄧詠茵女士：很高興代表賽馬
會慈善事信託基金出席今日的典禮，首先我要代表馬會祝賀建校
1

60 周年紀念，嶺英學校自成立以來，致力實踐全人教育的理念，
1

鼓勵學生追求學問和品格以及多元發展。今早到達時每一位學生

賽馬會生化淨水系統啟用儀式

也會對我們說「早晨」，嶺英的學生真的十分有禮貌，面上也展

2-3 生活污水經生化淨水系統處理後可用作園
林及灌溉使用
5

環繞，優美宜人的環境學習，學校利用周邊環境資源來推動綠色

4-5 生化淨水系統設施及系統示意圖

香港特別行政區教育局楊潤雄局長

在『打鼓嶺嶺英公立學校 60 周年校慶暨嶺英學校賽馬會生化淨水系統
開幕典禮』上作了熱情洋溢的講話。

楊潤雄局長

露開心的笑容，對他們的印象十分深刻。嶺英學校位於鄉郊綠蔭
校園發展和環保項目的教育。在 2016 年學校的新大樓未有合適
的污水處理設備，所以馬會撥款二百九十四萬港元，支持學校建
鄧詠茵女士

設全港第一個以蚯蚓分解和過濾污水的分化淨水系統，於校內實
踐循環用水同時推動相關的教育活動，令學生從中學習環保知識，

而我們期望能給予其他鄉間學校和村落作為參考，成為水資源可持續發展的典範。馬會一直十分

   楊潤雄局長：很高興出席「嶺英公立學校 60 週年校慶及嶺

支持環保工作，並且以創新思維與各界攜手促進香港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正與特區政府「香港氣

英學校賽馬會生化淨水系統開幕典禮」，這個新的淨水系統真是

候行動藍圖 2030+」

令我大開眼界，學生們日後可多作環保工作及透過淨水系統增長

   的大方向不謀而合。再次感謝特區政府和

環保知識。 嶺英公立學校 60 年來的發展見證了香港大半個世紀

地區團體對建設「嶺英學校賽馬會生化淨水

的變遷，學校於 1949 年由「週田村」的民居改建而成，至 1956

系統」的支持，也感謝學校的管理層和老師

年正式成為政府資助學校，在校長和村民的不斷努力下開墾土地

的努力，所謂十年樹木百年樹人，馬會相信

籌集資金，於 1958 年在老鼠嶺興建現有的校舍，正式命名為「打

嶺英學校未來發展中更加豐碩的成果，也希

鼓嶺嶺英公立學校」，蕴含打鼓嶺作育英才的意思。一直以來歷

望可以繼續攜手建設香港成為一個更加宜居

屆校監和校長通力合作，為社區的教育努力一直肩負作育英才的

的城市。

使命，也以校訓為本培養學生「誠、 愛、勤、樸」的良好學生。

8

( 因編幅所限，編者對以上講話稍作修錄 )

9

上期遊戲得獎者
有獎燈謎會
地址 : 大棠
姓名 : 張小姐

歷史通識填充題有獎遊戲
地址 : 維景灣畔
姓名 : 駱小姐

地址 : 新都城
姓名 : 周先生

地址 : 新都城
姓名 : 單小姐

成語遊戲
地址 : 新港城
姓名 : 許小姐
地址 : 麗港城
姓名 : 林小姐
生肖豬形胸針
（數量 1）

精彩幽默的“廣東俗語”

多種 皮顏 色選 擇
比市價平
(專人解答)

嗱

嗱

聲 ----- 意思是趕緊時間完成某件事情，做事快手、「快脆啲啦」。
10

WeChat、WhatsApp同號

慳位之選

臨天光瀨尿 ----- 於將近成功或完成某事情的時候，突然犯錯、不順利、失敗導致
未能成功或未能完成。
心静自然涼 ----- 「心靜自然涼」這句廣東話俗語，是來自白居易的《苦熱題恒寂
師禪室》﹕「人人避暑走如狂，獨有禪師不出房，非是禪房無熱
到，為人心靜身即涼。」白居易認為清心靜氣才是消暑最佳良方。
        心裡感到平靜，內心自然涼快下來。除了形容體温外，在遇到困
難、挫折、難以忍耐、激動的事情時，只要心靜下來問題便能迎
刃而解。

$480 起

度尺設計
每平方呎

•接受微信付款•

$180 起

WeChat

目錄陳列:官塘開源道62號駱駝漆大廈2座4樓B-09室
九龍提貨:大角咀欅樹街17號華源工廠大廈
(大角咀市政大廈埃華街口)

孟子金句漫畫
作者簡介：潘藻華
香港人。自幼酷愛書法。師法王、

作者 : 彭啟堯
繪圖 : 保 蓮

歐（王羲之、歐陽詢）。其草書
筆法獨特。結字秀潤中含剛氣，
活潑中見嚴謹，通透玲瓏，意態
飄逸。起伏圓轉，流暢自然。一
字之內，可分拆玩味。
著有「潘藻華草書唐詩五十首」。

城市文化獵人推出好書——

《潘藻華草書唐詩五十首》

   日前畫友吳兄到訪。甫坐定聊天，吳兄徐徐從一個淳樸的小牛皮紙袋中取出一部精裝的深藍
色的函盒，燙金書名《潘藻華草書唐詩五十首》，且聽吳兄道來，原來出版者乃香港美專畫友，
研習書法多年，精與草書。本書以唐詩為題，由潘兄以草書寫之出版，書中精選唐詩五十首皆膾
炙人口之作。
   筆者來不及地翻開盒面，骤覺眼前一亮，盒內香檳色絹面線裝書，內文宣紙印刷，足見潘兄
在裝帧設計上頗費心思，打造了一部精緻高質的禮品書。
   再細看內容，〈上冊〉先以“手寫體”寫唐詩近十首；〈中冊〉“淺談字符”解釋草書字符
的規律；〈下冊〉獨特之處在於潘兄很有心思地設計了用黑底反白字草書唐詩，其中那種輕輕掠
過留下那缕如游絲，似連似斷的墨蹟；有些則如行雲流水般的運筆，如畫頁般勾起讀者無限想象，
隱隱幻象景物令人感覺趣味無窮。
   潘兄用心良苦，在編著本書時，採用了歷代書法名家的通行寫法，讀者能看到的字體是草書
中通行而有一定標準的，即使未曾涉足書法的讀者讀來也會易於理解及欣賞，對研習者是一部良
好的輔助教材。
   潘兄以草書寫唐詩，足展其草書根底及造詣。漢文學至唐詩已是頂峰，可謂以字寫畫，以意
達象，寥寥數字可帶你神遊蒼穹、穿山過海，遐想弗遠無界。
   草書在傳統書法範本中是最為光燦奪目的明珠，相對於楷、行、篆、隶各種書體而言，草書
的線條及其組合所展示的藝術形象最為豐富，最能反映強烈的情感和高度的審美要求，因而使草
書在書法藝術中獨樹一幟。

孟子曰：其進銳者，其退速。

   今日香港，重視漢字書法的人已經很少，遑論草書，連學校也不重視漢字書法教學，何以傳

孟子說：前進太猛的人，後退也會快。

承？何論發展！

Mencius said: “he who advances with precipitation will retire with acceleration.”

   潘藻華先生出版《潘藻華草書唐詩五十首》，一方面展示了他的草書藝術之餘，更是用心介

( 蘇國麟英譯 )

紹了草書的知識及提供了很多實用的學習技巧，可謂一部實用兼可觀賞書法藝術出版物。誠足筆
者推介。
							


尹文

提供，版權所有

201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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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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紐騰

（贈品顔色隨機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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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WTTON 澳洲紐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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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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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產品 ( 護膝毯 / 多用途電暖墊 / 電熱墊
        /BB 小電熱毯 )100cmX100cm

NT95-1
護腰 / 暖胃
熱敷帶

( 顏色以實物為淮 )

金額

$390

(雙色炭灰)

姓   名：                 電   話：
電   郵：
地址 ( 送貨請填寫 )：
銀   行：                 金   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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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行入數紙號碼：        

中國工業生產許可證。 以下証書印證了

永隆銀行：戶口名稱「樂怡服務有限公司」，號碼：604-001-21795

NEWTTON AUSTRALIA 產品的國際認受
性及實力。令您用得更安心！

數量

德國
GS認證

澳大利亞
SAA認證

歐盟
CE認證

中國
QS生產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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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 在雲端上的茶 園

湖南莾山天一波茶葉有限公司
品牌

讀者優惠價

天一波雲霧茶綠茶(茶盅裝含45克茶葉)

$156

天一波雲霧茶綠茶(250克)

$460

策   劃：

數量
產品提供：

   湖南莽山天一波茶葉有限公司，是一家集茶葉種植、加工、銷售、茶文化傳播於一體的綠
色生態環保茶葉公司，茶場所處地理位置優越，基地位於莽山國家森林公園內，海拔在 1300
米以上，有肥沃的富硒土壤，氣候溫潤，雨水充沛，溫度適宜，無污染，在這原生態環境中生
產的茶葉，含有豐富的茶多酚，具有解毒和抗輻射作用，不可多得的天然、有機、高檔次茶葉。
   天一波茶，採用純手工加工，各種天然元素得到很好的保鮮與保留。天一波茶具有綠色、
營養、保健三大特點，得莽山原始生態靈氣，沖泡後香氣馥郁清高持久，滋味甘鮮醇厚，沁人
心脾，回味甘甜。
   天一波綠茶屬雲霧茶，含人體所需的 13 種

訂戶姓名：                電   話：
電   郵：
地   址：
支票號碼 / 銀行入數紙號碼：    

體免疫，促進淋巴細胞的增殖體和免疫球蛋白

金   額：
   銀   行：
送貨安排： 需要   不需要 ( 內打上 號 )
      如需送貨，工商大廈收費 $20 元，住宅收費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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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合成，常飲天一波茶，有生津止渴、消熱解

傳真：3153 2182      電郵：contact@privilegehk.com

毒、利尿解毒，殺菌抗病毒，降脂降血糖、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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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氨基酸和多種礦物質元素及維生素，特別是富
含稀有的礦物質“抗癌之王”- 硒，硒能提高人

目清肝等多種功效。公司目前生產莽山天一波
綠茶和紅茶，是我國茶中之珍品。在 2017 年
內地名優茶評比賽中獲金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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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電話：3153 2320

茶盅禮盒裝

$156元
(含45克茶葉)

天一波雲霧茶 優先預訂
$800元
紅茶 (160g)

   瀏覽「港珠澳大橋」巧遇「長城王」。不見經年，老頑童仍聲如洪鐘、風釆不減當年。一橋

航不見機」的笑話。「當年我協助江西省租軍機開辦江西、深圳 ( 惠陽 ) 包機。首航當日，邀請了

飛架港珠澳的世界第一跨海工程，令他想起當年中國遊的「行路難」，感慨良多 !

