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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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灣仔分校 (灣仔)
荃灣分校 (荃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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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高齡教育工作者聯誼會(油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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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悅薈餐廳 (元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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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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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尖沙咀)
溢邦貨運 (荃灣)
港九罐頭洋酒伙食行商會有限公司(上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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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荃灣北僑福利會 (荃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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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夕陽紅互愛聯會(荔枝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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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創意科技教育協會主辦，將軍澳香島中學協辦的
『第十三屆「創協盃」 創意科技機械人大賽』於二零
一八年十二月二日於將軍澳香島中學舉行，今屆報名參
賽隊伍學校和教育機構多達 130 間，參賽隊伍逾 300 隊，參賽隊員 1000 餘人，無論內地和香港
的參賽隊伍都有所增加，尤以電子科技創新設計比賽參賽隊伍提升近 30 隊。比賽活動是青少年
匯聚，認識、分享交流、傳承創意、智慧電子科技學習的一個好平台。
  大賽舉辦至今已經是第十三屆，是以純民間形式進行的具規模、跨地區的中、小學生創意機
械人大賽，多年來得社會各界朋友、大專院校和工程技術團體支持。主辦機構〔創意科技教育協
會〕致力推廣、普及創意科技教育，讓新世代青少年朋友在“機械人教育”下成長，有能力應付
以科學為基礎的高新科技職場的需求。社會的發展，科技須先行，時代的進步，離不開對青少年
創意精神的培育，各項素質的全面提升及裝備。
  由簡單的積木組合至運用不同材料建立模型；由電子電路設計至程式編程；甚至將天馬行空
的設計概念加以實踐是 STEM 教育的重要一環。STEM 教育的目標：不完全在於單單讓同學多一
種技能，而是培養學生的創造力、協作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希望學生能夠更深入地掌握不同思考
方式和對世間發生的事情作出批判性思考。需要學生運用他們在課堂上學會了自然科學知識 ( 科
學 Science、數學 Mathematics) ，應對比賽場地規則，經由老師指導，轉為應用科學 ( 科技
Technology、工程 Engineering) 在賽事活動中體驗實質成效，具體反應。 

  尤以「電子科技創新設計比賽」，鼓勵學生運用他們學習的知識，構想未來的《智慧社區》，
動手製作實體模型，再編寫展示 ( 製作 ) 報告，解說及答辨提問。一整套過程都是培養學生有科
學家的思維 ( 提出疑問 )，工程師的處事 ( 確立問題和解决方案 ) 態度。做成了 STEM 教育學習一
個大平台，提供給老師和同學們一個討論和實踐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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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第十三屆「創協盃」 創意科技機械人大賽

今屆大賽頒獎嘉賓：香港特別行政區 立法會議員 葛珮帆   博士
         中國 廣州市 機器人協會 徐強     會長
         香港樹仁大學 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彭淑敏   博士
         華輝無綫電行有限公司 張德慶   先生
         香港培訓師中心 吳光新   先生
         創㸃科技有限公司 吳漢駒   先生
         樂怡生活月刊  總編輯 鄂健強   先生
         保城保安有限公司 彭惠君   先生



「華輝」電子科技創新設計比賽名單 ( 初級組 )
隊伍編號 學校名稱 隊伍名稱 獎項
C046-6 北京師範大學珠海分校惠州附屬學 校未來之星 1 隊 冠軍
C061-4 華南師範大學附屬惠陽學校 惠陽華附星光 4 隊 亞軍
C046-8 北京師範大學珠海分校惠州附屬學校 星光閃耀隊 季軍
C120-2 山西平遙實驗小學 平遙實驗小學 2 隊 殿軍
C060-1 山西太原萬柏林區外國語學校 清道夫 最具商業價值
H030-2 天主教領島學校 天主教領島學校二隊 最佳參賽模型
C058-1 寶山區羅南中心校 / 同洲模範學校 /

普陀區金洲小學
上海申花 1 隊 最佳參賽模型

H005-1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學校 WCBLegend 最佳作品展示
C078-1 滿族小學 鷹隼隊 最佳合作團隊

「華輝」電子科技創新設計比賽名單 ( 高級組 )
隊伍編號 學校名稱 隊伍名稱 獎項
H001-1 將軍澳香島中學  HTSS 1 隊 冠軍
H019-1 嘉諾撒培德書院 培德創新一隊 亞軍
H003-1 樂善堂楊葛小琳中學 楊葛小琳中學 季軍
H001-2 將軍澳香島中學 HTSS 2 隊 殿軍
H001-1 將軍澳香島中學 HTSS 1 隊 最具商業價值
H001-2 將軍澳香島中學 HTSS 2 隊 最佳參賽模型

類人型機械人舞蹈賽名單 ( 不分組別 )
隊伍編號 學校名稱 隊伍名稱 獎項

H022-1 上智英文書院 鄭李林 冠軍
H010-3 葵涌蘇浙公學 蘇淅鄺門第一小隊 亞軍
H025-3 鄧鏡波學校 鄧鏡波學校 3 隊 季軍
H010-4 葵涌蘇浙公學 鄺門第一小隊 殿軍
H010-3 葵涌蘇浙公學 蘇淅鄺門第一小隊 機器人最佳造型設計

機械人對抗比賽名單 ( 高級組 )
隊伍編號 學校名稱 隊名 獎項
H018-4 伯裘書院 Super Invincible MachineTeam 冠軍
H018-2 伯裘書院 真香戰隊 亞軍
H010-10 葵涌蘇浙公學 東非大裂谷 季軍
H021-1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心誠中學 心誠機械 殿軍

RIC 機器人創新挑戰賽名單 ( 初級組 )
隊伍編號 學校名稱 隊名 獎項
C040-6 樂貝塔機器活動中心 樂貝塔 RIC1 隊 冠軍
C040-7 樂貝塔機器活動中心 樂貝塔 RIC2 隊 亞軍
C040-8 樂貝塔機器活動中心 樂貝塔 RIC3 隊 季軍
C040-9 樂貝塔機器活動中心 樂貝塔 RIC4 隊 殿軍

機械人對抗比賽名單 ( 初級組 )
隊伍編號 學校名稱 隊名 獎項
C046-2 北京師範大學珠海分校惠州附屬學校 終極 2 隊 冠軍
H033-1 滬江小學 SAPS01 亞軍
C046-3 北京師範大學珠海分校惠州附屬學校 子豪安林隊 季軍
H033-5 滬江小學 SAPS05 殿軍

比賽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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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屆比賽項目：
1. 超級軌道賽 (Super Track Runner Competition)  ( 初級組、高級組 )；
2. RIC 機械人創新挑戰賽 (Robot Innovation Challenge)  ( 初級組、高級組 )；
3. 機械人對抗比賽（Robotics Sumo）  ( 初級組、高級組 )；
4. 自平衡車軌道比賽 (Self-balancing Car Track ) ( 初級組、高級組 )；
5. 類人型機器人舞蹈賽 (Humanoid Robot Dancing)  ( 不分組別 ) 年齡由 10 至 19 歲；
6.  「華輝」電子科技創新設計比賽 (Innovative Electronic Solutions Design Contest)   

( 初級組、高級組 )
7. 機械人再探月球比賽 ( 內地賽 )  ( 初級組、高級組 )；
8. 機器人智慧污水處理比賽 ( 內地賽 )  ( 初級組、高級組 )

「華輝」電子科技創新設計比賽情況 「華輝」電子科技創新設計比賽
( 初級組 )

「華輝」電子科技創新設計比賽
( 高級組 )

RIC 機器人創新挑戰賽名單 ( 高級組 )
隊伍編號 學校名稱 隊名 獎項
C119-1 武漢市吳家山第四中學 吳家山第四中學 1 隊 冠軍
C119-2 武漢市吳家山第四中學 吳家山第四中學 2 隊 亞軍
H009-5 香島中學 HTMS-5 季軍

機械人對抗賽
( 初級組 )

類人型機械人舞蹈賽
( 不分組別 )

RIC 機器人創新挑戰賽
 ( 初級組 )

RIC 機器人創新挑戰賽 
( 高級組 )



超級軌道賽比賽名單 ( 高級組 )
隊伍編號 學校名稱 隊名 獎項
H032-3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省略號 冠軍
C044-4 弘學教育 弘學教育旭陽隊 亞軍
C049-8 山西省晉中市榆次區太行小學 太行初級 6 隊 季軍
C040-5 樂貝塔機器活動中心 樂貝塔超軌 5 隊 殿軍

內地賽項 機械人再探月球比賽名單 ( 初級組 )
隊伍編號 學校名稱 隊名 獎項
C112-1 助飛機器人愛好者俱樂部 助飛登月初級一隊 冠軍
C112-7 助飛機器人愛好者俱樂部 閔行登月二隊 亞軍
C110-1 上海市曹楊實驗小學 曹實小問號 季軍
C112-5 助飛機器人愛好者俱樂部 助飛登月初級五隊 殿軍

內地賽項 機械人再探月球比賽名單 ( 高級組 )
隊伍編號 學校名稱 隊名 獎項
C112-9 助飛機器人愛好者俱樂部 助飛登月高級一隊 冠軍
C113-1 上海市鞍山實驗中學 金太陽一隊 亞軍
C111-5 上海市普陀區晉元高級中學附屬學校 晉元附校高級 1 隊 季軍
C112-11 助飛機器人愛好者俱樂部 助飛登月高級三隊 殿軍

內地賽項 機器人智慧污水處理比賽名單 ( 初級組 )
隊伍編號 學校名稱 隊名 獎項
C096-1 上海市寶山區實驗小學 / 上海市高安路第一小學 同濟路二隊 冠軍
C097-1 上海市寶山區實驗小學 同濟路三隊 亞軍
C093-1 上海中學國際部 3d 小隊 季軍
C100-1 上海市寶山區羅南中心校 從容以對 殿軍

