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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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葵青區家長教師會聯會(葵涌)
亞斯理衛理小學 (葵涌) 
陳瑞祺(喇沙)小學(何文田)
佛教沈香林紀念中學(屯門)
聖安當女書院 (油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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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慧鋼琴藝術中心(銅鑼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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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攻略文化制作 (尖沙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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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又來髮型屋 (新蒲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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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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 十 五 屆 大 角 咀 廟
會”三月三日晚在「夜光龍」

龍翔鳳舞下圓滿閉幕。主辦單位——旺角街坊會統
計，雖然當日天氣欠佳有陣雨，仍吸引區內外坊眾、
遊客逾八萬人觀看盛會。豐富的節目、表演，既老
少咸宜兼且互動，讓遊者度過一個愉快的周日。大
角咀廟會已是油尖旺區以至全港一年一度的盛事，
成為弘揚中華文化、與眾同樂的香港特色喜慶節日。
  大角咀廟會構想源自 2003 年。當年非典型肺
炎肆虐，香港經濟大受打擊 ; 偏處西九龍一隅大角
咀老區更見蕭條。為寬解人心促進經濟，有識之士
想方設法振頹勢。於 1951 年成立的旺角街坊會，
本著「守望相助、休戚相關、患難相扶、移風易俗」
四大信條，在油尖旺民政處全方位支持下，藉區內
“洪聖爺廟”景點，於 2005 年三月舉辦首屆廟會
“大角咀廟會”，至今已持續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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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多年的孕育發展，廟會無論規模、內涵都比昔日豐富。今屆廟會主題是「慶祝國慶七十周
年」，參加揭幕巡遊有廿五支隊伍，人數逾千。當中有金龍、七十頭醒獅、親子的金猪福祿賀國慶、
中國舞蹈隊。被列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擴展項目的“沙頭角漁燈舞”、中山黃圃鎮民族藝術
團等來港參加表演。除了弘揚中國文化的節目，會場更設立三十多個創業攤位，免費讓年青人及
社區團體推介創科。
  上午十時卅分，巡遊為廟會揭開序幕。盤據幾條街的表演、攤位亦投入迎賓。由於節目豐富，
大會要設兩個表演台才能應付。這邊廂是金龍醒獅、雜技、舞蹈、時裝表演接踵登場，那邊廂是流
行曲、抽獎。影視圈藝員，亦拉隊到場表演。街尾之二號表演台是演唱區。來自各路的歌手落力演
出。“堅 Music”“堅哥”唱出耳熟能詳的經典名曲，引起觀眾共鳴，台上台下載歌載舞，高潮迭起。
  十八頭醒獅梅花樁表演，是廟會午間壓陣節目。群獅在梅花樁上跳躍翻騰，功力深厚，搏得
不少掌聲。這個精彩節目寓意深長。十八隻醒獅代表香港十八區的朝氣蓬勃、充滿活力，同心協
力為振興本土經濟落力打拼。
  盤菜、夜光龍巡遊，是廟會的壓軸好戲。盤菜會場設在福全街，筵開近一百八十席，二千多人
參加。自去年十四屆開始，廟會不忘宣傳環保，盤菜所用的的餐具，都是可重用的物資，大會甚至
鼓勵出席者將剩餘的食材「打包」。盤菜宴後“夜光龍“登場。這條五百呎長龍，由六十名龍虎武
師舞動，在沙頭角漁燈、十二生肖夜光燈簇擁下，在福全街龍飛鳳舞，精彩紛呈，令人嘆為觀止。

˙大角咀廟會開幕儀式主禮嘉賓合照。

˙ 上 圖 : 旺
角街坊會主席
梁華勝 BBS 太
平紳士致辭。

˙ 左 圖 : 民
政事務局署理
局長陳積志太
平紳士致辭。

˙廟會晚上舉行逾二千人的盆菜宴，不設即棄餐具、樽裝水及汽水。

˙主禮嘉賓主持鳴鑼儀式。

˙ 廟會推動環保意念，提
供可循環使用的大容器盛
載飲用水。

˙廟會入口的傳統牌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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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十八隻醒獅梅花椿表演。

˙中圖:主禮嘉賓與提倡"惜食香
港"的形象宣傳"大嘥鬼"合照。

˙下圖:主禮嘉賓與譽意香港十八
區的十八隻醒獅合照。

˙廟會推動環保
意念，所有頒贈
的"紀念狀"、"感
謝狀"、"嘉許狀
"均用電子版形
式，減少物料製
作的消耗。

˙大會撥出三十餘個攤位，免費給社區人士及青少年售賣創意及特式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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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廟會閉幕禮主禮嘉賓合照。

˙廟會晚會亮燈儀式。
˙下圖:500呎夜光龍吐珠儀式。

˙閉幕禮上大會主席陳秀蓮
女士致辭。

˙閉幕禮上環境副局長謝展寰
BBS太平紳士致辭。

˙閉幕禮上油尖旺區議會主
席葉傲冬太平紳士致辭。

˙智能機械人表
演。

˙廟會大會領導與歌手"堅Music"堅
哥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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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多著名影視紅星、歌手精
采演出。