不少嘉賓、記者同行。大家一早由香港乘車到惠陽軍用機場等乘首航，但一直未見飛機，結果盎

   「長城王」--- 王錦泉，香港、內地旅遊業界無人不知。四十年前 (1978) 乘中國改革開放之風，

然折返。當時軍方解釋是因江西天氣惡劣，飛機沒法起飛。事後才知道，原來那架飛機當日接到

大陸對外開放旅遊，生性好玩的「長城王」放下企業管理要職，「膽粗粗」在港開辦「長城旅行

任務來不了。」除了飛機，早年深圳直通粵北的列車「丹霞號」，亦是「長城王」協辦之傑作。

社」。當年本地旅行社先是開辦廣東團，他卻反其道而行，要去蒙古大漠攬勝。「首發蒙古團前，
我和太太先行到蒙古探路。當時找內地國旅幫忙，對方表示“不會與資產階級做生意”。幸好最
後認識了蒙古的族長，酒過三巡成為“安達”( 好兄弟 )，落實當地旅遊接待。

蒙古團打響第一炮

十進不毛大漠羅布泊

   踏入公元二千年，中國旅遊產業已納入正軋，市場競爭激烈，「長城王」即改弦易輒，專攻
專項旅遊，羅布泊穿越「地球之耳」之行是其代表作。
   羅布泊是新疆東南部湖泊「地球之耳」，因地形宛如人耳而得名。該處屬鹽碱沙漠地區，寸

   改革開放之初，蒙古是個諱莫如深之地，甚受港人歡迎。由香港去蒙古，先經廣州轉乘火車

草不生，近三千平方公里茫茫大漠，詭異莫測，因而又被名為「死亡之海」。

去北京再轉呼和浩特。火車卧鋪一票難求。幾經周章，卧鋪火車問題終於解決。因為長城能保證

   「當年，香港雖然有旅行社開辦這條路線，但僅是走邊皮未能深入湖心，等如深入寶山空手

交通、接待，蒙古團每周發團，大假期更是客似雲來，其門若市。

回。我開辦的湖心行，是經北京、蘭州、新疆三大軍區批准。僅是往回湖心便要五天。」因為旅

   蒙古團成功開發，奠定「長城」基礎，其後再回馬江西、華東、東北、山西。「在那個年代，

程屬探險性質，首團的十多名團友，都是長城團的擁躉，當中有教授、教師、公務員、專業人士。

內地接待條件好差，接團亦混亂。劃好座位的火車票，卻很多是重票，有座位變沒座位 ; 明明是訂

長城王自己一家三口當時更是傾巢而出。大漠蒼茫，湖心內舉步維艱，上無飛鳥下無走獸，真正

雙人房卻變四人房，兩對互不認識的情侶要共住一室，辦團殊不容易。」香港轉北京、長春、吉林、

體驗到「絕地」的恐怖 ! 早年中國科學家彭加木、探險家余順純到此地從事探測工作，亦葬身於此。

哈爾濱的火車票，都是要抵當地才能領得下一程車票。「長城王」深知辦團最主要是掌握交通，

   首團在回程時不幸迷路，莫說找不到出口，甚至身處何方亦無法定位。周邊的駱駝、走獸遺

付押金擔保，所以團隊在出發前已全部有票在手。難怪人說長城旅行社是「廟細菩薩大」！

回馬廣東辦套票

骸，令大家感到危機，人心惶惶。「當時我都好驚，更後悔帶子同行。若有三長兩短，王家便絕

   除了省外，廣東短線遊亦是長城強項。「我在廣東開發第一條線是東莞“可園”，之後是肇

   經此一役，「長城王」有了經驗，自公元二千年開始每年舉辦一次羅布泊探險遊，每次都在

慶七星岩、松化溫泉、韶關“丹霞山”、深圳“石岩湖”----。」大江南北路線，既有出團，亦有

當地立碑誌意。至 2008 年完成第十年十團旅程後便停辦。

自由行「套票」。一票在手，保證解決往返目的地交通及住宿問題，因而大受歡迎。當時地鐵車

   今年，是中國改革開開放四十周年，亦是「長城旅行社」成立四十周年。「長城王」是香港

站服務處、城巴、報紙都成為長城套票分銷站。

大陸遊的拓荒者，目睹中國旅遊萌芽至興盛發歷程。年近八十的他退而不休，現已不做散團而專

   大江南北路線遍地開花，「長城王」又租用軍機辦航空團，最初亦是困難重重，更鬧出「首

辦獨特的專項遊，目的是以旅遊會友。「西藏行」將是下一個目標。

後。」幸而天無絕人之路，同行的司機找到了早年深入此地棄置的一對破鞋辨別了方向，終走出
險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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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城 )

國珍

保健坊

維元複合肽粉
年底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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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壁松花粉 3g/ 包，
每天兩次，每次一包。
30 包 / 盒，港幣 $325/

盒

國珍松花粉

松花粉 108 片 / 瓶
港幣 $165/ 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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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珍維元複合肽粉 ─
新時代又一極具吸引力的產品
科技光環 性價比高 口感好
黃金組合定向酶切技術
海洋魚低聚肽 小麥低聚肽 大豆低聚肽

海洋魚低聚肽功能
1. 有效改善皮膚及肌肉水份減少問題，適時補充膠原肽，
能使皮膚保持年輕。
2. 使鈣質與骨細胞緊密結合，不會流失或退化。
3. 幫助眼角膜保持濕潤透明，增加眼睛透明度。
4. 促使肌肉細胞緊密連結，使其具有彈性和光澤。
5. 調節內分泌，保護及強化內臟功能。
6. 增強免疫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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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花鈣奶 18 包 / 盒
港幣 $149/ 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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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茶籽油 500ml，2 瓶 / 盒，港幣 $358/ 盒

購買熱線：3153 2320、3188 1077  
產品諮詢：9669 6290 ( 陳老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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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麥低聚肽功能
1. 有抑制膽固醇上升的作用。
2. 提高機體抵禦外界病原體感染的能力，降低機體發病率。
3. 降低血壓，改善高血壓。
4. 抗氧化活性。
5. 調節免疫力。

大豆低聚肽功能
1. 小份子，易吸收。
2. 提高免疫力。
3. 快速緩解疲勞，增加肌肉力量。
4. 降血脂、降血壓、降血糖。
5. 促進脂肪代謝，減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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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傳）

   東漢末年，董卓專橫，各地諸侯群起討伐，董卓見人多勢眾，便挾持九歲的漢獻帝和百
官遷都長安，令途中百姓苦不堪言！
   貂蟬原是司徒王允之婢女，有傾國傾城之貌，及憂國憂民之心。是夜對月祈禱，敢為朝
廷除逆賊。王允聽了，知道她有報國之心，便以貂蟬父女相稱，並教貂蟬依計除掉董卓和呂
布，為免董卓篡漢。
   董卓旗下有年青將領呂布，勇猛過人，遂收為義子，並贈予赤兔馬。一日，呂布在虎牢
關三英戰呂布時失落金冠，十分懊惱。王允知道了，便不惜家珍，以珠寶打造金冠一頂，贈
與呂布。呂布手捧金冠大喜過望，便過府回拜王允，期間呂布巧遇貂蟬，一見之下，便驚為
天人！王允順水推舟，答應將貂蟬嫁與呂布。
   翌日，王允在府設宴，請董卓觀舞。見貂蟬舞姿婀娜迷人，令董卓色上心頭，當夜王允
便將貂蟬送與董卓。
   呂布聽聞貂蟬被送給董卓，怒氣冲冲地直闖王允府，王允卻推說是董卓所為。呂布趕到
太師府，得知貂蟬已成董卓夫人，又驚又怒，來到後堂尋貂蟬，卻被董卓逐出，自此對董卓
心懷怨恨。
   王允設下的連環計，是暗地裏先把貂蟬許配給呂布，再明把貂蟬獻給董卓，令呂布非常
難堪！王允知道二人都是好色之人，必會因妒成仇！他利用貂蟬周旋於此二人之間，教她送
呂布于秋波，又報董卓於嫵媚。把二人弄得神魂顛倒。
   自董卓收貂蟬入府為姬之後，呂布心中怨憤，曾偷偷約會貂蟬於鳳儀亭，被董卓回府撞
見，大怒，擲戟於呂布。呂布逃出太師府，但對貂蟬的迷戀仍是念念不忘！
   呂布為了貂蟬，不惜父子反目，決心剷除董卓，便問計於王允，王允乘機說服呂布，設
計殺董卓，並折矢為誓。
   某日，天子使者傳詔，董卓聞道天子要禪位於他，心中大喜，連忙回長安。不料半路伏
兵四起，董卓喚呂布救援，卻被呂布一戟刺死。
   呂布以為成功剌殺董卓後，便可以贏得美人歸，可以正式迎娶貂蟬為屬眷。但他萬萬想
不到，王允的連環計，下一步就是要教貂蟬殺呂布……

邵氏電影＜貂蟬＞
  

英雄配美人的浪漫傳奇

記得在 1958 年邵氏公司所拍的電影＜貂蟬＞，由李翰祥導演，並由林黛扮演貂蝉，

趙雷扮演呂布，表情非常逼真、細緻。這套電影得了很多的奬，除了演員美、服裝美、宮殿
佈景美，歌舞更美，而且場面偉大，是當年的七彩大製作，其水準遠遠超出日後所拍的電影

   呂布是三國時代的英雄人物，貂蟬是中國古代四大美人之一，因此好多人都以為這是
「英雄配美人」的完美配搭。可是，這個浪漫故事的背後，卻隱藏着一股血腥的政治陰
謀……
   原來這個「完美配搭」，並非偶然産生的，而是是有人操控的，在三國演義第八回 :「王
司徒巧使連環計，董太師大鬧鳳儀亭」有詳細記載，現省略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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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電視劇，成為電影經典之作。
   ＜貂蟬＞的內容大部份都依足＜三國演義＞，只是結尾部份被美化了，是以大團圓結局
的……
   當呂布除暴殺董卓之後，貂蟬捨不得殺呂布，而呂布也是真心愛貂蟬，王允便同意讓二
人成婚。新婚之後，呂布便帶着貂蟬，和大隊兵馬離開長安，共赴前程，從此便天下清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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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束前還有一曲黃梅調，總括全劇：

蟬；還有一說 : 關羽把貂蟬送回了木耳村（今木芝村），貂蟬一直未嫁，所以村中還有貂蟬

   「司徒妙計設連環，小說誇張史不傳。

墓及紀念堂，在後殿供奉了關公。至於戲曲「關公月下釋貂蟬」，可能是根據以上傳說而編

多少美人關大計，千秋不止一貂蟬。」

寫的。內容講述曹操利用貂蟬的美色，去留住關羽，但關羽不為所動，故將貂蟬釋放。

   不過，歷史真相並非如此完美，呂布

   另有江湖傳聞，指關公月下釋貂蟬之後，貂蟬便自力更生，獨闖江湖，成為江湖上「職

雖勇，但其威望不及董卓，無力掌控天下。

業女性」的始祖。更有人指古代青樓，有拜祭貂蟬的習俗，不過這些只是傳聞，孰真孰假，

當董卓一死，其他將領便紛紛叛亂，攻打

無可稽考！

長安，呂布被逼棄城而逃，過着四處流竄

   有人問 : 三國時代究竟有沒有貂蟬此人？

日子。在＜三國演義＞第九回 :「 除暴凶

   我只能說，在正史《三國志》中，只見其影，不見其形，連貂蟬的名字也沒有記載，只

呂布助司徒，犯長安李傕聽賈詡」，可

說呂布和董卓的侍婢私通而已。但在《三國演義》中着墨甚多 : 她是司徒王允的義女，長得

見一斑。

美貌動人，方十五年華，知悉王允對於董卓的亂政深感無助，便獻出自己來對付亂臣賊子。

白門樓曹操斬呂布

結果貂蟬成功地挑動呂布刺殺董卓，自此之後便在《三國演義》中銷聲匿跡了。至於「關公
月下釋貂蟬」，只見於戲曲，《三國演義》並沒有記載。

「下邳城曹操鏖兵，白門樓呂布殞命」

評王司徒之美人計

   由此可見，要掌控天下，並非單單靠匹

三國演義＞第五回 :」發矯詔諸鎮應曹公，破關兵三英戰呂布」可見一斑。頤和園長廊彩繪

夫之勇，呂布雖然勇猛無敵，所向披靡，但是只能為將，不能為王！

中，亦有「三英戰呂布」。即是說，要合劉、關、張三人之力，才能打敗呂布，可見呂布有

昔日他倚仗董卓之威望，由董卓掌控天下，才得在他旗下當一員猛將。但當董卓一死，失了

勇猛過人之處，怪不得董卓肯將心愛的赤兔馬，贈與呂布作坐騎。

大靠山，他的優勢便不比以往了，最後落得如此收場，實在令人唏噓！

   董卓與呂布，一個有謀，一個有勇，也是一對最佳配撘。他們兩人的配合，有如虎嘯風

   或有人問 : 曹操為什麼一定要斬呂布？呂布如此勇猛過人，何不收為已用呢？曹操是個

生，龍吟雲聚，足可成大事，有併吞天下之勢！若非王司徒利用美人計，借用貂蟬的美色，

識材善用之人，他為了招攬關雲長，上馬一提金，下馬一提銀，不是非常禮待的嗎？

去離間其父子情，董卓的江山是固若金湯的。當然，董卓也是專橫，他若先過曹操「挾天子

   依我見，曹操斬呂布，是有以下理據 :