內地賽項 機器人智慧污水處理比賽名單 ( 高級組 )
隊伍編號 學校名稱 隊名 獎項
C099-1 上海市寶山區教育學院附屬中學 /

上海市楊泰實驗學校
友誼路二隊 冠軍

C109-4 上海市實驗學校東校 碧雲隊 亞軍
C107-1 上海市第二中學 / 上海市第四中學 / 

上海市西南位育中學
機器人愛好者 3 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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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平衡車軌道比賽名單 ( 高級組 )
隊伍編號 學校名稱 隊名 獎項
H009-3 香島中學 HTMS-3 冠軍
H009-2 香島中學 HTMS-2 亞軍
H010-5 葵涌蘇浙公學 星辰朧月 季軍
H009-4 香島中學 HTMS-4 殿軍

超級軌道賽比賽名單 ( 進階組 )
隊伍編號 學校名稱 隊名 獎項
C049-1 山西省晉中市榆次區太行小學 太行高級 1 隊 冠軍
C040-2 樂貝塔機器活動中心 樂貝塔超軌 2 隊 亞軍
C083-6 泰博機器人俱樂部 泰博致遠隊 季軍
C069-1 廣州市鐵一小學 鐵一小學隊 殿軍

自平衡車軌道比賽名單 ( 初級組 )
隊伍編號 學校名稱 隊名 獎項
H031-4 啟廸發明家有限公司 平衡車王 冠軍
H031-2 啟廸發明家有限公司 Super Car 亞軍
H031-3 啟廸發明家有限公司 啟廸車 季軍

超級軌道賽比賽名單 ( 初級組 )
隊伍編號 學校名稱 隊名 獎項
C083-10 泰博機器人俱樂部 泰博禕禕隊 冠軍
C066-1 科盟星機器人 A1 戰隊 亞軍
C083-3 泰博機器人俱樂部 泰博冰隊 季軍
C044-2 弘學教育 弘學教育潤財隊 殿軍

自平衡車軌道比賽 自平衡車軌道比賽 ( 初級組 ) 自平衡車軌道比賽 ( 高級組 )

機械人超級軌道賽 ( 初級組 ) 機械人超級軌道賽 ( 進階組 ) 機械人超級軌道賽 ( 高級組 )

機械人再探月球 ( 初級組 )機械人再探月球 機械人再探月球 ( 高級組 )

機器人污水處理比賽 ( 初級組 ) 機器人污水處理比賽 ( 高級組 )



歷史通識填充題有獎遊戲
地址 : 維景灣畔 
姓名 : 駱小姐

地址 : 第一城
姓名 : 麥先生

成語遊戲
地址 : 富豪花園
姓名 : 沈太

地址 : 第一城
姓名 : 謝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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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幽默的“廣東俗語”

上期遊戲得獎者
有獎燈謎會
地址 : 新都城 2 期
姓名 : 周先生

地址 : 新港城
姓名 : 陳小姐

執人口水尾 ----- 把他人說過的話或見解，當成自己的說一遍。

周身唔聚財 -----  指渾身不自在。「渾身不自在」在做任何事情都無法專注，工作不順
利、生活不順利、社交活動不自在等，在中華文化的觀點上便無法把
金錢凝聚起來，有着無法「聚財」的意思。

無咁大個頭唔好戴咁大頂帽 -----  不自量力的意思。帽子有不同的尺碼，再漂亮的帽子或
令人有高貴身分的帽子，只要帽子尺碼不合適，配戴的
人也不會漂亮或身分專貴，比喻他人「不自量力」。

生人唔生膽 -----  沒有膽量，膽小怕事。人長大了，沒有生出膽來，比喻人沒有膽量、
膽小的意思。

李暉師傅【太極系列】四十二式太極拳

目 錄 陳 列 : 官 塘 開 源 道 6 2 號 駱 駝 漆 大 廈 2 座 4 樓 B - 0 9 室九 龍 提 貨 : 大 角 咀 欅 樹 街 1 7 號 華 源 工 廠 大 廈          ( 大 角 咀 市 政 大 廈 埃 華 街 口 )

每平方呎$180度尺設計
起

慳位之選

•接 受 微 信 付 款• WeChat

多種皮顏色選擇
比市價平$480 起

          (專人解答) WeChat、WhatsApp同號

李暉師傅【太極系列】

四十二式太極劍
（隨機禮品一件 以實物為準）



• 崔先生在電視媒體介紹涼果及接受其他媒體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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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怡文化傳播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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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銀行：戶口名稱「樂怡文化傳播有限公司」，號碼：012 898 00191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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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商大廈收費 $20 元，住宅收費 $50。買滿 $400 免費送貨 ( 只限工商業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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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檸 檬 王 訂 貨 表 
小包裝 重量 團購價 數量 ( 包 )
甘草檸檬王 60-70 克 18
蛇膽陳皮 60-70 克 18
八仙果 60-70 克 18
金桔王 60-70 克 18
飛機欖 60-70 克 18
遠年冬羌王 60-70 克 18
檸汁羌 60-70 克 18
話梅肉 60-70 克 18
大包裝 重量 團購價 數量 ( 包 )
甘草檸檬王 半磅 50
蛇膽陳皮 4 安士 50
八仙果 半磅 60
金桔王 半磅 60
飛機欖 半磅 50
遠年冬羌王 半磅 70
檸汁羌 半磅 50
話梅肉 4 安士 50
                     總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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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明清時期，中國南方流傳着一個悲天憫人的民間故事《貍貓換太子》。
  到了清代末期，這個故事在上海被改編成京劇，首度演出後轟動上海，其後被改編成評劇、
豫劇、黃梅戲、越劇、湘劇、潮劇等等各種劇種，從此在戲台上競相傳誦，有的以《打龍袍》、
《宋宮祕史》等劇名呈現。
  大約六十年前，這個故事已經搬上電影銀幕，後來在電視劇也上演過多次，廣受觀眾歡迎。

故事內容簡介
  話說宋真宗御駕親征，出師平遼之時，忽聞後宮兩
個妃子同時有喜，頓時龍顏大悅，並頒下聖喻：
  「如有先誕下太子者，立為正宫。」
  不久，李宸妃臨盆，誕下太子。劉德妃心有不甘，為
了自己的前程，一時起了歹念，便狠下毒心陷害李娘娘……
  她命內侍太監郭槐，買通接生婆，將一隻剝了皮的
貍貓，血淋淋地換走了剛出世的太子。劉妃又命宮女寇
珠勒死太子，再將之丟入御河金水橋下淹死。
  當真宗前來探望新生兒時，見襁褓中的貍貓大驚失
色，認為李娘娘產下妖孽，一怒之下將李娘娘打入冷宮。

真命天子 吉人天相
  那麼，太子的命運如何呢？
  幸好大宋有忠良，他並沒有淹死在金水橋下，全賴
那個執行任務的宮女寇珠，有慈悲之心，不忍將皇室的
小生命掉下金水橋，她恰巧遇上大內總管太監陳琳，正
手提御封壽禮經過，說是真宗命他前往八賢王府祝壽。
寇珠將實情告之，陳琳知道劉妃的權勢和手段，又深得
皇上信任，無人敢逆其意。在兩難之中，唯一保存皇裔
方法，就是將太子放在禮盒之內，偷偷帶出宮外。
  陳琳將太子送至八賢王府，並告知實情，八賢王便
將太子養在府中，才避過此劫，得以保存性命！

太子重返宮廷
  且說宮中的劉妃，幾天後亦誕下一個兒子，便立為
太子，劉妃也被冊封為皇后。誰知六年後孩子病夭，真
宗再無子嗣。後來，偶見其皇兄八賢王之子聰敏過人，
甚為可愛，便將他過繼，並立為太子，其實他就是當年
被貍貓換走的太子。
  一日，六歲的太子誤闖冷宮，與生母李宸妃初度見面，
頓生憐憫，這或許是母子天性，兩人初見竟會淚眼盈盈！
  劉皇后得知後，拷問寇珠，懷疑寇珠當年是否有違命
令，於是抓來嚴刑拷問，寇珠為了護主，寧被活活打死。
  劉皇后心想，宸妃不除，怎得安寧？留她在世，必

有後患，於是決定斬草除根。當年獻計貍貓換太子的郭槐，現已晉升為後宮總管，便獻計火燒
冷宮，將宸妃娘娘之死，當作意外死亡，無他殺之嫌！
  當火燒冷宮之際，宸妃娘娘幸得忠義之士報訊，又得小太監餘忠替她殉難。小太監在火場裏犧
牲了，焦屍難辨，瞞過了劉皇后、郭槐等人。從此以後，劉皇后以為心腹大患已除，可以高枕無憂。

宸妃遇上包青天
  大火當日，李宸妃幸得另一太監秦鳳相助，才逃出宮外，隱居陳州。她雖然逃出生天，但
在陳州生活艱苦，流落民間，靠乞食為生，破窯為居，後來她還因思念皇兒，哭得雙目失明。
  如要者過了十幾年，宋真宗早已龍御賓天，宸妃的兒子已經做了皇帝，是為宋仁宗，但是
身為母親的宸妃娘娘，還是懵然不知！
  有一天，聞道包拯到陳州賑災放糧，李宸妃知道包拯為官正直不阿，便向包拯訴冤求助，
並以真宗所贈的題詩御帕，證明她確為當年的李宸妃。

宋真宗頒下聖喻：「如有先誕下太
子者，立為正宫。」

宮女寇珠不忍將皇室的小生命掉下金
水橋，恰巧遇上大內總管太監陳琳。

劉妃孩子病夭，過繼八賢王之子，
其實他就是當年被貍貓換走的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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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拯得知案中實情後，認為是一宗天大冤情，便將
宸妃娘娘帶回京師。
  包拯回京後，開始着手秘密偵查此案，這是一宗偷天
換日的欺君事件，首先傳召年老太監陳琳，前來辨識宸妃
娘娘，及經過八賢王當面對質後，案情更有驚人發展，並
確認當年被貍貓換走的太子，正是當今皇上宋仁宗！
  翌日，包拯於是進宮面聖，向二十歲剛剛親政的仁
宗皇帝稟告一切。
  仁宗皇帝聽了，甚為驚訝，一時間難以相信包拯所
言，也無法接受孝順了十幾年的劉太后，竟然是想害死自
己生母的仇人，於是痛斥了包拯一番，將包拯逐出宮去。
  然而，仁宗到底是個明君，認為包拯向有青天之譽，