以令諸侯」，則曹操無法冒起，三國紛爭的時代也不會誕生，老百姓也不用捱受長年戰火的

   1) 曹
 操知道自己的武功不及呂布，加上呂布的野心勃勃，想發展自己勢力，若然留他活

苦難！

   呂布的結局，就是被曹操所斬，
詳情可以參考＜三國演義＞第十九回 :

   董卓的義子呂布，除了勇猛過人，當初對董卓是忠心耿耿的。若問呂布如何勇猛，從＜

   王允聰明，找到了董卓與呂布的死穴，利用貂蟬去引發兩人的妒忌心，繼而自相殘殺！

命，必成後患 ;
   2)呂布曾有剌殺主公董卓的前科，而曹操性格多疑，若留他在曹操身邊，則會令他寢食

他所使的連環計雖然成功，但他並沒有萬全之策，在大樹傾倒之後，如何去收拾殘局？如何
去重整秩序，匡扶社稷，使漢室重光？簡言之，他的妙計並沒有為百姓帶來幸福，反而亂上

難安 ;
   3) 曹
 操和呂布，都曾在董卓旗下共事，兩人都得到董卓的信任，而當時呂布的地位，還
高於曹操，曹操不想有一個曾經高於自己的人，在其帳下！
   因此之故，不論呂布如何懇求曹操，仍是難逃一死，被曹操斬了！

貂蟬的下場

加亂，令長安城連月不得安寧，其間不知打了多少場仗，犧牲了多少性命，令生靈塗炭！最
後連漢獻帝也要撤離長安，幾經轉折才到達舊都洛陽，正好遇着曹操，從洛陽迎獻帝到許都，
從此被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直到曹丕篡漢。
   由此可見，王司徒雖有報國之心，可是，他並沒有進一步的策略去穩定大局，使老百姓
過些太平日子，而他自己也劫數難逃，被亂軍所殺，這是王允失算之處！

   貂蟬後來的去向是怎樣的呢？很多人都想知道她的命運如何？由於貂蟬是中國古代四大

   至於被王允所利用的美女貂蟬，也是慘淡收場，她是政治上的犧牲品，用完即棄。可憐

美人之一，所以有關她的傳聞甚多。

的貂蟬，受王允所托，既失當朝太師董卓，又失年青有為的時代英雄呂布。她連失兩座靠山，

   據說 : 自白門樓斬呂布後，貂蟬便出家為尼，壽終庵中；另有一說 : 曹操采納荀攸之計，

這個悲劇，也是王允一手所製造的。

為離間桃園結義三兄弟，把貂蟬許配關羽，關羽對劉備一向忠心耿耿，為絶曹念，便殺了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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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 : 網絡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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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 肘 ） 接 上 式“ 採 ”，

太極八法五步（下）

左手曲臂握拳以腰帶肘向右掌
合。
肘勁 :

（左採）接上式“按”，兩

「肘在屈使」，以肘擊打，用

手輕握拳，左外旋拳心向上，

屈肘向對方心窩或其它關節部

右手內旋拳心向下。由體前以

位貼身封逼，發勁充足，擊人

腰帶手向右胯腹下採。

十分銳利。運用肘法在距離上

採勁 : 是 以手抓對方手腕或肘

力求近而有力。拳諺云：「遠

部，往下沉採，其效用

拳、近肘、貼身靠」拳為長手，

與捋相似，可在敵重心

肘為短手，用肘極易傷人，所

前傾時，乘機施以採勁

以說：「肘屈勿輕使 ]。

使其更向前傾。在運用

圖3

採法時，要求勁力直中

( 圖 3)

求曲，點中含面，並且
以順為主。採時應用腰
襠腿勁，並加以意氣。

圖1

( 圖 1)

（右靠） 接上式“肘”，左手
鬆臂變掌，右手于體前下按握拳落
至腹部，同時腰轉左，右肩背靠出。
靠劲 ：靠是用肩、背向外擊人之力

（左挒）接上式“採”，雙

為 之 靠。 靠 勁 多 在 貼 身 之

手鬆開全拳變掌，陰陽轉換，

後，發出的外擠推力。靠時

右手外旋掌心向上，左手內旋

自 己 身 法 要 中 正， 肩 與 胯

手掌向下，以腰帶手臂由右向

合，不能用肩背硬撞敵人，

左橫挒。

而是在與對方近距離之際，

挒劲 ：旋轉若飛輪，是一種向

用腰腿勁，再加上意氣，用

外 橫 推 或 橫 采 之 力。

周身合一的整勁來撞靠對

可使對方身體扭轉而失

方。肩靠必须做到一靠出击

重。挒勁有橫挒、采挒

时不偏于一边，肩靠时须裆

等法，橫挒是雙手橫向

劲下沉，身法中正，前肩、

擄帶的上肢動作。要藉

侧肩靠时肩不可超出膝頭。

助腰腹轉換時的彈性發

靠有多種，如肩靠、背靠、

勁，勁達雙手。( 圖 2)

胯靠等，屬近身攻敵之法。

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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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 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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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範動作

圖中的字可併成那個四字成語 ?

採

列

上期答案 : 德才兼備 / 才德兼備

參加「成語」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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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

答案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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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 / 小姐

電話         

電郵
通訊地址                    

傳真至 3153 2182    電郵至 contact@privilegehk.com
李

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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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暉武術文化中心創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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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期謎語猜一名三國英雄人物：

（答案在本期刊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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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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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三軍

謎語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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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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島總區截騙大行動

   香港警方致力打擊詐騙案，並提高市民對各類型騙案的認知以防受騙。
   有見近日騙案有增加趨勢，尤其是電話騙案及網上騙案，為有效打擊相關罪案，港
島總區防止罪案辦公室正積極籌辦『港島總區截騙大行動』，有關行動的啟動典禮將會
在 2018 年 12 月 9 日 ( 星期日 )，下午 2 時至 4 時在銅鑼灣世貿中心廣場舉行，隨啟動
典禮後，本辦公室將會在 2018 年 12 月 9 日至 2018 年 12 月 14 日進行一連串教育及宣
傳活動的防騙週，提醒市民及教育市民相關防罪意識，避免成為受害者，並鼓勵參與人
士把訊息傳達給他們的親屬朋友，達至全城截騙的理念。
   歡迎廣大市民支持港島總區防止罪案辦公室的『港島總區截騙大行動』。

資料提供 : 港 島總區防止
罪案辦公室
如欲查看更多防騙資訊，
可下載香港警隊流動應用
程式。

火相剋，金與木相剋。西遊記的豬八戒其性格是以天蓬星為例聰明但貪婪、好色、懶惰、作弊、
狡猾、欺詐，所以亥豬年罪案多與貪污、性醜聞及網上騙局有關。
   己土因為缺乏火的支持，弱土會導致地震、大廈倒塌、雪崩、地陷。己土也會導致道路交
通意外。因為己土坐在沒有根基的亥水上，採礦業也會有災難。
亥豬指水災，如水浸、沉船、滂沱大雨。亥豬是驛馬星，因為與巳蛇相沖，海上水難會發生。
因為亥豬年沒有火的五行，而火指空中交通，故空難也會出現。
   五行系統的火指快樂及樂觀，我們可以察覺到丙申及丁酉年這兩年的狀況。戊戌年已經火
入墓，經濟已經不及強火的丙申及丁酉年。而戌月是指秋尾冬始。樂觀的火繼續熄滅而到亥月
火滅絶而慌恐的水五行將接替。因為水五行指恐慌，而亥年缺乏樂觀心病，令經濟增長，活動
能力長期減退，股市及經濟危機出現。長期熊市直至 2025 乙巳年。

健康方面

   中醫學方面，己土指脾胃。坐在亥豬上，令土弱，引致弱腸胃及脾臟不平衡，腸胃消化不
適。因為脾和胰島素的問題會導致糖尿病的出現，平衡土可用抗氧化劑去調節。2019 己亥年

己亥年運程

火熄滅，加上巳亥火水沖，對血液循環及心臟弱的人士有危險。其實由 2018 戊戌年開始已經
火入墓直至 2022 壬寅年，火的五行完全消失，所以感覺精神不振、心臟虛弱，血液循環差，

四柱八字應用課程 ─ 己亥年流年講座

消化系統不良全部出現，增強火的五行可以服用輔酶 Q10 補充品。加上亥藏壬甲，令骨骼潮濕，

   時至農歷十月下旬，戊戌狗年亦即將過去。不少香港民市都會留意和關心來年己亥豬年，

可以搬屋、搬寫字樓、轉工或外遊。忌開快車、駕駛飛機、潛水、玩降落傘等活動。如果亥亥

導致風濕病、濕疹。亥年如果八字有亥，為亥亥自刑，水的問題指性器官方面。
   亥豬年出生的人士犯太歳及自刑，巳蛇年出生的人士則沖太歳。這會令他們多變動。最好

自己的流年運程如何，市道環境怎樣？ 11 月 27 日晚於香港青年協會大廈 7 樓會議廰，舉行旳

自刑在四柱八字內會帶來不和、困擾、憂慮。適宜配帶寅虎吊飾合走流年亥豬以減輕負面影響。

「四柱八字應用課程 ─ 己亥年流年講座」，由著名的中國風水命理學家、國際風水學會副主席、

巳蛇年出生人士忌向西北太歳方向旅遊。四柱每個地支有巳見亥年為沖，有亥見亥年為自刑，

堪輿大師盧恒立大師（摘天居士）主講。盧大師年中有近半時間是在海外（多個國家和地區）

都要帶寅老虎，因為寅會把流年亥合走，以免沖及自刑四柱內的地支。流年亥與卯未為木三合

講授中國風水命理學說，能够親身聆聴盧大師「四柱八字應用課程 ─ 己亥年流年講座」，實屬

和諧局，這不表示亥年遇到卯和未就表示好運，應該要審視每人的四柱八字為準。因為四柱地

難得之機會，講座免費和在網上報名，月前就早已額滿“截龍”了，講座當晚，座無虛席還有

支全部是生肖如果四柱地支有巳或亥，這也可以與流年亥相沖或自刑，不僅指出生年的地支。

需“企位”之參加者。

生於巳年與流年亥相沖，俄羅斯的德米特里梅德韋杰夫，喬安娜 ‧ 羅琳沖年地支將面對挑戰的

   小記對源遠流長的傳統文化之一的堪輿學很感興趣，對世事難料及明年流年是否“吉利”

一年。生於巳日也會沖流年亥，如奧巴馬、喬治布殊、西尔維斯特 ‧ 史泰龍，沖日地支亦會與

及“暢順”，亦頗為關注。當晚認真地聆聽，現整理筆記（因編幅限制，有所節錄）供有興趣

配偶關係有衝突及變動。出生於亥年見流年亥稱犯太歳及自刑，他們也需要帶寅老虎吊飾，例

的讀者分享。

如希拉里、阿諾 ‧ 施瓦辛格、金正恩、賈斯汀 ‧ 杜魯多。亥日見亥流年也是自刑，亦會影響配偶

己亥年運勢

的關係感情，而健康方面多影響下半身，例如席琳 ‧ 廸翁、喬治 ‧ 古尼。

   陰己土坐在水豬上，土剋水年。有破壞及互相戰鬥的關係。本應不和，幸好己土比較温文
平和，有應變和顧及別人的特質。在這情況下，有助改善融冾和平國際關係。但始終己土只是
表面融冾，缺乏支持力，所以和平氣氛脆弱，秘密敵對，恐怖活動、暗殺、反叛行動活躍於世
界各地。
   己土象徵田園土，也指母親土。己土日元的人士多擁有文靜、温和、魅力、淡定冷靜、人
道主義的本質。女士多優美及有品味和時髦，男士多智慧及富有哲理。所以多與自然科學及環
境有關，歷史記錄己土人士中不少是藝術家、政治家和科學家，他們對文化、人道主義及自然
科學有貢獻。
   己土人士容易與同性成為“相好”，因為在五行系統內，己土無相剋的五行，有別於水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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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於丙丁年（火年有 6 或 7 為最尾如 1946、1947、1956、1957）或丙丁日的朋友，亥
豬是貴人星，從天而降支援及支持，遇事迎刃而解，順利渡過。
可利用這貴人星發展新計劃。

經濟方面

   己亥年第一有利行業為木，因為木剋土為財，所以有利地產、煤礦、保險、電腦軟件、高
科技產品。火行業活躍及有生產力，因為火生土，利能源、財務、娛樂事業。水行業遇強競爭
力，因為水見水，故船務、運輸、通訊事業有阻力。水行業的財是火，己亥年缺火，所以不賺
錢。金行業是銀行、機器、汽車也是賺不到錢，因為木是金的財。但金行業也活躍及有生產力，
因為地支有水。總結己亥年最佳行業是木和土、火行業活躍但不太賺錢。金、水行業不旺。

九宫飛星圖

每年風水氣場有變更，所以每年立春後要留意衰星坐落在家宅和辦公室的位置是非常

重要。請參考己亥年飛星圖。
己亥年飛星分佈圖如下﹕
5 黃凶位在西南，宜掛金屬風鈴，特別是 5 月己巳月，雙重 5 黃凶位。
8 月壬申月，2、5 交加必損主在西南。
11 月乙亥月，2、5 交加必損主在東北。
2 黑病位在東北，宜掛 6 個銅錢。
3 盜劫是非在南，宜放紅地毯 / 紅利是封。
7 醜聞位在東南，宜放 3 枝水養富貴竹在玻璃瓶，也是歳破位不宜坐。
9 太歳位在西北，不宜動土及建築，可以坐西北太歳而面向東南歳破
1 三煞位在西，不宜坐。
樂怡小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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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鐵︱旅︱遊

   南昌市簡稱「洪」或「昌」，別稱「天下英雄城」。是江西省的
省會，是江西最大的城市。建城歷史逾二千二百年，古稱「豫章」、「洪
都」、「洪城」，扼贛江、鄱陽湖要衝，居豫章平原腹地。東引吳越，
西控荊楚，北接中原，南通粵閩，乃鄱陽湖生態經濟區核心城市、全
國性綜合交通樞紐、中國最早的航空工業基地和光電產業基地，江南
名城、中國水都。由香港坐高鐵到南昌，亦十分方便。

滕王閣

   滕王閣位於江西省南昌市沿江路贛江與撫河故道交匯處與黃鶴樓、岳陽樓並稱為江南三大
名樓。1991 年被國家旅遊局列為「中國旅遊勝地四十佳」提名單位；2004 年被國務院批准為
國家重點風景名勝區。重建後的滕王閣已成了南昌，也是江西省的一處重要的旅遊景點。
   「江南三大名樓」之一的騰王閣，屢毀屢建達二十八次之多。新落成的騰王閣，較
一千三百多年前的建築更嵯峨雄壯，充分表現「飛閣流丹，下臨無地」的氣勢。投資建造了「馬
當神」號豪華遊艇供遊客暢遊贛江；建造了滕王閣賓館、貴賓宴會廳、仿古展演廳、名人字畫
廳等。登樓眺望，南昌景致盡收眼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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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嶺

及衛生處住房，二、三樓陳列了大量的文獻資料、照片、圖表、繪畫和文物。舊址門首懸挂着陳
毅手書的“南昌八一起義紀念館”鎏金橫匾，大樓的二、三層，已闢為 4 個陳列室和一個題詞紀

   江西南昌梅嶺位於江西省南昌市西北部的灣里區，距市區中心約 15 公里。相傳西漢末年南昌

念室，以大量的歷史文獻資料、圖表、照片、文物以及參加南昌起義的領導題詞，生動地再現了

縣尉梅福棄官隱此修道，後人築梅仙壇於嶺上。 梅嶺面積約 150 平方公里，主峰洗藥湖海拔 841

南昌起義的光輝歷史篇章。

米，共有大小山峰 99 座，天然和人工湖泊 50 餘個，是佛、道兩教的聖地之一，寺廟觀壇曾多達
136 處。有翟岩寺、太平觀、紫陽宮、鄧仙洞、真君墓等。風景區內主要景點有洪崖丹井、洗藥湖、
銅源峽、獅子峰、天寧古寺、神龍潭瀑布、翠崖禪寺、紫陽宮、渾圓山莊、林彪別墅、皇姑墓、

溪霞

   景區景點介紹： 位於南昌市北郊新建縣溪霞鎮，距南昌城區僅 20 公里，與昌北機場對峙相
望。景區高峽平湖，奇山異石，景甲江南。中心部位為南昌地區最大的重點水庫 -- 溪霞水庫，湖

妙濟橋以及洪崖書畫院等。

象山

面 7000 多畝，水庫周圍岩石林立，洞中藏洞，深不可測。 溪霞一名的由來，頗具神話，相傳古
時的溪霞是一片荒山野地。忽一日烏雲狂風，從梅嶺山間突然躥出一條烏魚精，身長几十米，口

   位於贛江中下游的鄱陽湖之濱，與著名的旅遊勝地廬山隔湖相望，與世界候鳥保護區鄱陽湖

大如斗，眼似銀鈴，它裹風帶雨，一路東下，所到之處，地動山搖，直入贛江不知去向，而所過

緊連一體，緊緊接壤南昌昌北機場，京九鐵路、昌九高速公路從公園擦肩而過，樂昌水泥公路貫

之處，形成了一條烏魚大港，且溝壑縱橫，水源豐富，萬物滋生。後吳源道長來到此地，因勢利導，

通公園全境，處於廬山、鄱陽湖候鳥觀賞區、南昌滕王閣旅遊帶之間，地理位置優越，交通條件

整山治水，從此風調雨順。為緬懷吳源功德。遂將烏魚港更名吳源港。

便利。每年的 3-10 月間，相繼都有 70-80 隻羽鷺鳥在林間棲息，鷺鳥飛時遮天蔽地、站落婷婷
玉立、遠觀群星點點、近望美麗可愛，在江南形成了一大奇觀，是南昌市大十景點之一。

八一南昌起義紀念館

龍門谷

   龍門谷風景旅遊區創建於 2000 年地處新建縣溪霞鎮內，美麗的溪霞湖南側毗鄰昌北國際機
場。這裏山清水秀、灌木叢林、山間溪水、鳥語花香、四季長春，是首批新建縣南昌周邊十大景

   八一南昌起義紀念館位於江西省南昌市中山路中段 380 號，現可供参觀的有會議大廳即原“喜

區之一，距南昌僅 20 公里，景區集山水遊玩、激情項目遊玩、農家樂等遊玩景點，是等你假日周

慶廳”、周恩來工作和休息室、林伯渠辦公室卧室、軍事參謀團辦公室、第二十軍第一師警衛連

末遊玩的首選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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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居美食

冬節鴿

烹製方法： 1. 先把餡料全部清洗淨

   「冬節鴿」是一種於廣東海豐汕尾的傳統小吃，「冬節鴿」又名「冬節粿」、「冬

      

2. 把粉葛、椰菜、香蔥、芹菜切成顆粒分開備用

節蛤」，因其外形長長像蛤蜊的肉，所以取名為「冬節蛤」，於當地方言「蛤」與「鴿」

      

3. 鍋 裡放下生油，鍋熱了把菜分開炒好，加入小許

      

4. 花生要提前放入冰箱急凍 30 分鐘，這樣加入油炸

鹽，炒至菜變軟便可放在籃子，濾乾水份

同音，所以被當地人叫作「冬節鴿」。每年冬至當地家家戶戶都會製作「冬節鴿」來
吃的，吃法多樣可蒸、湯煮或煎同樣味美。

時就不會炸到糊了，油多點，調至細火，炸到顏

材料﹕

色變了

冬節鴿皮材料

      

5. 豬 肉放小許生抽、辣椒醬和生油醃一醃，油加入

      

6. 冬菇泡軟切碎，加油炒香

      

7. 臘腸泡水，把腸衣撕掉，切小粒，放入鍋裡炒香

      

8. 蝦乾和魷魚都炒香，全部材料混合

      

9. 皮 的製作，水要煮沸，把糯米粉倒入大盆中，倒

鍋炒熟，炒至乾水便可

糯米粉 ........................... 500G
開水 ............................... 300ML
冬節鴿餡料
猪肉 ............................... 350 克
冬菇 ............................... 100 克

入 300ML 沸水，迅速用筷子打散，打成絮，這樣

臘腸 ............................... 2 倐

粉就吸收了熱量，半熟的狀態，看不到水份了，

蝦米 ............................... 100 克

就開始用手揉，有點點的燙，開始會覺的有點乾，

花生 ............................... 50 克

但不要加水，揉多一會，便會變得光滑了

魷魚乾 ........................... 50 克

       10. 把 麵團搓成 0.5cm 厚度，放點麵粉防沾，再用

粉葛 ............................... 200 克

8cm 直徑的膜具蓋出圓形。

椰菜 ............................... 200 克

       11. 把青菜和肉料一起拌勻，就可以開始包冬節鴿了

香蔥 ............................... 100 克

       12. 把 餡放在皮的中間，兩面合起來捏緊就好了，皮
容易乾燥，用手指沾點水在皮的裡面，這樣一捏

芹菜 ............................... 50 克

皮就粘合了
       13. 可放湯煮
       14. 或 用平底鍋放入小許油，加入小許湯，把鍋蓋蓋
上，水快乾時翻面煎，水乾了把蓋打開，煎至金
黃色便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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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茸特惠訂購
產品供應商

餃掂

產品名稱

重量

零售價

凍乾松茸 ( 產地 : 雲南 )

37 克

$180

數量

餃掂手工餃子雲吞專門店

訂戶姓名：                電   話：
電   郵：
地   址：
支票號碼：
銀行入數紙號碼：    

讀者優惠價

$180

松茸簡介 Matsutake Introduction

食用方法 Edible Methods

  