不可能信口開河，也開始起疑。於是夜訪劉太后寢宮，在母子閒談兒時記趣時，提及火燒冷宮
一事，及查問宸妃娘娘的下落，仁宗頓時發現母后的反應異於尋常。
  他深思了一夜，便召回包拯，御賜尚方寶劍，並予先斬後奏之權，以供徹查此案。

包公夜審郭槐
  包拯知道劉太后垂簾聽政多年，連同外戚勢力，可謂權傾朝野，而郭槐及是劉太后的得力
助手，朝中無人膽敢冒犯！但是此案的關鍵人物就是郭槐，包拯於是用計騙他到開封府，然後
亮出尚方寶劍，將他拘捕，即時升堂審問。
  由於這件事是郭槐與劉太后合謀的，屬於利益共同體，所以他矢口否認。
  包拯將郭槐痛打一番後，便將之押入牢獄中。半夜忽然看見寇珠魂魄前來索命，又見牛頭馬
面將他押走，帶到閻王殿審訊。郭槐以為自己已經落到陰曹地府，便如實講出真情，在殿上招認
一切。事後才知道那閻王殿正是開封府，閻王實乃包拯所扮，而牛頭馬面是張龍趙虎所扮，但是
口供已錄，郭槐唯有承認一切。包拯便利用郭槐之口供，指證劉太后，及替李宸妃伸冤。
  經過包拯曲折而巧妙的安排，這宗貍貓換太子的天大冤情，終於真相大白。雙目失明的宸
妃娘娘，與仁宗皇帝在殿上相認，相擁而泣，場面感人。
  此時劉太后知道當年陰謀已經敗露，乃自縊身亡，同謀郭槐亦被處死，包拯則因此功而被
升為宰相。
  以上情節，乃是電影戲曲＜貍貓換太子＞的內容，以大團圓作為故事終結，但你可知道歷
史上真相如何呢？

歷史上的李宸妃
  查閱宋代帝王后妃資料，歷史上真有李宸妃其人，她也果真是宋仁宗皇帝的生母，她的一
生，也是相當委屈的，她在生前並未有「李宸妃」的封号。
  不過，《宋史》並無＜貍貓換太子＞的記載，冤案亦非由包拯所偵破。

  《宋史》是這麼說的：
  宋仁宗趙禎，並非劉德妃所生，他的生
母只是劉德妃身邊的一個小宮女，趙禎一出
生，即為劉德妃據為己子，他的生母李氏因地
位低微，不敢流露半點不滿的言談和情緒，以
免母子均遭不測。
  在趙禎出生前，宋真宗也曾有過好幾個
皇子，但都不幸夭折。他在連失多個皇子
後，中年又再得子，且是劉德妃故意安排她
的侍女李氏侍寢的，也就默許一直未能生育
的寵妃劉德妃，強據李氏兒子的這件事。
  公元 1023 年，趙禎十三歲時，繼位為帝，劉氏以皇太后身份垂簾聽政，其實她在真宗晚
期早就已經掌控朝廷的實權，此時更是名正言順的大權在握。
  劉太后在世時，仁宗一直不知道他還另有生母，直到劉太后於公元 1033 年病逝後，才有人
敢向仁宗透露隱情，並有對劉太后懷有怨望的人，更指仁宗的生母死因不明，劉太后難脫嫌疑。
  此時仁宗的悲憤已到了極點，立即派兵包圍了劉太后的族人，並將生母李氏的棺木打開查
驗。結果見到棺中的生母在水銀浸液中容顏如生，神態安祥，並且是身著華麗的皇后服飾，沒
有半點生前曾遭迫害的跡象，乃嘆曰：「人言其可信哉 !」
  隨即下令撤去包圍劉氏族人的軍隊，並在劉太后的遺像前焚香祝禱，他已不再相信他的生
母是被劉太后害死的流言了。
  據宋史載，仁宗的生母於公元 1032 年病逝時，劉太后原想只以一般宮女的禮儀為她治喪
的，但宰相呂夷簡奏請太后將喪禮從厚辦理，且道 :
  「太后如果不在意劉氏族人的將來，臣不敢多言。」
  劉太后是聰明人，一點就通，乃照呂建議，用一品禮殯殮。呂又告訴承辦的太監說：
  「宸妃當以后服收殮，再用水銀實棺。」
  所以後來仁宗開棺查驗時，見到其母竟是以后禮收殮的，劉氏才得保全 ; 而仁宗對劉太后
的感情，也因而沒有受到流言的影響。
  宋史對劉太后的評價也是很高的，謂劉太后臨朝稱制，雖政出宮闈，而號令嚴明，恩威加天下。劉
太后對仁宗一直都是呵護備至的，也由於有她強有力的保護，仁宗才能在十三歲的稚齡登上皇帝的寶座。

宋仁宗親政的年歲
  仁宗皇帝親政的年歲，應該是 23 歲，即公元 1033 年，在劉太后病逝之後。但是在不同的
戲劇當中，各有不同版本，有的說是 20 歲，而任劍揮，吳君麗所演的粤劇說是 18 歲，親政的
年歲在各類劇種上並未統一。但這個問題不大，他們的故事都是改編自《宋史》，以及清代小
說《三俠五義》第一回 「設陰謀臨產換太子，奮俠義替死救皇娘。」
  不論是什麼劇種，都在戲台上塑造了一個為民請命的「包青天」，他有一股不畏強權的的凛
然正氣，其斷案英明，及鐵面無私的形象，就是我們老百姓心目中所盼望的好官，為萬世所稱頌！
 圖片 : 網絡圖片

李辰妃知道包拯為官正直不阿，便
向包拯訴冤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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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怡文化傳播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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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銀行：戶口名稱「樂怡文化傳播有限公司」，號碼：012 898 00191374  
入數後，請將入數紙和訂購表格傳真或電郵至「樂怡生活」服務部，一經確認
後聯絡取貨，送到指定地址或到「樂怡生活」服務部自取。 

  C. 現金支付  請填妥訂購表格後電郵或傳真至「樂怡生活」服務部，並致電確認。「樂怡生
活」服務部將於五個工作天內聯絡訂戶預約時間，訂戶或其代表請攜同現金
及訂購表格到「樂怡生活」服務部 ( 九龍新蒲崗大有街 34 號新科技廣場 19 樓
1902 室「樂怡服務有限公司」領取。 

條款及細則：  請填妥訂購表格後，電郵或傳真至「樂怡生活」服務部。訂購一經接納，恕不能更改。
數量有限，先訂先得。如有任何爭議，「樂怡生活」保留最終之決定權。 

     如需送貨，工商大廈收費 $20 元，住宅收費 $50。

訂戶姓名：               電  話：

電  郵：

地  址： 

支票號碼 / 銀行入數紙號碼：                              

金  額：                                                     銀  行：
送貨安排： 需要  不需要 ( 內打上  號 )

湖南莾山天一波茶葉有限公司
品牌 讀者優惠價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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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品提供：

策  劃：

天一波雲霧茶
紅茶 (16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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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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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免疫，促進淋巴細胞的增殖體和免疫球蛋白
的合成，常飲天一波茶，有生津止渴、消熱解
毒、利尿解毒，殺菌抗病毒，降脂降血糖、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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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在雲端上的茶園

優先預訂$800元
茶盅禮盒裝$156元(含45克茶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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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法五步（進步與撤步）
  這一期先説明進步前掤左、右及撤步下捋左、右。對於初學者，這兩個動作一定要多練，
還要按要求練，很多同學上步是支撐脚不穩，重點是尾閭與脚跟沒合上，由於沒站穩，另一
脚上步就一定重，隨之重心還沒來得及肩與胯合就往前弓腿，結果，膝蓋過脚尖，重心不在
重心脚跟，周而復始的差一點點，基本上也就難以獲得大自在；切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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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暉
李暉武術文化中心創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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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原地動作結束。接擺右脚（脚尖呈 
35°）重心移至右脚，同時右手掤臂抱球，左
脚輕收右脚内側

（圖 2）左脚邁步落實，同時收尾閭沉肩，肩
與胯合

（圖 3）左弓步，左掤臂，右手下採 （圖 4）接上式左擺脚（左脚尖 35°）移重心，
輕收右脚同時，左手掤臂抱球，右脚收在左
脚内側

（圖 5）右脚邁步正前方落實，同時收尾閭，
沉肩頂懸

（圖 6）右弓步，右掤臂，左手下採，檢查自
己是否依然肩與胯合，肘與膝合

（圖 7）順勢右轉腰，雙手前掤；由於轉了腰，
手前掤，實際是在斜方，但要注意，當你的左手
超過右膝時，自身就會歪斜，時刻注意中定啊

（圖 8）重心由前向後坐的同時，手也順勢下
捋，兩手之間距離始終保持相系相吸

（圖 9）第九動右脚後撤步
呈雙手前掤（要求與左式同）

（圖 10）同樣接上式後坐下捋（要求與左
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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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中的字可併成那個四字成語 ?