松 茸， 學 名 松 時 蘑， 英 文 名

   取本品適量，直接食用或用開水泡飲，

(matsutake)，是世界上珍稀的名貴天然

日式料理中可用做松茸飯，中式料理中可用

藥用菌，我國二級瀕危保護物種。生長環

做煲湯和燴炒，是不可多得的純野生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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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茸的菜餚推薦：

共生成長，因此尤為珍貴。

燉品類 : 1. 松茸清湯

   松茸含有多種氨基酸，微量元素、活

     3. 松茸乾海鮮

性營養物質，另含有 3 種珍貴的活性物質，

菜餚類 : 1. 黃油松茸

分別是雙鏈松茸多糖、松茸多肽和全世界

   

2. 松茸燉草雞

2. 松茸蒸蛋

獨一無二的抗癌物質─松茸醇 (RNA)。凍

3. 烤松茸

乾松茸全稱真空冷凍乾燥松茸。它是將新

點心類 : 1. 松茸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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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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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   額：
送貨安排：

   銀   行：
需要   不需要 (

內打上 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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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策   劃：

查詢電話：3153 2320

鐵粉愛山羊 腦殘喚作Stan
   粉絲即是英語「Fans」的翻譯，也就是擁護者的意思。時間久了，粉絲自然就會開始
分門別類，由淺入深，我和大家介紹一下。
路人粉：就是有好感，但沒到崇拜的那種地步，這個程度的粉絲，當然只是入門級。
真愛粉：明星怎樣已經無所謂了 , 只是愛心目中的偶像。真愛是不問原因不求回報的，這個
也容易明白。
死忠粉：瘋狂追星，在他們眼中，偶像怎樣都好，即使是負面消息，亦一力支持。
   後來，這些形容詞也不足以代表粉絲的忠誠度，於是，就出現了「鐵粉」與「腦殘粉」
的稱呼。
鐵

粉：也就是鐵桿粉絲，這一種 Fans 在追捧偶像時，也有理智的表現。比如偶像吸毒了，
他們會認為偶像錯了，但是，會選擇為偶像戒毒而打氣。

GOAT：相似的潮流字眼是 GOAT，當然，這個和山羊無關，看到這個字，可別以為我們說
某人長得像山羊。其實，這是 「greatest of all time」的縮寫，用來形容某人或某
事為「永遠最棒」的意思。舉個例，我們覺得 Lady GaGa 在《A Star ls Born》中，
唱功演技俱佳，我們會說 「She is definitely the GOAT ！」
腦殘粉：通常指的是一個追逐另外一個名人太過瘋狂不夠理智人，做出了很多不經大腦的事
情，那麼這種人就被稱為腦殘粉。這個詞當然是貶義的，不過，也有人用作自謿，
大家要留意。
Stan：另一個負面的用語是 Stan，這是由 stalker（跟蹤狂）及 fans（粉絲）組合而成，對
偶像極力支持甚至想要跟蹤他們、關切所有一舉一動。這樣看來，意思跟腦殘粉並
不儘相同，但這些粉絲的瘋狂行為，同樣是帶貶意的形容，於是，便借來形容粉絲
的不理性特質，結果，又和腦殘粉的涵蓋面重疊了。

燈謎答案 : 【呂布】

黃獎

廣告人、「萌動學生創作團」創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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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9 9028

6706 5726

車氏來源
   車姓是漢姓之一，在中國《百家姓》中排第
229 位。車姓也是一個韓國姓氏。

近日騙徒向
學生打主意
大家要注意

   來自漢代相國田千秋御賜乘車入宮，有後人改
姓車。
   來自《路史》載，秦國子車氏之後人，有後人
改姓車。

同學緊記
如收到可疑電話
應該:收線、核實、
搵求助!

程氏來源
   程 姓 是 中 文 的 姓 氏 之 一， 在 百 家 姓 中 排 名
193。
   出自風姓，以國為姓，是重和黎的後裔。
   來自以地名為姓。
   出自商、周之際的伯符之後。
   出自姬姓，是荀氏後裔，以邑為姓而改。
   來自別的民族和姓氏改為程姓。

提防電話騙案
東九龍總區防止罪案辦公室
Regional Crime Prevention Office
Kowloon East

18222
如懷疑受騙 請致電警方24小時諮詢熱線 - 防騙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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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塘咀
   佷多有關香港的書籍和宣傳刊物都說，18、19 世紀的香港島，除了漁產外，很少其他
產品了。這個說法並不正確。事實上，當時港島出產大批石材外銷，主要開採的地點就是石
塘咀和鰂魚涌 ( 即石礦灣 Quarry Bay)。
   石塘咀位於港島西區，即從屈地街至堅尼地城海旁的曲尺形地段，它原為一個突出海演
的山咀，因地質為花崗岩，是良好的建築材料。清代時，珠江口的沖積平原逐漸擴大，人口
增加，建築需求增，但三角洲地帶石材不足，須由其他地區供應，不過石材笨重，陸路運輸
費力。從沿海地區開採，水路付運，正好解決這難題，港島的石塘咀正適合這個條件。
   廣東惠州與梅州兩府的客家人，很多世代從事採石業。清初遷海復界後不久，有歸善 ( 即
今惠陽 ) 石匠，探知香港、九龍一帶多石山，於是結集同業，自沙頭角，經官富場 ( 即今九龍灣 )
渡海，至港島石塘咀採石。客家石匠習慣，將採石地點稱為石塘，故稱該處山咀為石塘咀。
清乾隆三十六年辛卯 (1771 年 )，有長樂 ( 今五華縣 ) 石匠朱居元及族人，攜眷在該地建村，
名為石塘咀村。但因常受海盜騷擾，加以時有猛獸出沒，傷及人畜，於是舉家他遷。兩房人
遷往九龍城附近的沙埔村及大磡村，另一房遷至港島東南之鶴嘴立村。至此，原村廢棄而石
塘咀之名留存。
   不過，由於當地石礦蘊藏豐富，不久又再有石匠到來開採，其聚居處稱為「大石下」。
1841 年卑路乍船長 (Captain Edward Belcher) 所繪之《香港和附近一帶水道圖》，將其標
為 Tysheaha。而港英政府第二憲報亦記錄 :「大石下，石礦場，小村，人口二十。」其遺址
在當今寶翠園至屈地街海旁一帶。
   香港開埠不久，第四任總督寶靈 (Sir John Bowring)，為增加發展用的陸地，倡議在港
島中環一帶填海，但遭擁有「濱海權」的英商反對，唯有轉移目標他區。在其計劃中，他
把石塘咀和銅鑼灣之鵝頸填海，工程在他退休後完成，港府以他的姓分別命名為寶靈海旁
(Bowring Praya) 和寶靈城 (Bowrington)。前者後來築路，因與中環德輔道相連，改稱為德
輔道西。
   石塘咀填海後，中央的街道，由海旁沿山坡向上而築，故稱山道 (Hill Road)，稱後更延
展至薄扶林。1980 年代為疏導港島西半山的交通，在薄扶林道路面上建高架汽車天橋，接
駁干諾道西，使山道名副其實地成為貫通半山之路了。在新填地上，最先建成的大型建築物，
是香港煤氣公司的煤氣廠。當時該公司的外籍主事者姓 Whitty，故廠旁街道，稱為屈地街
(Whitty Street)，此即現今電車港島西的終點及電車廠所在地。
  

侯王廟
侯王廟是九龍城區的著名廟宇，規模不大，但香火鼎盛。它位於九龍寨城西北面的山崗
旁，此崗昔日有石巖曰「遊仙巖」，因崗頂常有白鶴 ( 白鷺 ) 棲息，故名「白鶴山」，亦稱「鶴
嶺」，而廟旁有鵝字石與鶴字石。
   侯王廟初建的年代已不可考，但從廟內碑文，知道它在清代道光二年，(1822 年 )、咸豐
九年 (1859 年 ) 及光緒五年 (1879 年 ) 三次重修，可知其歷史悠久。不過，這三個碑記都未
說明侯王的來歷，直至 1917 年，寓居於九龍城的清潮遺老，東莞翰林陳伯陶考證後指出，
侯王南宋末年，扶持兩幼帝逃難九龍的忠臣楊亮節。陳氏在《侯王廟聖史碑記》裏解釋 :「……
始封侯，晉封王，故稱曰侯王……」不過，二次大戰後，本港兩位學者，簡又文及饒宗頤，

均認為陳氏關於「侯王」的解釋牽強，他們指出，「侯王」一詞，早見於老子《道德經》
三十九章。長久以來，已用作通名，兩字應連續。此祠原無「定祀」那一位神祇，用以奉祀
楊亮節則合理。
   昔日侯王廟南面，都是稻田菜地，前往參拜者，都要經過田邊泥路，雨季尤其不便。後
來，九龍城寨居民集資，在城側闢了一條小徑，通往廟宇，並稱之為廟道。咸豐三 (1853 年 )，
任職九龍城寨的副將張玉棠，發起擴建，全道鋪以石板，入口處加建磚砌「牌門」，張氏親
題橫匾，正面書「廟道」，背面題「鶴嶺靈鍾」。牌門右邊亦竪立路碑，寫着 :「此路右直上
侯王廟，右九龍仔、深水埔。」
   二次大戰日軍擴建啟德機場時，廟道石板被掘走填海，侯王廟後著名的遊仙巖、鵝字石
與鶴字石，亦遭損毀。
   1950 年代初中國大陸政局變動，大批難民湧入香港，侯王廟附近山坡及田地，滿搭木屋，
廟道遂湮沒。1960 年代，九龍城市區發展，侯王廟附近的木屋逐步拆除，改建為屋邨，「廟
道」原路線附近的一條街道，命名為侯王道。
   現今的侯王廟，剛好位於聯合道與東頭村道交匯處，交通方便，但環境則不如昔日的古
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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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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林旅行隊

【麥徑之針草大帽~段號﹕7、8】12月9日晨梨木樹巴士總站近榕樹公園仔集合，9時起步，城門水
塘、針山、草山、铅礦坳、大帽山、荃錦坳林務站散隊。步程﹕6小時 難度﹕★★★半
【麥徑之大覽屯門~段號﹕9、10】12月16日晨太子鐵路站A出口，運動場道中國銀行橫門口集合，
9時開車往荃錦坳林務站起步，轆牛嶺、田夫仔、永吉橋大休及頒証書、大欖涌水塘出屯門散隊。步
程﹕5小時半 難度﹕★★★（代辦單程交通﹕30元）
【野馬聯隊~杯靈雙渡—線脊】12月23日晨西鐵屯門站A出口集合，9時起，青山寺上杯渡山頂、落
良田坳大休，（或半程離隊落良景邨，長短皆可）續走乾山、一線脊、靈渡山、靈渡寺出田廈路散
隊。此線形勢險峻，沿途浮沙碎石，坡斜路滑，寸草不生，亦屬昔日考牌路線之一。步程﹕7小時 難
度﹕★★★★
【觀音慈興觀悟園】12月30日晨東涌鐵路站B出口集合，九時搭巴士往深屈道口起步，觀悟園、尖峰
山落大澳散隊。步程﹕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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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山友之行