上期答案 : 捕風捉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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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彭啟堯
繪圖 : 保 蓮

提供，版權所有

孟 子：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孟子說： 「古時賢德的人，自己先明白道理，然後使人也明白這道理；現在的人，自
己昏昧而不知義理，卻要叫人明白義理，這那裡能成功呢！」

Mencius said:   “A sage gets enlightened before he illuminates others. One who 
is delusory and does not know right from wrong yet tries to teach 
others can hardly be successful.”    ( 蘇國麟英譯 )

孟子金句漫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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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
期
謎
語
猜
一
大
宋
名
臣：

（
答
案
在
本
期
刊
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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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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是個安全的城市，然而罪案仍有可能發生在你身上。儘管這樣，你只要採取一
些簡單的預防措施，便可大大減低這種風險。

家居安全
 

  很多市民會趁長假期舉家外遊，以致家
居無人看守。市民應： 
• 將單位門窗鎖好； 
•  盡量利用銀行提供之保管箱服務將貴重財

物妥為保管； 
•  安排鄰居代為收取信箱內的郵件及已訂閱

的報刊，以免信箱積存大量郵件，令賊人
知道單位無人在內； 

•  利用電燈和收音機的時間掣來預設開關時
間，營造屋內有人的效果； 

•  提醒屋苑的管理公司及保安員落實訪客登
記的安排。前來拜年的訪客亦必須登記。

外出時
 

•  乘搭扶手電梯時，應該盡量與後方人士保
持距離，並時刻提高警覺； 

•  過馬路時要注意交通情況，切勿站近馬路
邊，避免與道路上行走的車輛距離太近。
同時要留意周圍情況，有人站近身邊時要
提高警覺，避免成為扒手對象； 

•  當接到陌生人的來電，一定要仔細詢問對

節日假期防盜建議 方的身分和致電原因。若有懷疑便
應再三查問，切勿輕易相信陌生人
的說話；

•  若有陌生人向你提供找換服務或兜
售廉價物品，切勿輕易相信； 

購物時
 

  應盡量使用電子貨幣付款。 在
購物時避免使用大量現金，而現金
亦應分開存放。 
•  無論是購物、用膳還是試鞋、試衫

時，都不應將自己的財物和錢包隨
處亂放。所有財物應放在自己視線
範圍內或交由朋友看管，切勿在無
人看守的情況下把財物擱下。一不
小心賊人便有機可乘，招致損失。 

 報警求救
 

  如安全受到威脅，應在可行的
情況下高聲求救及致電 999 報警。

（資料提供：港島總區防止罪案辦公室）

祝大家新年快樂 ! 
身體健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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葵青區特殊學校
「學生才藝表演比賽」圓滿舉行
  台上落力表演的小朋友，一直盯著台下手舞足蹈的老師 ; 因為
他們都是聽障，聽不到音律節奏，全憑台下老師舉手投足的指導，
環環緊扣完成演出 ---- 這是葵青區特殊學校「學生才藝表演比賽」
一個感人鏡頭。
  由葵青區家長教師會聯會、太平山扶輪社合辦及贊助之葵青區
特殊學校「學生才藝表演比賽」暨頒獎典禮，於上月 13 日假座葵
涌棉紡會中學禮堂舉行。協辦的學校有香港耀能協會羅怡基紀念
學校、保良局陳百強伉儷青衣學校、匡智張玉瓊晨輝學校、三水

同鄉會劉本章學校及路德會啟聾學校等均有參與這項特殊比賽。亦是全港十八區家教聯會之首
創。該區聯會主席歐麗琼女士表示 : 葵青區家教會聯會成立於 2001 年，為推動區內家長、教師、
學校互動，一直都嘗試舉辦各方面活動。由於資源有限，過去的活動對象傾向一般學生而忽略
特殊學子。這次在太平山扶輪社贊助下首創這個活動，是彌補不足的嘗試。
  葵青區共有六所特殊學校，都是聯會會員，當中有五間參加比賽。歐主席希望這個活動，
令特殊學生通過公開表演增強自信，亦讓大家認識到特殊
學校學生雖然有肢體障礙，但亦具備各方面才華。
  歐主席在致詞時盛讚特殊學生表演，物有所值。
  贊助合辦活動的「太平山扶輪社」社長蘇啟國表示 :
特殊學校的同學，雖然在表演會有一些困難，但在老師的
細心指導下，堅毅不拔完成比賽，令人感動。太平山扶輪
社十分榮幸合辦這次活動，並祝願各同學繼續保持「毅力
使人進步」的信念，為未來前途打拼，創出高峰。

 教局增撥款推家教
社署成立殘疾基金
  三位主禮嘉賓 : 教育局副局長蔡若蓮博士 JP、社會福
利署荃灣及葵青區福利專員馬秀貞女士、家庭與學校合作
事宜委員會主席湯修齊先生 MH,JP。在開幕禮上致勉詞並
為大家帶來喜訉。
  蔡若蓮副局長致詞，表揚「聯會」熱心舉辦多方面活
動，為家長及教師提供多元化實用資訊，改善學校設施，
對太平山扶輪社大力支持活動表讚賞。她說，過去兩年，
教育局不斷改善教育質素、對特殊學校更加強社工人手促
進教學。2019 年，教局將向家教會增加三千萬元撥款，以
利穩定舉辦更多活動，希望家教會與學校更好合作。
  社會福利署馬秀貞女士表示，社署為培養特殊學生的
才藝發展，將在 2019 年推出「殘疾人士藝術發展基金」，
發掘、培養他們的藝術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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葵青區特殊學校學生才藝表演比賽暨 頒獎典禮
教育局副局長蔡若蓮博士 JP 致辭

社會福利署荃灣及葵青區福利專
員馬秀貞女士致辭

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主席
湯修齊先生 MH,JP 致辭

葵青區家教聯會主席歐麗
琼女士致辭

才藝表演比賽評審，( 左 ) 棉紡會中學黃定康校長，( 中 ) 教
育局高級學校發展主任 ( 葵青 ) 黃婉怡女士 ( 右 ) 家庭與學
校合作事宜委員會主席湯修齊先生 MH,JP

「太平山扶輪社」社長蘇啟國先
生致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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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才藝表演比賽」獲獎名單 : 
最佳舞台獎 : 匡智張玉瓊晨輝學校

最佳創意獎 : 保良局陳百強伉儷青衣學校

最佳演繹獎 : 三水同鄉會劉本章學校

最佳才藝獎 : 路德會啟聾學校

最佳表演獎 : 香港耀能協會羅怡基紀念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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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會啟聾學校老師指揮臺上學生表演

「太平山扶輪社」社長蘇啟國先生 ( 右 ) 接受本
刊採訪

葵青區家教聯會主席歐麗琼女士 ( 左 ) 接受本
刊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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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店， 並不像一般的花店只有網址，及在接訂單後外判給

其他花店從中賺取利潤，我們的鮮花、包裝材料精心採購

全球各地，鮮花每天空運到港，保證新鮮，我們的專業插

花師全部都有十五年以上相關經驗確保你訂購的產品，有

質量信心的保證，我們提供專人 24 小時，全港九市區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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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線產品、喜慶花籃或帛事花牌380元起，讀者可獲9折優惠

可獲9折優惠



  與韋然兄結緣，已知他是香港資深媒體人、間中揮筆漫畫，孰知他更是馳騁香港樂壇近半個
世紀之“粵語童謠之父”及廣東“嶺南童謠節大使”，真是有眼不識泰山 !
  韋然，原名「黎偉賢」。朋輩問起年紀，他總是笑著說 :「我都唔知自己幾歲 ?」他就是懷著
未泯的童心，數十年來與稚童共處，伴隨他們成長、並為他們而歌。
  「我並非音樂人，亦非科班出身，只是讀番書、聽外國民歌長大。久而久之，我發覺外國甚
重視兒歌、民歌的承傳，而我國比較淡薄，粵語兒歌更是蒼白。據老前輩說 :1956 年，香港知名
音樂人周聰先生寫了一首《家和萬事興》( 又名《一枝竹仔》) 粵語兒歌 ; 廣州喬飛等一群文化工
作者亦有數首佳作，如 1958 年面世的《月光光》更膾炙人口，可惜之後卻無以為繼。」為了承
傳廣東文化，韋然於 1976 年“膽粗粗”投入粵語兒歌創作，把稚子琅琅上口吟誦、順口溜的廣
東童謠轉化為一闕闕粵語兒童歌曲。

  豐富童謠素材，韋然創作靈感有如泉湧，十多分鐘便寫成一首歌曲 ; 三個月下來，已創作了
四、五百首歌。《何家小雞何家猜》、《洗白白》、《小明小明小小明》、《排排坐》、《氹氹轉》、
《雞公仔》、《狐狸先生幾點鐘》、《賣懶》等便是那時的作品。“同聲同氣”的粵語兒歌傳唱
度極高，陪伴著粵港澳及各地華人社會三代人成長仍歷久彌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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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家小雞何家猜》、《光陰好》都是家傳戶曉的兒歌。

粵語童謠之父、嶺南童謠節大使
——韋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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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韋然的童謠歌集取得成功，是有點意外的。
在當年，源自基層、親和力強的童謠從未為唱片
公司賞識，更不要說出版兒童唱片了。韋然在
76 至 78 年間分別將五輯精選的廣東童謠兒歌，
無條件交香港星島傳音及藝聲唱片出版錄音帶，
因為是無償合作，所有工作人員，包括歌者、
作曲作詞者皆沒有酬金 ; 更由於唱片公司除提供
錄音室之外，不提供任何製作費，所以歌曲製作
亦只能從簡，由韋然與香港大學的幾位合唱團好
友以鋼琴自彈自唱錄音灌帶，但想不到這些廣東
童謠推出市面，就受到大家注意，錄音帶也因而
賣了個滿堂紅。眼見錄音帶賣得，另一小型唱片
公司又來提出合作，先決條件是第二版才付版權
費，但想不到這公司出版的廣東童謠快樂歌集，
賣了一版又一版，賺了大錢，卻沒有依合約支付
版權費。
  粵語兒歌凝聚力比流行曲強、傳唱度高，很
快便佔有市場。兒歌能賺錢，大量盜版及翻版亦
湧現，不但充斥本地，甚至流入大陸及東南亞。
為了逃版稅，兒歌均沒署作者。韋然雖沒無名利
可言，卻處之泰然，因為翻版已令他的作品水銀
瀉地，更深入民心。

  粵語兒歌的成功，可說沒有為韋然帶來半點
名氣和收益。後來聞名香港樂壇，主要是寫作城
市民歌。八零年初，韋然在香港發起了香港校園
民歌及城市民歌的本土歌謠創作運動，並製作了
香港首張校園民歌專輯《足印》; 在離港赴英國
深造前，又自資製作了香港首張本土情懷概念大
碟《香港城市組曲》。韋然作曲作詞的《足印》、
《淺水灣的早晨》、《南丫島的故事》以及作詞
的《夢到沙田》相繼流行，聲名大噪。韋然自英
國深造歸來，在港台任兼職編劇，負責《聽聽
唱唱學英文》、《漫步唐詩路》等文教節目編劇

小明歌曲系列

及歌曲撰作，又為香港、中國台灣地區創作了大
量的英文兒歌，又譜了幾百首粵語唐詩歌曲，後
來任唱片監製，涉獵範圍更廣泛。至今，他創作
歌曲超過三千首，主要是粵語、普通話和英文的
兒歌，但也有一些國語流行歌，像 97 年期間天
織堂樂隊唱出國語歌曲《搖搖擺擺》，一度在香
港非常流行。韋然也擅長寫諧趣歌謠，汪明荃的
《凍咖啡》、羅家英的《我向你求婚》、李莉莉
的《我要你每夜陪著我》、尹光的《廟街》、廖
偉雄的《笑聲救地球》等香港人街知巷聞的歌
曲，都是出自他手筆。諧趣歌雖是基層寫照，卻
「Cheap 得來有品味、俗得來有性格」。一曲《廟
街》，更把街頭歌王尹光重新包裝提升到文化層
面，並將他「推入」紅館。連續三場演出賣過滿
堂紅，張耀榮先生事後亦承認，尹光的演出，令
公司獲得可觀的紅利 ! 韋然還寫了大量卡通片歌
曲、少兒流行曲及廣告歌。

  盡管作品多樣化，粵語兒歌、民歌仍是韋然
矢志不渝的摰愛。寫了《小明坐火車》之後，他
再寫的《小明上廣州》在省港澳都唱紅，更成為
香港的網絡神曲。
  韋然認為，粵語唐詩歌曲、粵語兒歌雖不是
什麼大歌，但它來自基層、反映時代現實，是提
升稚童中國文化的正能量，何況它的傳唱度比流
行曲廣、歷久彌新。別人怎想他不管，繼續為小
朋友發掘中國歌曲根源，是他寫兒歌的目標。
  兒歌，是稚童認識祖國、中國文化很好的啟
蒙素材，廣東省近年對粵語兒歌極為重視，已將
它納入稚童通識課程及校本教材，當中有五十首
就是韋然的作品。相比之下，香港特區政府在推
廣兒歌、由淺入深灌輸中國文化的工作是滯後
了 !
 ( 成城 )

攀山涉區尋找題材

與影視名歌星李龍基先生及好友陳有先生合照澳門漫畫家亞正為兒歌插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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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獅子山下早年是一個木
屋區，如今則是石屎森
林了。獅子山下的慈雲
山邨和鑽石山邨，是園
林 綠 化 ， 家 居 清 逸 之
區。且有廟宇、名剎，
更是民族風情旅遊區。
新蒲崗已成繁盛的工商
業區。而歌星羅文唱的
《獅子山下》那首歌，
則 是 鼓 勵 港 人 奮 發 圖
強，互助互勵的好歌。 

獅子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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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畫家
魏 一 翀

( 香港畫家聯會顧問 ) 溫哥華土著化標識  水彩

  香港著名畫家，字羽中，筆名巍立，一九四九年入香港萬國
藝專進修，一九五二年轉香港美專深造。5 擅鋼筆畫、水彩畫、版
畫和中國彩墨畫，是香港資深老畫家之一。長期從事書籍設計、
插圖和繪畫兒童讀物。曾任香港一海書局美術編輯、香港美專導
師、中國廣告公司客戶服務部經理和商報系統的商貿推廣公司廣
告策劃總監等職。作品入選一九五六年全國青年第一屆美展，獲
二等獎；一九七二年版畫作品為香港藝術館館藏。建國五十週年
全國外貿職工文學繪畫攝影比賽，畫作獲一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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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對 1 到 140 歲的稱呼
  戊戌狗年即將過去，己亥豬年來臨。農歷
新春佳節中國人都會互相道賀，傳統上，吉祥賀
語中少不了祝兒童“快高長大、聰明伶俐、學業
進步”，對長者多為“健康長壽、龍馬精神”。
過往，人生七十古來稀，現在隨着生活條件的改
善，醫學的進步等因素，特別是我們香港人男、
女的平均壽命已達至全球之冠。那我們是否知道
古人如何對 1 歳到 140 歳的稱呼呢？
  筆者最近在內地“詩詞世界”中看這方面
的介紹，感到收益良多，增進了對傳流文化和
禮儀的認知，在這裡與讀者分享。
  現今社會，我們對年齡的說法很直接，1
歳、10 歳、40 歳……，簡單得很，卻少了一點
“韵味”，那古人對於年齡如何稱謂呢？請讀
者細細品味。

1
幼年

度：小兒初生之時。
湯餅之期：指嬰兒出生 3 日。
赤子、繈褓：未滿周歲的嬰兒。
牙牙：象聲詞，嬰兒學語的聲音，指 1 歲。
孩提： 指初知發笑尚在繈褓中的幼兒，指 2—3

歲的兒童。
始齔（粵﹕親）：男孩 8 歲，女孩 7 歲。根據
生理狀況，男孩8歲、女孩7歲換牙，脫去乳齒，
長出恒牙，這時叫“齔”，“齠年”或“髫年”。
蓬頭稚子學垂綸，側坐莓苔草映身。
路人借問遙招手，怕得魚驚不應人。
——胡令能《小兒垂釣》

2
總角

八、九歲至十三、四歲的少年
總角之宴，言笑晏晏。 
信誓旦旦，不思其反。
——《詩經·衛風·氓》
九齡：9 歲。

指數之年：9 歲。
黃口：10 歲以下。
幼學：10 歲。《禮記·曲禮上》：“人生十年
曰幼學。”
外傅之年：兒童 10 歲。

3
少年

金釵之年：女孩 12 歲。
頭上金釵十二行，足下絲履五文章。
——《河中之水歌》
豆蔻：指女子十三、四歲至十五、六歲（豆蔻
是一種初夏開花的植物，初夏還不是盛夏，比
喻人還未成年，故稱未成年的少年時代為“豆
蔻年華”）。
娉娉裊裊十三餘，豆蔻梢頭二月初。
春風十裡揚州路，卷上珠簾總不如。
——《贈別》
舞夕之年：少年 13 至 15 歲。
及笄（粵﹕雞）：指女子 15 歲。
志學之年：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

4
青年

成童：15 或 15 稍上的年歲。
舞象之年：少年 15 至 20 歲。
二八：為 16 歲。
破瓜、碧玉年華：女子 16 歲。
碧玉小家女，不敢攀貴德。感郎千金意，慚無
傾城色。
碧玉破瓜時，相為情顛倒。感郎不羞郎，回
身就郎抱。
——《碧玉歌》
加冠：指男子 20 歲。古時男子 20 歲行加冠禮，
表示已成年。
嗟我客上都，忽已見暮春。
騎馬出闇門，眯眼吹紅塵。
西湖商賈區，山僧多市人；

誰令污泉石，只合加冠巾。
黃冠更可憎，狀與屠沽鄰，
齁齁酒肉氣，吾輩何由親！
少須一哄散，境寂鷗自馴。
舉手邀素月，移舟采青蘋。
鐘從南山來，殷殷浮煙津。
鶴髮隱者歟？長歌收釣緡。
畏冷不竟夕，恨此老病身。
明發複擾擾，吾詩其絕麟。
——陸游《夜泛西湖示桑甥世昌》
弱冠：古人 20 歲行冠禮，以示成年，但體猶
未壯，故稱“弱冠”。
弱冠同懷長者憂，臨岐回想盡悠悠。
耦耕若便遺身老，黃髮相看萬事休。
——劉禹錫《重答柳柳州》
桃李年華：女子 20 歲。
粉淡香清自一家，未容桃李占年華。
常思南鄭清明路，醉袖迎風雪一杈。
——陸游《梨花》
花信年華：女子 24 歲。
而立（而立之年）：30 歲，因為《論語》有言，
“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
始室：30 歲。《禮記·內則》：“三十而有室，
始理男事”。
克壯：正當壯年，古代 30 歲為壯。
半老徐娘：女子 30 歲。
花作嬋娟玉作妝，風流爭似舊徐娘。
 夜深曲曲彎彎月，萬里隨君一寸腸。
——劉禹錫《七絕 夢揚州樂妓和詩》

5
中年

不惑（不惑之年）：40 歲為“不惑之年”。
不惑之年，心宜不動。
常思玉金枷重。
無常一著可傷悲，悟時速把良緣種。
鄙了惺惺，裝成懵懂。

修完內貌頻看供。
功成行滿去朝元，瑞雲。
——《踏雲行 贈張公》
艾：50 歲。《禮記·曲禮上》：“五十曰艾。”
半百、知天命、知命之年：50 歲。
六九年：即 54 歲。

6
老年

耳順、耳順之年、花甲之年：均指 60 歲。
高齡：敬辭，稱老人的年齡，多指 60 歲以上。
耆：古稱 60 歲的人為“耆”。
繼粟繼肉，以養賢才；
祝鯁祝噎，以禮耆耋。
—— 陸游 《謝致仕表》
下壽：古人以 60 為下壽，指 60 歲以上。
還曆壽：61 歲的壽辰。
從心之年：70 歲。
古稀：古代人活到 70 歲，也就很不容易了。
七十人言自古稀，我今過二未全衰。
讀書似走名場日，許國如騎戰馬時。
秋晚雁來空自感，夜闌酒盡不勝悲。
渭濱星霣逾千載，一表何人繼出師！
——陸游《七十二歲吟》
懸車之年、杖圍之年：均指 70 歲。
耋：七八十歲的年紀，泛指老年。如：耄耋之年。
喜壽：指 77 歲，草書喜字似七十七，故特代
指 77 歲。
朝枚之年、朝枝之年：均指八九十歲。
傘壽：80 歲壽辰。因傘字的草體形似八十，故
稱“傘壽”。
中壽：指 80 歲以上。
米壽：指 88 歲。因米字拆開好似八十八，故
借指 88 歲。
上壽：90 歲為上壽。
白壽：指 99 歲，百少一為 99，故借指 99 歲。
期頤：指百歲高夀。
茶 壽： 指 108 歲。 茶 字 上 面 廿， 下 面 為
八十八，二者相加得 108 歲。
雙稀、雙慶：140 歲。古稀指 70 歲，因此雙
稀是 70 歲的兩倍 140 歲。
真是長知識了，你知道哪些呢？
新春之際祝本刊讀者健康愉快 !