【南丫島】12月9日早上8:50中環4號碼頭，乘9時渡輪到榕樹灣。風采發電站、洪聖爺灣、家樂徑、蘆鬚
城灣，索罟灣碼頭。行程約7公里，需時約4小時許。難度﹕2星半。備註﹕備足夠糧水、行山鞋，手套。
【魔爪石~壽公石~狗頭石~張保仔洞~石灘綑邊~犀牛石】12月16日早上9:00中環交易廣場巴士總
站6X站。行程約8公里，需時6小時許。難度﹕★★★
【杯靈雙渡、青山腹地（考牌行程）】12月23日早上9:00天水圍西鐵E1出口的士站。路線﹕靈渡
寺、圓頭山、乾山、一脊線、良田坳、青山頂、青山禪院，屯門。行程約15公里，需時8小時許。難
度﹕★★★。備註﹕穿著專用行山鞋、手套、行山杖、雨傘、護膝套，足夠糧水。
【西貢後花園~萬宜東壩~浪茄~西灣山~西灣亭】12月30日早上9:00西貢巴士站。行程約16公里，
需時7小時許。難度﹕★★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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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週日旅行隊

【塱原濕地遊】12 月 9 日晨 8:30，上水東鐵站上層 A2 出口集合，9 時起步，經彩園邨，松柏塱，河
上鄉大休，自費品嚐豆花製品，午後緩登牙鷹山，遠眺內陸美景，稍後出上水散隊，步程約 4 小時半。
【鷓鴣會南圍】12 月 16 日晨 8:30，鑽石山港鐵站 C2 出口集合，9 時乘 91M 巴士往壁屋起步，緩
登鷓鴣山，棋觀清水灣半島美麗風光，科大大休，午後竹角綑邊，出西貢公路散隊，步程約 4 小時。
【境外遊﹕湖南莽山、坪石金雞嶺、雲門山玻璃棧道 4 天遊】12 月 23 日 -27 日
【東涌大澳連走】12 月 30 日晨 8:30，東涌港鐵站 B 出口，東薈城廣場集合，9:00 起步，經侯王宮，
沙螺灣觀十大名樹之大梓樹，沿途景色美麗，適當地點大休，午後出大澳巴士站散隊，步程約 4 小時半。

南山遠足行山隊

【梧桐寨瀑布群】12 月 10 日上午 9:00 大埔墟鐵路站的士站旁集合。乘 64K 寨乪起步。梧桐寨瀑布
群﹕底瀑、中瀑、主瀑、散髮瀑。山路下山，萬德苑，林錦公路散隊。
【長城系列（三）大水井】12 月 17 日上午 9:00 西貢巴士總站公園集合。大水井、茅坪、打瀉油坳、
基維爾營、大老坳、飛鵝山道，彩雲邨散隊。
【雞胸山】12 月 24 日上午 9:00 黃大仙牌坊集合。法藏寺、雞胸山、貓仔山、蝌蚪坪，博康邨散隊。
【下城門水塘】12 月 31 日上午 9:00 大圍鐵路站 D 出口，天橋底集合。香粉寮、下城門水塘、刧門
水塘大壩，菠蘿壩散隊。
查詢電話：光仔 9400286（晚上八點至九點半，逾時請勿來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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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景之友VIP遠足隊

【科大白水碗】12 月 9 日 ( 日 ) 上午 8:45 坑口站 A 出口，上鴨仔山、玉女峰，入科大，經白水碗，
出南圍散隊，適當地點大休。步程約 4 小時★★
【飛鵝山上齊飛翔】12 月 16 日（日）上午 8:45 觀塘 A 出口裕民坊 3D 巴士總站或者上午 9:15 正暉樓巴士站，
海拔 603 米飛鵝山頂，直升機停機坪、飛鵝山道、扎山道，彩虹，適當地點大休。步程約 4 小時★★★
【老虎頭上釘蝨乸】12 月 23 日（日）上午 8:45 東涌站 B 出口東薈廣場，奧運徑、白芒、和尚峒、
老虎頭、梅窩，適當地點大休。步程約 4 小時★★★
【大棠賞紅葉】12 月 30 日（日）上午 8:45 港鐵荃灣站 C 出口，搭巴士至大欖隧道轉車站（68M、
68X、69M、69X、265B 等巴士路線可達），馬鞍崗村、河背村、吉慶橋、大棠家樂徑，賞紅葉，
燒烤場，大棠，適當地點大休。步程約 3 小時半 ★半至★★
Facebook:http://www.facebook.com/viphiking    查詢：勝哥 9727 9788 隆哥 9558 3742

自助旅遊

【尼泊爾登山 攀登安娜普娜峰巒遊】12 月 7 日 -17/18 日額滿即止
D1）香港轉赴尼泊爾都加德滿都。D2）加德滿都市內遊—八眼神廟、猴廟，古城區等。D3）早上乘車往
樸卡拉。午後湖畔逍遙。D4）跟隨當地陪同用 5 天時間環走喜瑪拉雅山麓，全程穿鄉過村走在石板古道上。
D8）早上離開經 NAYA PUL。午後乘車返回樸卡拉山城。D9）樸卡拉湖畔消遙—騎單車或扒船。D10）
早上乘車返回首都加德滿都。DURBAR SQUARE 活動 / 午後自由活動 / 購物。D11）全天安排縱走加德滿
都谷地行。D12）早上前往蘇瓦揚布那佛塔 SWAYANB-HUNA。午時回加德滿都自 / 購物。晚乘機返港散。
【北台灣攬勝】12 月 22 日 -26 日（聖誕活動）D1）飛赴台北。晚逛西門町。D2）攀登台北第一峰 七星山，位於國家公園陽門山麓，海拔 1120 米。從小油坑登山，需 2 小時內。從東峰經夢幻湖到冷
水坑（温泉噴煙），可鳥瞰台北遠近。山行 4-5 小時。D3）全天安排縱走台灣海岸遊 / 西岸 - 晨搭
車赴野柳，參觀著名怪石群，經金山抵淡水古城，逛古街和嚐美食，如時間許可﹐順在北投落車，參
觀地獄谷和泡温泉。D4）北台汽海岸綠道遊，全程約 25 公里。乙 / 緃走草嶺古道。尾程落大里鄉搭
火車回台北。D5）早上自由活動—購物 / 參觀總統府。午後搭機回港散。
註﹕可提早或 STAYBEHING 自行留在台北活動，出票前聲明。聖誕機票緊張，越遲報名機票越貴。
手提：9049 6694 簡培發
    國內手提：14716480989
電郵：kan070757@gmail.com   網址：www.kanbackpackers.com

秀峰旅行隊

【五鼓串大棠】12 月 9 日晨 9:00 西鐵元朗站 K 出口集合，凹頭啟步，蠔瞉山訪微形天后廟，秤坨嶺登
五豉嶺連走井坑山，馬蹄頭跨白水嶺。適當地點無水源大休；休後出東白虎坳，大棠散隊。步程 5 小時半。
【西灣風濤】12 月 16 日晨 9:30 北潭涌集合，集資街車西灣亭啟步，西灣山下溯蜈蚣坑（風琴坑），
繼綑崎嶇海岸出西灣，鹹田灣 / 西灣士多水源地大休；休後取道大浪坳過赤徑，輕登牛湖墩出北潭坳
散隊。步程 5 小時半，須綑邊溯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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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ufunghiking/albums    Facebook：saufunghiking

群山任縱橫

【老虎雙東渡黃龍】12 月 16 日晨 9:00 欣澳港鐵站 A 出口集合，起步經大山、大輋峒、老虎頭、黃
公田落白銀鄉大休，午後經鹿地塘、南山古道、鳳凰徑、雙東坳、黃龍坑郊遊徑出東涌散隊。山行快
步 7 小時，量力參加。
【新西四塘連走】12 月 23 日晨 9:00 兆康港鐵站 F 出口集合，起步經虎地上村、藍地水塘上九徑山，
落黃泥墩水塘、大欖涌水塘，逆走麥徑 10 段至古慶橋大休，午後接圓墩郊徑轉元荃古道，後經清快
塘、元荃古道、川龍出荃灣散隊。山行快步 8 小時，量力參加。
【小組活動】12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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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友峰會

【踏草尋鉛】12 月 16 日週日上午 9:00 火炭鐵路站 B 出口認旗集合（逾時不候），穗禾苑登草山、
鉛礦坳沿麥徑過川龍散隊。自備糧水、交通費、晴雨用具。遠足登山 5 小時，難度﹕★★
查詢﹕ 6548 3377（下午 6 – 10） 電郵﹕ yaufung@naturev.net 網址﹕ http://yaufung.naturev.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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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晟之友

中業旅行隊

【芧湖山出藍田 ~逍遙遊】12月 12日（三）上午 8:30坑口鐵路站 A出口集合。步上茅湖山，出藍田散隊。
【石梨貝水塘出大圍】12 月 16 日（日）上午 8:30 太子鐵路站 D 出口集合。乘巴士至石梨貝水塘站
起步，上城門水塘，出大圍散隊。步行約 4 小時，★★
【鴨仔山走魷魚灣 ~ 逍遙遊】12 月 26 日（三）上午 8:30 坑口鐵路站 A 出口集合。登鴨仔山，出魷
魚灣散隊。
【灣仔峽下香港仔】12 月 30 日（日）上午 8:30 灣仔鐵路站 B 出口集合。步上灣仔峽，沿金夫人馳
馬徑下香港仔。步行約 4 小時，★★
【參加第 27 屆嶂上登山節】2019 年 1 月 6 日（日）上午 8:30 鑽石山鐵路站 C2 出口集合。乘巴士
至高塘起步，登峷上登山節，出水浪窩散隊。步行約 4 小時，★★半

越野優悠行

【火炭運頭塘】12 月 8 日（六） 火炭鐵路站 B 出口地下層（對開公園仔）集合 9:00 起步，經馬料村，
長瀝尾落運頭塘散隊。全程約 3 小時。
【水泉迎大仙】12 月 22 日（六） 馬鐵沙田圍站 B 出口集合，9:00 起步上慈沙古道，沙田坳道落黃
大仙散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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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青旅行隊

【象山行】12 月 9 日上午 9:00，乘往大澳之 11 號巴士於靈隱寺站落車起步，經密林荒徑上象山，
東涌散隊。步程﹕約 5 小時 難度﹕★★★
【釣漁翁郊遊徑遊踨】12 月 16 日上午 9:00 在鑽石山地鐵站 C2 出口（荷李活廣場門口）認隊旗集
合出發，自費乘 91 號巴士至西貢大坳門落車起步，經第一灘、第二灘，接釣魚翁鄭遊徑，登釣魚翁
主峯，上下洋山，孟公屋散隊。步程﹕約 4.5 小時 難度﹕★★半
聯絡：李玉雲 6281-6889 葉宗富 9703-6969

千禧遠足隊

【犀牛石】12 月 6 日 ( 四 ) 8:45 西灣河鐵路站 B 出口，文娛中心集合，9:00 乘巴士往赤柱起步，觀賞自然
犀牛石、禿鷹石，波板石等。往後聖士提反，赤柱市集，自由散隊。步程 2 小時半 難度﹕★★註﹕無公廁
【將軍石】12 月 13 日（四）晨 9:00 筲箕灣巴士總站休息椅集合，9:10 起步，緩登將軍石，大風坳
小休，北角下午茶散隊。步程 3 小時★★★★ B 綫﹕康柏鄭遊徑，鰂魚涌散隊。
12 月 20 日 ( 四 ) 元朗朗屏站 B 出口集合，9:00 乘 66K 巴士往南坑排起步，約 9:30 行友亦可自行往南坑
排等候，經模型機場登 4 排石山，2 個亭下降大欖水塘邊大休，沿山路出深井散隊。4 小時半步程 ★★★
12 月 27 日 ( 四 ) 川龍小巴總站集合，晨 9:30 起步，林徑登蓮花山，廢學校大休。A 綫下降白石觀音，
48X 總站散隊。B 綫石龍拱、荃威花園散隊。可乘巴士往豐盛酒樓下午荼。★★★