  港島總區防止罪案辦公室於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於 香 港 警 察 總 部 舉 行
「2017-2018 年度港島總區最佳保安
服務選舉頒獎典禮」，藉以表揚優秀保
安及物業管理界之傑出表現。此外，為
答謝過去一年緊密與港島總區防止罪案
辦公室攜手合作，參與宣傳防止罪行活
動的機構及團體，典禮上亦同時頒發多
個「合作伙伴」感謝狀，以表揚他們在
協助警方舉辦防罪宣傳活動所作出的貢
獻。
  在獲嘉許的合作伙伴中，《樂怡生
活月刊》正是當中的佼佼者。自 2016
年 6 月號開始提供一個文化平台予港
島總區防止罪案辦公室刋登宣傳防罪資
訊，並於全港共 67 個大型屋苑、商場及店舖免費派發，協助警方向市民提供防罪宣傳之橋樑，
藉以加強市民防罪意識。
  《樂怡生活月刊》對協助警方舉辦防罪工作一向不遺餘力，不單是各界的典範，其獲加許
更是實至名歸。由此可見，成功推行防罪工作實有賴各社區積極參與，才能締造一個和諧和安
全的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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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最佳保安上台獲頒獎狀。

《樂怡生活月刊》編輯部鄂總編輯上台接受頒發
感謝狀。

3 1 4 9  9 0 2 8 6 7 0 6  5 7 2 6



高︱鐵︱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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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寧市，簡稱邕，古稱邕州，地處亞熱帶，北回歸線穿域
而過。南寧是廣西壯族自治區的政治、經濟、文化、金融、信
息和科技中心，是中國面向東協開放合作的「橋頭堡」城市，
以及北部灣經濟區核心城市。南寧素有「中國綠城」的美譽，
曾於 2007 年榮獲「聯合國人居獎」，2013 年 11 月榮獲「中
國最佳休閒城市」稱號。現在可以由香港去深圳或廣州高鐵站
轉乘，亦十分方便快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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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天瀑布
 推介原因：亞洲第一大瀑布
  德天大瀑布，橫跨中國、越南兩個國家，是亞洲第一、世界第
二大的跨國瀑布。 它起源於廣西靖西縣歸春河，終年有水，流入
越南又流回廣西，經過大新縣德天村處遇斷崖跌落而成瀑布。瀑布
氣勢磅礴，一波三折，層層跌落，水勢激盪，聲聞數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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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龍湖景區
 推介原因：坐船一探溶洞秘境
  大龍湖內遊客可以乘坐遊船游湖，
欣賞白龍飛天、睡美人山、鯉魚山、
企鵝山等自然景觀，這裏連綿的石山
宛如一幅山水國畫，堪比桂林山水，
因此有人把這裏比作「水上桂林」。

青秀山
 推介原因：最著名的風景區
  青秀山坐落着青山、鳳凰嶺等十幾座山
巒，是南寧市最著名的風景區。在這裏，你
可登上龍象塔遠望山水風光，或漫步於園內
欣賞各類花卉，享受愜意。

大明山
 推介原因：四季皆美景
  廣西大明山位於武鳴區北部，這裏山高林密，具有典型的山
地森林景觀和氣候，一年四季都適合遊玩。在大明山可以看到大
草坪、瀑布、峽谷等自然景觀，冬季則是南方少有的有概率看到
霧凇美景的地方。

揚美古鎮
 推介原因：明清古建築群
  揚美古鎮是一座始建於宋代的美麗古鎮。整個古鎮共有兩百多座
古建築和八條古街，如今保留較為完整的有清代一條街、明朝房屋、
魁星樓、黃氏莊園等，是南寧市明清古建築保存最為完好的一個古鎮。

雲頂觀光
  推介原因：
  高空全透明觀光走廊
  雲頂觀光是位於地王國際
商會中心的觀光項目，遊客可
站在目前中國西南地區最高的
觀光層，將南寧城區風光盡收
眼底，晚上夜景更美。你還可
以挑戰自己的膽量，站上腳底
全透明的走廊俯視地面。

伊嶺岩
 推介原因：絢麗的石筍群
  伊嶺岩是南寧周邊最有名的一
處喀斯特溶洞。整個岩洞的形狀像
一個海螺，分為三層，其中游道曲
折迂迴，層層疊疊的柱幔和林立的
石筍，給人撲朔迷離的感覺。

龍虎山自然保護區
 推介原因：「四大猴山」之一
  在龍虎山，野生獼猴是這裏的第一大
景觀，山中約有八大族群共三千餘隻獼
猴。一進猴區，便會有成群結隊的猴子前
來迎客，它們聚集在路邊、橋頭，或伸手
討食、或嬉戲玩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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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花大世界
 推介原因：花卉美景
  花花大世界園區依山傍水、環境優美，植有大
片的植物與花卉。這裏三月有桃花，五月和十月有
向日葵，六月有紫薇，九月有木芙蓉……幾乎每個
季節來都能看到大片的絢彩。



家居美食

48 49

凍乾松茸煎餃
烹製方法： 1. 先把凍乾松茸浸泡 5 分鐘，軟身後瀝乾水份切粒備用。

      2. 免治猪肉加入雞蛋、幼鹽、雞粉、生粉及麻油，拌勻調味。
      3.  把凍乾松茸粒加入免治猪肉拌勻，取出一塊水餃皮放入餡料包

成水餃。
      4. 燒熱平底鍋加入少許生油，油温熱放入水餃。
      5. 加入冷水浸過餃子 1/3，蓋上蓋子。
      6. 煮至乾水，打開蓋子調至大火，確保水份完全乾透便成。

注  意﹕由最先把餃子放入平底鍋後，至完成的過程中切記不要翻動餃子。

材料﹕
凍乾松茸  .......................  1/3 盒

免治猪肉  .......................  500 克（建議用 3 肥 7 瘦的免治猪肉）

水餃皮  ...........................  50 塊

雞蛋  ...............................  1 隻

幼鹽  ...............................  1 茶匙

雞粉  ...............................  1 茶匙

生粉  ...............................  少許

麻油  ...............................  少許

  今年聖誕節收到一份令小編很開心的聖誕節禮物，早前讀者李先
生透過「樂怡生活」購買了一盒“凍乾松茸”，李太把“凍乾松茸”
炮製一道美味的“凍乾松茸煎餃”，除了給家人食到美味的煎餃外，
同時，也把食譜與各位讀分享。

  十分感謝和歡迎各位讀者與「樂怡生活」的互動，我們很希望各
位讀者透過不同的形式，把自己生活上的樂趣與「樂怡生活」和其他
讀者互動交流。稿件或相片可，電郵﹕ contact@privilegehk.com 或
郵寄﹕九龍新蒲崗大有街 34 號新科技廣場 19 樓 1902 室。

  稿件、相片如被採用，「樂怡生活」月刊編輯部將致贈禮品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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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怡文化傳播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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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銀行：戶口名稱「樂怡文化傳播有限公司」，號碼：012 898 00191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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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sapp潮語

黃獎
廣告人、「萌動學生創作團」創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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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家 常 用 Whatsapp 短 訊， 自 然 多 用 了 簡 寫， 例 如：CWB 是 銅 鑼 灣，tmr 是 以
Tomorrow，這些應該不會陌生，也知道 OMG 就是 Oh my god，解作「我的天」，不過，
近來湧現了更多簡寫，我和大家分享一下。

DM
不要以為 DM 是 Direct mailing，DM 係指 Direct Message，即是直接聯絡。這個，和
PM 的 Private Message 私人訊息頗相似。

TTYL
TTYL 指 Talk To You Later，遲一些再談，等於「做嘢啦，仲傾！」

Grats
Grats 的全寫是 Congratulations，「恭喜晒！」

ORLY
Oh really 的簡寫是 ORLY，「真的嗎！」真的難估了點。

Orz
這是象形符號，「Orz」看起來像一個失意的人低頭跪倒在地上，表示失意的意思。也叫做
「失意體前屈」，居然有専用名詞！

0748
普通話「你去死吧」的諧音。

BFF
BFF 是「Best Friends Forever」的縮寫，即「友誼永固」。

ATM
ATM 不是櫃員機，解作 At the moment，現在這一刻！

ROFL
ROFL 全寫 Roll on floor laughing，即是「笑到碌地」的意思，我有少許懷疑，老外看到
這個也未必明白。

NPNT
無圖無真相，今時今日，大家都要相片去證明真相，NPNT 全寫為 No picture / no tr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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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坊

（宣傳）

國珍松花粉

功  效﹕ 幫助調節內分泌、增強免疫功能、保心護肝、駐顏
美容均有良好的保健作用、促進人體內部營養素的
平衡、酸鹼的平衡和氨基酸的平衡。

食用份量﹕ 松花粉 每天 10 片，分 2 或 3 次空腹食用（最好含
服）松花粉每月份量 3 瓶。3 個月 10 瓶為一個療程。

國珍松花鈣奶粉

功  效﹕ 幫助增強免疫系統、降低膽固醇、降低高血壓、
降低血糖、養護心血管、通便、利尿、清腸健胃、
平衡體內的荷爾蒙，預防與荷爾蒙相關的疫病、
延緩衰老、滋養皮膚

食用份量﹕ 松花鈣奶（缺鈣人士使用）每天 1 或 2 包。 

國珍壓榨油茶籽油

功  效﹕ 降低血膽固醇、甘油三脂和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提高抗氣化
功能，對心腦血管疾病的預防和治療有很大的幫助。消除人
體自由基，調節免疫活性細胞，促進新陳代謝，提高人體免
疫能力，延緩機體衰老，其含量是橄欖油的 8 倍。

松花粉 108 片 / 瓶 
港幣 $165/ 瓶

松花鈣奶 18 包 / 盒
港幣 $149/ 盒

油茶籽油 500ml，2 瓶 / 盒，港幣 $358/ 盒

國珍破壁松花粉

功  效﹕ 幫助全面均衡補充人體營養、强化機體代謝、調
節內分泌系統、提高機體免疫力和自癒力、調
節機體雌、雄兩種激素水平、對前列腺問
題，標本兼顧，無副作用，滋陰固本、延
緩衰老、消除疲勞、美容養顏、健腦益智。

食用份量﹕ 破壁松花粉可放在粥，麥皮粥等裡食用。
每天兩次，每次一包。

破壁松花粉 3g/ 包，
30 包 / 盒，港幣 $325/ 盒

購買熱線：3153 2320、3188 1077  
產品諮詢：9669 6290 ( 陳老師 )



盛氏來源
  盛姓在百家姓中排名第 146 位。主要集中在浙
江、山東、湖南一帶。
  盛姓出於姬姓，關於盛姓的起源說法很多。比
較通行的說法有兩種：一是春秋時期，在今天山東
華豐一帶有一個盛國，也是周初的分封國。盛國勢
力弱小，常受周邊大國欺凌，最後被齊國所滅。盛
國人為紀念亡國，遂改姓為盛；二是周初功臣召公
奭的後人，為避漢元帝（劉奭）諱，遂該姓為盛。

樂氏來源
  樂姓有兩種發音，一讀如「音樂」的「樂」，
一讀如「快樂」的「樂」。來源有四。
  以官位為氏，出自西周初期的官職樂正。《禮記·
王制》中記載：「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隸屬
於春官府司管轄。
  據《姓氏急就篇》和《唐書·宰相世系表》記載，
周宣王時，宋國的國君宋戴公生衎，字樂父，他的
後裔以表字中的「樂」字為姓，即宋國樂氏。
  源於姬姓，出自春秋時期晉國大夫樂王鮒之後，
屬於以先祖名字為氏，即晉國樂氏。其後有樂霄。
  明朝時期，有許多蒙古族人都姓慶格爾泰氏，
漢意就是「歡樂、快樂」，在明朝中葉即有取其漢
義冠漢姓為樂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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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善堂
　　樂善堂是九龍城地區歷史悠久的慈善機構，早
在清末「九龍街」時代，它已開始在九龍城及鄰近
鄉村展開其慈善工作，其重心集中在贈醫施藥、設塚助殮等義舉上，其經濟主要來自商戶旳
捐贈，以及在龍津碼頭的「公秤」收入。
  英國租借新界後，因行政分區和交通形勢改變，樂善堂的經濟來源受影響，其社會服務
工作亦曾一度低沉。稍後，港英政府將區內因未有登記的私人產業，撥入樂善堂資產。另一
方面，在行政上亦給予支持，使它的社會服務工作，得以恢復。該段時間，樂善堂的辦事地點，
位於當時的「打鐵巷」內。
  1920 年代末，多位九龍城商人獲選為值理，進行改革、服務的範圍和種類亦加以擴充，
樂善堂的社會形象，大大提升。
  二次大戰後，九龍城地區城市化加速，打鐵巷拆卸，樂善堂則遷往龍崗道新建大廈，所
辦的小學亦與此相鄰。而政府將原址命名為樂善道，以紀念該機構對社會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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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雀仔街」與「雀仔橋」
  閣麟街 (Cochrane Street) 為中環通往半山主要道路之一，早於清代末年，街內已商舖
林立，有酒莊、士多、食肆、藥行、涼茶舖等，又因有雀鳥店多間，故俗名「雀仔街」。昔
日街坊前輩，由中環往半山區，多會選「雀仔街」上行，經「大館」、「長命斜」，直達堅道。
  20 世紀初，西營盤皇后大道西與荷里活道交滙處之西，建一小拱橋，石欄以麻石砌成，
下為公廁，今已填塞。據聞建路前該處叢林多雀鳥，故居民呼之曰「雀仔橋」。它與雀仔街
名似而實異，所在地區亦有別。( 下圖中為「雀仔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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燈謎答案: 【包拯=包公】

竹娘廟
　　侯王廟西南不遠的山坡，往昔多竹樹生長，中有袖珍廟宇「竹娘廟」。據云，19 世紀末，
有外來者數戶，購地建屋，以養豬、養雞為業，建成小村名秀竹園，相信是希望能安居樂業，
生計繁榮。
  本港旅行家江山故人 ( 黃佩佳 )1953 年的遊記說 :「竹娘廟者，居九養雞場之鄰，由廟道
牌門往侯王廟必見之地，其規模甚小，門額『竹娘古廟』四字，聯云 :『威靈赫赫庇家家吉慶，
感應蕩蕩佑戶戶康寧。』為民國四年 (1915 年 ) 孟冬所題，廟建於何時，無碑誌可考，惟內
懸一鐘版，上刻『沐恩策功六品頂戴登文鵬敬送，光緒十二年孟冬隆盛造』，則廟之建在光
緒十二年 (1868 年 ) 也。左鄰為觀音殿，其門殿曰 :『觀音佛堂』，配聯云 :『竹節苦蟠雙鳳闕，
娘心洆護九龍城。』上款署民國十五年 (1926 年 ) 季冬吉旦，下款署沐恩弟子何恭第、盧祖
則等奉。」
  二次大戰後村址劃為住宅發展區，村民獲補償他遷，竹娘廟相信亦於當時拆毀，新闢之
道路，命名為秀竹園道，此街至今仍頗幽靜。與此同時，在窯頭、龍湫井及西頭村旁開闢了
通往太子道的嘉林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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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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杯酒釋兵權，用意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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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江起義與水滸傳
  宋江起義是北宋末年的一次民變。其事蹟被後世不斷演繹，成為《水滸傳》的歷史原型
素材。
  宋江，字公明，是整部《水滸傳》中第一號人物，為梁山起義軍領袖。宋江在一百單八
將中排名第一，為三十六天罡星之首的天魁星。綽號呼保義，又號及時雨，人稱孝義黑三郎。
宋江是歷史上實有其人的，然就現存的史料來看，能證實宋江確有其人者還是比較多的，如宋·
李燾《續宋編年資治通鑒》卷十八，宋·楊仲良《通鑒長編紀事本末》卷一四一，宋·范圭《宋
故武功大夫河東第二將折公墓誌銘》，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七，等等。
  北宋末期，朝政腐敗，對外獻幣乞和，對內恣意搜刮，農民苦於繁重賦稅盤剝，致流離
失所。宣和元年，宋江等 36 人佔據梁山泊，招募義軍，聚眾起義。旋率眾攻打河朔（泛指
今黃河下游一帶）、京東東路（治青州，今山東省益都），轉戰於青、齊（今山東濟南）至
濮州（今山東鄄城北）間，攻陷十餘郡城池，懲治貪官，殺富濟貧，聲勢日盛。他們在宋江
等人的領導下，鋌而走險，武裝聚險，憑藉梁山泊易守難攻的地形，阻殺前來鎮壓的官兵。
到宣和元年（西元 1119 年），這支農民隊伍正式宣告起義。
  宋江起義軍正式宣佈起義後不久，就離開了梁山泊，轉戰於山東青、齊與河南、河北一
帶，史書記載說：這支起義軍“橫行河朔、東京，官兵數萬，無敢抗者。”約兩年後，到宣
和三年（1121 年）二月，宋江義軍攻取淮陽軍（今江蘇睢寧），從沭陽乘船到達海州（今
江蘇連雲港）。五月，宋江率眾登岸後，遭海州知州張叔夜伏擊，包圍，損失慘重，船隻被焚，
退路又被切斷。在這走投無路的情況下，宋江不得不率眾投降，接受朝廷招安，成為宋朝官
軍中的一部分，接連出征遼國、田虎、王慶、方臘等，被封為武德大夫，楚州安撫使，後來
南宋之後的一些野史，常記載宋江參與征方臘起義軍之事，如李燾的《續資治通鑒長編》、
楊仲良的《通鑒長編紀事本末》、《三朝北盟會編》、《皇宋十朝綱要》都明確記載宋江投
降後隨官兵前往鎮壓方臘起義，史學界有爭論，至今尚無定論。但多數史學家認為，宋江部
出征方臘農民起義軍可能性較大。在平定方臘軍的過程中，義軍損失慘重，宋江最後被高俅
等奸臣設計用毒酒害死。
  宋三百多年，農民起義大大小小有數百次之多，宋 江起義只是其中規模與影響都較小
的一次。但因南宋時編印出版了《大宋宣和遺事》，把宋江起義史事演義化、故事化，被認
為是《水滸傳》最著名的雛形之一，明初又出現《水滸傳》，將宋江起義故事描述得更加生
動感人，以三十六为天罡，添地煞七十二人之名，因而使這次本來規模與影響都較小的農民
起義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廣泛流傳於民間，以至家喻戶曉、人人皆知。史書記載，宋江起義
軍中有三十六个主要頭領，與《水滸傳》的三十六天罡相對應，小說和歷史有聯繫，畢竟不
一定是同一回事。

杯酒釋兵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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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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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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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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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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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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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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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們的谷錢，收了他們的精兵，天下自然就會安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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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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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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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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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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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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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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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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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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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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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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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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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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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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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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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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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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鎖針起 5 針
2. (1 長長針 ) 針上繞 2 圈線
3. 鈎針插入第起針的第 1 針，垃出線，從兩線環中鈎出
4. 再次鈎線，從兩線環中鈎出
5. (1 長針 ) 針上繞 1 圈線，鈎針插入第起針的第 1 針
6. 垃出線，從兩線環中鈎出
7. 再次鈎線，從兩線環中鈎出
8. 1 長長針，鎖針 4 針 ［2-8 重覆 3 次］
9.  繼續起鎖針 5 針，鈎短針 5 針，剪線收針。將鈎好的四葉草整理好釘在扣

針上，完成

• 綠色冷球約 2g
• 5 號鈎針 1 枝
• 扣針 1 個
• 針線及剪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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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剛踏進 2019 年，祝願各位讀者新年快樂，身體健康，幸福快樂！
  一想起幸福，四葉草就是其中一種具幸福象徵意義的植物。不分男女老少，看到四
葉草都令人覺得很舒服，又討人喜歡。所以我為大家送上新年的祝福——幸運和幸福，
希望各位在新的一年繼續努力，事業、學業、健康、愛情樣樣得意。

（附圖）

4 5 6 7

8 9

幸運四葉草胸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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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級攝影用家攝影知識
  去旅行除了帶手提電話外，亦有不少遊人喜歡帶部單反相機傍身，拍攝旅行途中的難忘時
刻。但是縱使有一部高質素的相機在手，也不代表你識用盡它的功能，尤其是新手的攝影玩家，
可能連 ISO、光圈、景深都未搞清楚。Skyscanner 簡介 10 個初級攝影用家必須掌握的攝影知
識，助你在旅程中可以影出漂亮照片！