友行旅行隊

【飛鵝山】12 月 9 日上慈雲山巴士總站 9:20 起步。
【九龍坑山】12 月 16 日太和火車站 9:20 起步。
【船灣淡水湖】12 月 23 日新娘潭巴士總站 9:30 起步。
【鹿湖高原】12 月 30 日北潭涌巴士站 9:30 起步。
查詢： 963155669( 朱泰明 ) 255403302( 梁燦林 )

週二旅行隊

【雙牛石澗】12 月 11 日上午 8:30 西貢巴士總站 94 號
【粉紅海岸】12 月 18 日 上午 8:30 港鐵東涌站 B 出口
【石壟仔坑】12 月 25 日 上午 8:30 馬鞍山富安花園巴士總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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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難度註釋：★★★（攀山溯澗，渡海闖險，參加者定要有攀澗，泳渡，履險及長途遠足經驗才可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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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山小排牙遠足賞景】12 月 9 日香港旅聯 友晟之友合辦，週日上午 9:30 大埔墟鐵路站 B 出口外（近的士
站旁）認旗集合。乘巴士至新娘潭道起步。經棋七士道接走往黃嶺山徑。賞遊南山小排牙、鯊魚噬人石，近
熉獅子嘔血等石景。下走經沙羅洞往鳯園散隊。自備糧水、交通費、晴雨用具、手套、電筒。步程約 5 至 6
小時，★★★。路程較長部分山路崎嶇，須闖林扳岩，毋須報名，行程彈性，可中途離隊。量力參加，責任自負。
【沙螺灣，東涌，馬灣一日遊】12 月 16 日 A 綫
【大磨刀，飯売洲，東涌，馬灣一日遊】12 月 16 日 B 綫
聯絡：25396420 網址 : http://www.yaushingtravel.com

香港樂群康樂會

【迎接新年行大運】12 月 30 日（日） 是日準上午 9:30 粉嶺港鐵站美心門口集合。行程﹕粉嶺港鐵
站出發，蝴蠂山、箕勒仔、北大刀屻、大刀屻，嘉道理農場散隊。步程約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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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樂遠足隊

【城門水唐、碗窰】12 月 11 日晨梨木樹巴士總站花園仔集合 9:00 起步，城門水塘緩跑徑、鉛礦坳、
碗窰，大墉運頭塘散隊，適當地點大休。
【九龍坑山、流水響】12 月 18 日晨港鐵太和站集合 9:00 出發，大埔頭上九龍坑山，沙螺洞，流水
響大休，粉嶺散隊。
【八仙嶺、南涌】12 月 25 日晨港鐵大埔站新達廣場門口集合，9:00 乘 75K 巴士往大美督起步，春
風亭、仙姑峰、八仙嶺，落尤德亭，南涌散隊。B 線﹕全走郊遊徑、南涌散隊，適當地點大休。
網址：http://happyhiking201003.webs.com

香港翠綠遠足隊

【大龍坑山 ~ 十大膏山系列之六】12 月 10 日（一）早上 8:45，東鐵大甫墟站大堂，近的士站集合。
經大埔海濱公園出鳯園。上九龍坑山（440 米），落鶴藪灌溉水塘，出沙頭角公路散隊。全程約 10
公里，步程約 5 小時。漫遊路線﹕不上九龍坑山，直出鶴藪灌溉水塘。
【彌勒山 ~ 十大高山系列之七】12 月 17 日（一）早上 8:45，東涌東薈城廣場噴水池側集合起步。
經石門甲，地塘仔上昂坪，登彌勒山（751 米），落昂坪 360 救援徑，返回東涌散隊。全程約 10 公
里，步程約 5 小時。漫遊路線﹕不上彌勒山。
【八仙嶺 ~ 十大高山系列之八】12 月 24 日（一）早上 9:15，大美督燒烤場集合起步。上春風亭，
循馬騮崖上仙姑峰，全走八仙嶺，過黃嶺，經屏風山，落沙羅洞，出鳯園散隊。全程約 13 公里，步
程約 6 小時。漫遊路線﹕循八仙嶺自然教育徑上仙姑峰後回頭下山。出大美督散隊。
【太平山 ~ 十大高山系列之九】12 月 31 日（一）早上 8:45，金鐘和港公園奧林匹克廣場集合起步。
沿三徑（纜車徑、漆咸徑、醫院徑）上爐峰峽，登太平山（552 米）。沿同樂徑，接登西高山（494
米），落香港大學散隊。全程約 10 公里，步程約 5 小時。漫遊路線﹕不上西高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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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友自由行

12 月 12 日（三）早上 8:45 屯門富泰邨商場集合起步，南安佛堂、藍地水塘、洪水坑水塘、神鵰脊、
洪水山、黃泥墩水塘、郊遊徑，黃泥墩村散隊。行程約 4 小時。
12 月 19 日（三）早上 8:45 大嶼山東涌警署旁集合起步，逸東村、石門甲、法門古道、羅漢塔、倒
羅棧道、倒碗石河、鳯凰觀日、石門甲，東涌散隊。行程約 4 小時。
12 月 26 日（三）早上 8:45 東鐵上水站上層出口集合起步，大頭嶺、塱原濕地、河上鄉、大石磨、
料壆村、信義新村、馬草壟、河上鄉，上水散隊。行程約 4 小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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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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普陀寺
【註釋】荃 灣千佛山之上，有東
普陀寺。東普陀寺建於
一九三○年，是荃灣早
期有規模的寺院。東普
陀有「三大」之稱，一
是佛的金身大，二是殿
前銅鼎大，三是灶頭
上的鑊大。東普陀佛
殿莊嚴，林木茂盛，
佛堂有楹聯曰：「東
粵名山，此處莊嚴便
是南海；普陀勝境，
如斯妙景即是西天。

魏一翀

香港畫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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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 黃巢之亂長達 ? 年，導致唐末國力大衰。

黃巢之亂

杯酒釋兵權

   黃巢之亂，指的是乾符五年（878 年）至中和四年（884 年）由黃巢領導的農民起義，是王
仙芝起義的後續。也是唐末中，歷時最久，遍及最大，影響最深遠的一場農民起義。黃巢之亂
延至大唐半壁江山，時間長達 ?? 年，導致唐末國力大衰。
   黃巢出身鹽商家庭，善於騎射，粗通筆墨，少有詩才，但成年後卻屢試不第，之後便開始賣

   960 年，後周諸將發動“陳橋兵變”，擁立宋洲歸德軍節度使趙匡胤為帝，建立宋朝（由
於疆域相對南宋而言到達黃河以北，所以被後世稱之為北宋）。

鹽走私，結果與朝廷發生多次衝突。王仙芝起義前一年，關東發生了大旱，官吏強迫百姓繳租稅，

   自唐朝藩鎮割據後，短短五十年，中原成了皇帝流水線，都是武將惹的禍。所以遏制武

服差役，百姓走投無路，聚集黃巢周圍，與唐廷官吏進行過多次武裝衝突。乾符二年（875 年），

將的軍權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趙匡胤當年參與過擁立後周太祖郭威的行動，當年也是深

王仙芝、尚讓等在長垣（今河南長垣東北）起兵，黃巢等人隨即進行回應。後來朝廷誘降王仙芝，
王仙芝願意接受招安，使得王黃兩人關係破裂，於是黃巢引兵北上。乾符五年，王仙芝兵敗被斬

受周世宗器重，自己是被手下“黃袍加身”推上皇位，是靠著手裡有一支強大的軍隊才登上

殺，眾兵投靠黃巢，推黃巢為黃王，自稱“沖天大將軍”，轉戰黃淮流域，又進軍長江下游一帶。

帝位的。如何控制手中握有重兵的將帥，防止兵變的發生，防止歷史重演，是他無時無刻不

   乾符六年（879 年）10 月，農民起義軍攻克廣州，活捉節度使李迢。這時黃巢以“百萬都
統”的名義發表了北伐的政治宣言，提出了“禁止刺史殖（聚斂）財產，縣令犯贓者族（滅族）”

在考慮的問題。於是，他召来朝廷重臣趙普前來商議政策，趙普一語道破：“過去的動亂，

的具體政治主張，揮師北上。唐廷得知黃巢將北上，“以塞嶺北之路，拒黃巢”。 黃巢揮兵力戰，

就是由於方鎮太重，君弱臣強。若想改變這種狀況，也並不太難，只要削奪其兵權，管制他

一日而下潭州，唐軍數十萬人死于黃巢的兵下，黃巢隨即佔領江陵，北趨襄陽。廣明元年（880
年）唐僖宗帶隨從宦官等倉皇逃奔四川成都，中和元年（881 年），黃巢軍進入長安，入城後，

們的谷錢，收了他們的精兵，天下自然就會安定了。”

軍紀嚴明，向貧民散發財物，百姓列席歡迎，廣明元年十一月（881 年 1 月 16 日），即位於含

   建隆二年（西元 961 年）七月初九日。晚朝時，宋太祖把石守信等禁軍高級將領留下

元殿，建立了大齊政權，年號金統。不久，其部屬“殺人滿街，巢不能禁”，唐宗室留長安者

喝酒，酒興正濃時，宋太祖突然摒退侍從。他口吐苦衷，“我非尔曹不及此。然吾为天子，

幾無遺類，唐室官員惶惶不可終日。第二年，唐軍反攻長安，齊軍當夜反攻將唐軍趕出城外。
黃巢認為城民幫助唐軍反攻，於是率兵屠殺滿城，血流成河，謂之“洗城”，使得長安城變成

殊不若为节度使之乐。吾终夕未尝安枕而卧。”此话令石守信等人大惊失色：“陛下何为出

了一座空城。

此言，今天命己定，谁敢复有异心。”太祖曰：“人孰不欲富贵，一旦有以黄袍加汝之身，

   中和二年（882 年），四川的唐僖宗反攻，齊軍將領朱溫，投降唐軍，齊軍大將趙璋戰死，
黃巢于中和三年四月撤出長安，逃入商山，後經大小數百戰，始終未能攻拔其城。此時有一個

虽欲不为，其可得乎？”守信等将领谢恩：“臣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之。”宋太祖借机表

駭人聽聞的食人傳說：為了應付全軍糧食，黃巢以人肉為糧糗，黃巢圍陳州幾三百日，啖食數

达了让他们放弃兵权，建议“人生驹过隙尔，不如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

十萬人。到底是真是假，黃巢一共吃掉多少人，史說不一，無從考證。
   中和四年（884 年），黃巢的手下李讜、葛從周、楊能等將領投降朱溫，而黃巢殘部向東北

以终天年，君臣之间，无所猜嫌，不亦善乎？”石守信等人見宋太祖已把話講得很明白，無

逃亡，清代學者聶劍光《泰山道裡記》載，“黃巢死于泰山……九頂山南有大塚，俗稱黃巢墓。”

迴旋餘地，幾個將領別無他法。在宴會的第二天，趙匡胤的部將個個心領神會，“皆稱疾，

迄今為止，黃巢的死都是一個未解之謎，在《新唐書》上所記載黃巢是自刎而死，但在《舊唐書》

請解軍權。上許之，皆以散官就第。” 此番後，宋太祖當年執掌兵權的結義兄弟的禁軍職

上說黃巢是死在別人的刀下，甚至還有人說黃巢在戰敗後並沒有死去，而是削髮為僧，過起了
隱居的生活。黃巢死後，黃巢從子黃皓率殘部流竄，為湘陰土豪鄧進思所伏殺。至此唐末農民