白平衡
  簡單來說，白平衡就是讓相機辨別白色並自動調整的能力。由於不同光源有不同的色溫，
因此相機需要有光源色溫做參考才輸出正常顏色的相片。例如在光線偏黃的餐廳拍照會拍出顏
色偏黃的照片，這時侯就要調整白平衡，讓照片的目標呈現出原本該有的顏色。相機內置的手
動白平衡通常包括幾個常見的色溫環境，例如是陽光、陰影、鎢絲燈、螢光燈等，在陰天時就
用陰天模式，在大太陽下的戶外環境下就使用陽光模式

快門
  快門就像是我們眨眼的動作，攝影師可以根據需要調整眨眼的速度，以眨眼的快慢控制相
片曝光時間。快門速度越快，曝光時間越短，相片越暗，而快門速度越慢，曝光時間越長，相
片越光。 快門速度以秒作單位，通常由 1/8000 秒 至 30 秒不等 ，1/125 秒以上就算是高速快
門，而 1/30 秒以下就是慢速快門。在拍攝動態畫面如跑步、運動、競賽，需要捕捉動作的一
瞬間的照片就要用高速快門；而拍攝夜景、車燈軌跡等影像需要長時間曝光，就可用慢速快門。

ISO
  感光度 (ISO) 是指感光元件的感光能力 ，一般由 ISO 100 至 ISO 6400 不等。設置 ISO 最
大的作用就是在光線昏暗的環境，而且在沒有使用三腳架的情況下進行拍攝。不過當 ISO 越高，
相片越光，相片的微粒就會越粗。而用低 ISO 所呈現的影像會更細緻，不過需要更長時間的
曝光直讓畫面正確曝光。建議在拍攝人像或動態時使用高 ISO，而拍攝靜物和風景時就使用低
I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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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字經與名人姓名
  《三字經》與《百家姓》、《千字文》並稱為三大國學啟蒙讀物。上一世紀，不少人為子
女起名，都會取材於此。名字源於《三字經》的名人有（排名按照韻文出現先後）：張五常（經
濟學者）、費孝通（社會學家）、陳裕光（前大家樂主席）等。

 不妨重溫一下：

曰仁義、禮智信、此五常、不容紊 —》張五常
白話譯文：仁義禮智信，維繫著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這五種道理永遠不變，我們必須遵守，不
容許混淆。

孝經通、四書熟、如六經、始可讀 —》費孝通
白話譯文：孝經共十八章，是一部闡明孝道的書。俗話說：「百善孝為先」，因此古人研究學問，
首先讀孝經，然後才能研究六經這些深奧的典籍。

揚名聲、顯父母、光於前、裕於後 —》陳裕光
這樣不但可以得到好名聲，使父母覺得光榮、欣慰，更能光宗耀祖，對後代子孫也是一種啟發，
一種典範，一種真正的庇蔭。

  《三字經》是中華民族珍貴的文化遺產，它短小精悍、琅琅上口，千百年來，家喻戶曉。
其內容涵蓋歷史、天文、地理、道德以及一些民間傳說，所謂「熟讀《三字經》，可知千古事」。
它雖有些微精神糟粕、藝術瑕疵，但其獨特的思想價值和文化魅力仍然為世人所公認，被歷代
中國人奉為經典並不斷流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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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羊座
留意和在意情人的感覺，令對
方感受到幸福，就可以避免情
人誤會你變心，單身是出擊的
機會，要從對方角度了解對象
的心態。不信任現有伙伴，令
你的計劃困難重重。
幸運石：海藍寶

金牛座
嘗試向情人分析事情利害，令他
願意遷就，避免自己成為家人和
情人的夾心人。單身沒有及時示
愛把握機會，先檢討後再振作找
另外的對象吧。工作不能再消磨
時間，盡快請合適的人解決問題。
幸運石：藍晶石

雙子座
希望解開情人的矛盾，但又堅持
自己的想法正確，兩者不能妥協
而令關係變差。單身對朋友單單
打打，間接令朋友不願意介紹
新對象給你。工作先處理信任問
題，不應著急實行甚麼。
幸運石：青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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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人在你心情煩躁時事事追
問，令你心情更壞，先冷靜，
坦白你心中感受。單身的恭
喜你，可以和心儀對象開展戀
情。工作先做好最有自信的
事，你有能力獨當一面。
幸運石：白水晶

獅子座
留意情人可能面對生活壓力，令情緒
比較緊張，你需要好好照顧她。單身
的會同時出現多位目標對像，分不清
需要和想要就很容易會選錯人。工作
對你的評批都只是他人的意見，實踐
別人認為不可能的事才更重要。
幸運石：粉晶

巨蟹座
因為朋友委托的事忽略了情
人，你必須要情人交代發生什
麼事。單身的不要枉花心力到
不適合的人身上。價值觀人人
有別，不必介懷，先集中精神
處理好工作。
幸運石：藍晶石

山羊座
你看見情人的缺點想改變對方，
但改變不是一蹴而就，要給對方
一點時間。沒有對象的，現在是
黃金機會爭取戀愛，不要成為工
作的奴隸。工作要平衡利害關係
及你的主觀意願，捉緊做事方式。
幸運石：藍紋瑪瑙

水瓶座
改變的衝動連帶令你對情人的態
度都不同了，請好好的努力。單
身的你經常說自己一個人也沒所
謂，這樣的反話只會令人放棄
你。認真研究工作如何配合你的
個性，那些是你真心想完成的。
幸運石：青金石

雙魚座
情人對你的話很敏感，令你百
詞莫辯。單身的你會遇上剛失
戀的對象，建議你不用著急有
甚麼進展。你拿捏不準自己工
作的節奏，同時煩惱着別人的
委托，背腹受敵。
幸運石：螢石

天秤座
對情人坦白你的感受，打破溝通
障礙，不要自尋煩惱了。心儀對
象為不合適的人煩惱，記得晦氣
說話不能解決問解。工作暫且放
低執着嘗試和別人合作吧，前面
有更多好機會等待你發掘。
幸運石：藍紋瑪瑙

天蠍座
樂天的個性會惹來情人對你點
點不滿，總覺得你處事需要更
踏實。單身的自戀發作，誇張
自己的能力，誰人都會質疑你。
工作要相信你的靈感將會得到
回應，直接影響你將來的發展。
幸運石：青金石

人馬座
情人付出了很多來討好你，你要
保持良好溝通，接受和欣賞對方
的努力。得不到戀愛的，溝通是
兩個人的事，別再四處呻苦了。
給自己時間表，編排整年的工作
計劃，你有能力遂一完成。
幸運石：白水晶

Fanny Wu

66

產品提供：

查詢電話：3153 2320 

訂購辦法： 請填妥訂購表格後，電郵或傳真至「樂怡生活」服務部。 
傳真：3153 2182     電郵：contact@privilegehk.com 

選擇付款方式 ( 請在選擇方式 內打上  號 ) ：
  A. 支票付款  請將支票和訂購表格一拼寄付九龍新蒲崗大有街 34 號新科技廣場 19 樓

1902 室，支票枱頭「樂怡文化傳播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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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銀行：戶口名稱「樂怡文化傳播有限公司」，號碼：012 898 00191374  
入數後，請將入數紙和訂購表格傳真或電郵至「樂怡生活」服務部，一經確認
後聯絡取貨，送到指定地址或到「樂怡生活」服務部自取。 

  C. 現金支付  請填妥訂購表格後電郵或傳真至「樂怡生活」服務部，並致電確認。「樂怡生
活」服務部將於五個工作天內聯絡訂戶預約時間，訂戶或其代表請攜同現金
及訂購表格到「樂怡生活」服務部 ( 九龍新蒲崗大有街 34 號新科技廣場 19 樓
1902 室「樂怡服務有限公司」領取。 

條款及細則：  請填妥訂購表格後，電郵或傳真至「樂怡生活」服務部。訂購一經接納，恕不能更改。
數量有限，先訂先得。如有任何爭議，「樂怡生活」保留最終之決定權。 

如需送貨，工商大廈收費 $20 元，住宅收費 $50。

訂戶姓名：               電  話：

電  郵：

地  址： 

支票號碼 / 銀行入數紙號碼：                              

金  額：                                                     銀  行：
送貨安排： 需要  不需要 ( 內打上  號 )

•Thisuniquepopupdesigncanbesetupandstowedinamatterofseconds.

•Nowyoucanhaveyourownprivatecabanawhereveryouenjoyoutdoorfun.

•Perfectforthebeach,garden,parksorpicnics.

•Theuniquelycoatedmaterialoffersanultravioletprotectionfactorof 
 50+whichmeansitblocksoutover96%ofharmfulUVrays.

•Fillingthepocketsonthesidewithsandorusingtheeasytoplant 
 stakesforgrassorothersurfacessecuresyourcabanaj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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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ghtweightandeasysetupmakesitgreatforfamiliesonthe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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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VSunCabanas

CabanaJunior Cabana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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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PF50+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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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deventsfeaturingrollupcurtains

• Zipperedbackpackcarrybaginclu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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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ECTION

「PRIMAX 自動速開擋陽光沙灘帳篷」特惠訂購
品牌 讀者優惠價 數量

防紫外線太陽小屋 – 輕巧型 ( 可容納 1-2 人 ) $399

防紫外線太陽小屋 – 家庭型 ( 可容納 3-4 人 ) $499

策  劃：

•Thisuniquepopupdesigncanbesetupandstowedinamatterofseconds.

•Nowyoucanhaveyourownprivatecabanawhereveryouenjoyoutdoorfun.

•Perfectforthebeach,garden,parksorpicnics.

•Theuniquelycoatedmaterialoffersanultravioletprotectionfactorof 
 50+whichmeansitblocksoutover96%ofharmfulUVrays.

•Fillingthepocketsonthesidewithsandorusingtheeasytoplant 
 stakesforgrassorothersurfacessecuresyourcabanajust
 aboutanywhere.

•Lightweightandeasysetupmakesitgreatforfamiliesonthe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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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pperedbackpackcarrybaginclu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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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ECTION

新款自動速開擋陽光沙灘帳篷沙灘 野餐 戶外 垂釣 必備
• 只需 10 秒便可打開和折疊
• 防紫外線 UPF 50+ 保護
• 無需安裝
• 一體式設計
• 側面通風口採用捲簾幕
• 附帶拉鍊背包行李包

輕巧型
 L  130cm 
 H 90cm 
 D 100cm

家庭型
 L  200cm 
 H 110cm 
 D 11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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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