務全部被解除，且從此再不授人。石守信雖然保留著“侍衛都指揮使”的頭銜，卻已沒有任

起義結束。

何實權。在解除石守信等宿将的兵权后，太祖另选一些资历浅，个人威望不高，容易控制的

   黃巢之亂加速了唐朝的滅亡，雖打著農民起義的旗號，但對百姓嗜好濫殺無辜以及起義軍內
部的爭鬥，也是農民起義這種局限性的體現。這也使得部分史學家對於黃巢的評價均偏向於負

人担任禁军将领。于是禁军领兵权析而为三，以名位较低的将领掌握三衙，三衙虽然掌握禁

面，黃巢雖然自稱皇帝，但史學家沒有認可。黃巢起義失敗後，唐朝又勉強維持了二十三年統治。

军，但却无调兵和发兵的权力，兵将分离，调兵权与领兵权分离，各自独立，相互制约，禁

哀帝天佑四年（907 年）宣武節度使朱溫受禪，建國號為梁。唐朝滅亡，進入五代十國時期。

军定期调动，轮流驻防，有利于皇权的控制。
   後來，“杯酒釋兵權”演變為一個成語，引申為輕而易舉解除將領兵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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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太祖“杯酒釋兵權”一事，歷來的史學家大都深信不疑，而且在民間廣泛流傳。但在
北宋史官修的《太祖實錄》和《三朝國史》中卻未見一字。元末，史學家根據《太祖實錄》
與《三朝國史》編撰而成的《宋史·太祖記》對此事也不著點墨，因而有學者認為這件事發
生過的可能性非常小。
   回過來看一下這個故事，“杯酒釋兵權”更像是趙匡胤與武將們達成的一個君子協議，
一個心照不宣，君臣間相互保全的默契。和汉高祖及明太祖相比，開國皇帝和開國功臣之間
以這樣的結局收場的，趙匡胤被视为是比较宽和的、厚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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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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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掛飾—星星（約18x18cm）
1

2

3

4

5

6

1.（依照附圖之顔色編織）
   起針：3 針
   第一行（正面）：3 高針
   第二行 （反面）：1 低針，加 1 針，餘下織低針

   2018 年快要過去，聖誕節又來了！
   雖 然 香 港 天 氣 和 暖， 我 們 沒 有 機 會 過 渡 白 色 聖 誕， 但 是 我 們 每 年 的 節
日 氣 氛 都 非 常 濃 厚。 除 了 小 朋 友 放 長 假 外， 大 朋 友 都 會 有 兩 天 假 期。 一
家 大 小 都 會 趁 著 聖 誕 假 去 享 用 大 餐， 欣 賞 燈 飾， 開 開 心 心 地 歡 渡 假 期。
   我在外國網站參考了一些編織圖樣，並加以改良，做了一款星星掛飾，十分適合掛
上聖誕樹或手袋書包上，希望大家都喜歡！（材料可自選大小）

   第三行 （正面）：1 高針，加 1 針，餘下織高針
   重複以上織四至十行：每行加 1 針
   第十一行（正面）：二針合併（即減一針），餘下織高針
   第十二行（反面）：二針合併（減一針），餘下織低針
   重複以上織十三至二十行，二十一行收針
   * 依據以上織 5 片菱形 *

（附圖）

2. 5 片菱形的下半部對邊縫成一顆星星
• 白色和紅色毛冷各 10g
• 20 x 20 cm 戟絨一塊
• 6 號編織針一

3. 留意星星中間會有個洞口，請細心逢上
4. 將縫好的星星用大頭針別好在戟絨上，順型狀裁好
5. 用鈎針以白色冷編一條 6cm 掛繩
6. 用線縫合星星、掛繩和裁好的戟絨，完成。

• 毛冷用縫針一枝
• 6 號鈎針一枝

泰迪熊藝術家 Lanemaria

• 針及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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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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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通識

再來幾招iPhone 小秘技(三)

螢幕時間：避免 iPhone 成癮

   這功能主要是為了讓你更加了解自己使用手機的狀況，也算是避免手機成癮；「螢幕時間」
會顯示你打開 iPhone 多久，在哪些 App、哪類型 App 各花了多久時間，另外也可以針對特定
App 設定使用時間上限，抵達使用上限的話會跳出提醒。
   這功能也可以讓你管控家中小朋友使用 iPhone 的狀況，家長們可以特別留意。

更加人性化的 Siri

   Siri 在每一次的更新中都會強化其功能，iOS 12 的 Siri 將擺脫冷冰冰的「機器音」，講話
腔調更像真人：
   除了音調外，iOS 12 也新增了「捷徑」功能，有點像是 Siri 版的 Workflow 軟體，只要透

C

過各種功能的拖拉組合，就可以讓 Siri 完成一系列的動作，像是：

M

   跟 Siri 說「我要去工作了」，Siri 自動幫你：訂咖啡、播放車上聽的音樂、規劃家裡到公

Y

司的導航…

CM

   跟 Siri 說「我要回家了」，自動開啟導航、打開家中的冷氣…

MY

測量 App：把 iPhone 相機變捲尺

   要量畫面中的某一個物體的長度，在 iOS 12 中只要透過內建的「測距儀」App 即可；除
了可以透過相機測量真實物體的長、寬，就連面積也沒問題。

恒訊手機維修
• 爆ＭＯＮ

• 壞掣
• 死機

• 壞ＴＯＵＣＨ
• 手機入水···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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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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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測字學
   中文是世界最高級的文字，衍生出來的測字學更是鬼斧神工、妙趣橫生，大家不妨看看內
地人劉先生說的例子：
1. 某校翁先生之妻因口舌出走，翁君至余處書「翁」字問尋妻事，余曰：老公在上，老婆在下，
妻雖兩腋生翅，有公制之，豈能飛遠？羽似兩日，故兩天后自回，毋憂之。後果驗。
2. 一人報「有」字問近日有錢進否，余曰：月內有錢，乃朋友所欠，計共六萬，外面遠處二萬，
裡面（本地）四萬，皆然。因中有一月，朋之一半，上二畫下四畫，故外二內四。
3. 94 年余旅廣州時，某報記者書「失」字問有人欲給報社 11 萬元之事將如何？此字正看難以
斷之，倒看則情狀畢露：「￥」為幣，示已到手；「|」為「11」之一半，故余斷可得五萬餘，
彼曰果已得五萬餘。然「失」字大象不好，終將失之，後果又盡數吐出。字可正看，誰云不
可倒看哉，可見測字之奧，未可執一。余嘗思一字之中雲翻雨覆如是，况乎周易八卦、奇門
六壬乎！
4. 某局王君書「魚」字測養塘魚，余曰，此字火在下，魚必死。彼複書「源」字，以為此有水，
當無虞乎。余曰，源固有水，然源乃水之源。為涓涓小水，養金魚或可，養塘魚則不易大，
故仍不吉。况此字中有白，魚肚翻白之凶相，又有小，皆不吉兆。彼默然。
5. 今春在上海時，有人書「箱」字問其女兒能否出國，余曰箱者，集裝箱也，必可出國。相為
日本（把目中一橫移至木中即為日本二字），故可往日本國。事實果然，其大笑之。
  
   將萬事萬物皆作某字看，且凡字皆如人、
如事、如物（此乃事物符號之彼此轉換也），
有其固有的內在的結構、指代、內容、數理、
意義和聯繫，故字如人面各各不同，且由此產
生的新姓名學說亦可開拓一個新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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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ster Lai 黎漢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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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羊座

金牛座

雙子座

強硬態度易與情人爭吵，甚至冷
戰，多留意說話語氣。單身要了
解自己真正的想法，深思熟慮後
用心栽培關係才能幸福。工作迷
茫且情緒化，要信任自己的判斷
及接受他人想法，待機再行動。
幸運石：青金石

無力感阻礙你和情人前進，良好
交流有助達成互讓的共識。單身
別挑三嫌四，與追求者建立感情
時，留意溝通用詞，避免不成熟
的形象。認真安排工作，不要拖
延或只顧玩樂而分心。
幸運石：金曜石

朋友的插嘴意見間接影響你和
情人的相處，不要轉告情人及
告知朋友你的厭惡。單身不必
勉強去戀愛，多陪伴朋友，認
識不同的人。工作上判斷力會
較弱，交報告時應再三覆核。
幸運石：紫水晶

巨蟹座

獅子座

處女座

需要立即好好地跟情人表達你的期
主，俟能解開疑慮。單身要弄清楚
內心恐懼的來源，不要再為難自己，
跟心儀對象好好地溝通吧。工作要
展現規劃力及定立出發點，積極面
對，信任自己有能力解決困難。
幸運石：青金石

控制好自己的脾氣，重新了解情人
的擔憂，解開他內心的疑慮。單
身要改善脾氣及避開問題的個性，
認真了解對你好的人。工作需與不
同人協作，緊記不要衝動答應任
何條件，否則需承擔不必要責任。
幸運石：藍晶石

將積壓內心的不滿，逐點告知情
人，才能更甜蜜。單身的別貶低
自己，學懂欣賞別人和自己，接
受人無完美。工作過於留戀過去
的光輝成績，要有實際成就表
現，才能留住長久的支持。
幸運石：白水晶

天秤座

天蠍座

人馬座

與情人默契驟降，認真了解情
人對關係的期望，及自己能做
甚麼。單身的要接納別人的意見
和協助，才可改變自己單身的問
題。工作得不同認同，建議你改
變處事方式，才可重獲支持。
幸運石：紫水晶

別偷懶，要堅持改變，把感情
上的誤會作個修補。單身的別
急進衝動，給點時間了解及聆
聽對方對你有利。工作失去耐
性，需要循序漸進，盡力和同
事保持輕鬆溝通。
幸運石：太陽石

偶爾開玩笑鬥嘴本沒問題，但過於經
常就有影響，多討情人歡心別硬碰硬。
單身要處理好自己內心黑暗面，放鬆
心情坦白想法便能突破關係。工作受
過去失敗陰霾影響而有巨大壓力，保
證觀念正確，提起信心放膽冒險。
幸運石：海藍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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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羊座

水瓶座

雙魚座

以幽默言語把自己心中理想
告 訴 情 人， 不 要 執 著 情 人 話
頭 不 醒 尾 了。 單 身 的 不 要 為
對方的反應製造藉口自我麻
醉， 應 坦 誠 自 己 的 個 性 和 對
方相處。
幸運石：藍晶石

建議你管理好自己的嘴巴，不
要在不適當的時候指責情人，
損害兩人的關係。單身可放開
拘謹，好好展現自己的友善。
工作應多放點耐性，勉強行動
只會失平衡，令自己更迷糊。
幸運石：青金石

自困在恐懼中，衍生大量矛盾，了解
情人的狀況時，盡量避免爭吵。單身
要輕鬆踏實地與對方相處，才能突破
關係，拉近距離。工作遇上突發問
題，要按部就班地從基本開始處理，
否則過去的努力便要推倒重來了。
幸運石：太陽石

Fanny 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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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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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   郵
期數費用

（

）6 期 $ 42.00  

（ ）12 期 $8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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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3153 2320
傳真：3153 2182
網址：www.privilegevida.com
電郵：contact@privilegehk.com

1月 January

2月 February

3月 March

4月 April

5月 May

6月 June

7月 July

8月 August

9月 September

10月 October

11月 November

12月 Decemb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