廟會晚上五百呎夜光龍、醒獅、
沙頭角漁燈舞、十二生肖、鳳
凰、龍魚、鯉魚等造型夜光公
仔及夜光天燈在街上飛舞。





  1959 年 5 月 27 日，由何占豪、陳鋼作曲的小提琴協奏曲《梁祝》首次公演。《梁祝》
一曲吸收中國傳統戲曲精華，輔以西方音樂作曲技巧，曲調淒美婉轉，以情動人，是中國
傳統樂曲與西方器樂完美結合的典範。這支中國有史以來最著名的小提琴曲從此開始影響
世界。

 
  呂思清被譽為唯一能輕鬆掌握《梁祝》高難度音準、又能展現出濃郁中國江南情懷的
小提琴家。他歷經近百場梁祝現場演出，並作了極為深刻的詮釋，富有中國韻味，配合西
方琴藝，樂韻翩然似彩蝶，委婉抒情，絲絲入扣，就連《梁祝》的原作曲家陳鋼、何占豪
也不禁為之熱淚盈眶。陳鋼也表示，呂思清的《梁祝》是目前最傑出的。
 

  鄭慧博士是成長於香港的鋼琴家，演出水準極高，能勝任各種高難度曲目，除了演奏
傳統西方古典音樂曲目外，鄭慧博士在許多演出中都會特意加入中國作品，提高中國作曲
家作品在樂壇的地位，更常被委約演奏各種風格及類型的新作。
 

  十年前，兩人在香港合作的《梁祝》激起無數火花，香港聽眾讚口不絕。為紀念《梁
祝》首演 60 週年，呂思清此次再度來港與鄭慧博士合作，強強聯手，為香港樂迷帶來非
凡音樂體驗，演出曲目相當令人期待，重頭戲《梁祝》以外，還有充滿濃郁民族氣息的《德
伏扎克小提琴奏鳴曲》和讓人著迷的《法郎克小提琴奏鳴曲》。

吕思清  小提琴天才
  作為第一位奪得國際小提琴藝術最高獎之一——意大利帕
格尼尼國際小提琴大賽金獎的東方人，呂思清無疑是當今樂壇
最活躍的傑出中國小提琴家。他那美妙動聽、激動人心的琴聲

早已遍布世界四十多個國家和地區的著名演出場所，被西方媒體
盛贊為「一位傑出的天才小提琴家」。

  因其傑出的藝術成就和廣泛的社會影響，呂思清還獲得美國國會眾議院榮譽證書、美國
新澤西州「傑出亞裔藝術成就獎」、美國加州參議院榮譽證書、四次獲得美國加州眾議院執
委會榮譽證書、萬寶龍卓越藝術大獎、《中國青年》雜誌「影響 21 世紀中國的 100 個青年
人物」之一、《北京青年報》形象大使等。美國加州 Millbrae 市將 2006 年 9 月 16 日定為
「呂思清日」。

 

鄭慧  鋼琴博士 
  施坦威藝術家鄭慧，是獲選為【2009 香港十大傑青】的香
港著名鋼琴家 , 被譽為「貝多芬第五代傳人」及「鋼琴女詩人」，
鄭博士畢業於美國寇蒂斯音樂學院，並先後於美國耶魯大學及
紐約州立大學取得音樂碩士及博士學位，在國際級大賽屢獲殊
榮，為香港演藝學院首屆畢業生。現任教於香港演藝學院，中大
及浸大。

  2017-2018 年完成「詩琴畫意」中國 15 個城市獨奏巡演，盛況空前，是首位獲保利劇
院邀請赴內地巡演的香港鋼琴家，開創性地結合琴畫藝術，其中長沙和成都站，獲香港政府
冠名為紀念回歸系列演出，並參與香港回歸 20 週年文化中心音樂會表演。鄭慧親自教導國
際影星甄子丹演奏【黃河鋼琴協奏曲】其與朗朗同台「鬥琴」為國家主席習近平作回歸表演
技驚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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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梁祝》60 週年
呂思清與鄭慧聯袂演繹

琴韻化蝶

演奏者簡介



1716

  應邀參加深圳福田「2019 思源學坊頒獎典禮」。當天，獲獎的同學數以百計。獎項雖然
各有不同，但對克服艱苦學習環境、努力學習的“雙非”學童的一種鼓勵。 
  千禧年代開始，“雙非兒童”一度困擾香港。數字顯示，2003 年至 2012 年十年間，在香
港出生的“雙非嬰兒”共有廿二萬，當中超過三萬兒童是在深圳，直至 2013 年香港施法截流，
刻意到香港生子風氣才被遏止。隨著“雙非兒童”日漸長大，“後遺症”亦日漸呈現。
  “雙非兒童”雖然具有香港居民身份，但雙親仍是大陸人，在香港沒有居留權。嬰兒出生
後舉家仍要返大陸居住。又因“雙非兒童”屬香港居民，不能辦理所在地戶口，沒資格享受大
陸免費教育。除非斥重金入讀當地的私立學校，否則只能返香港接受教育。「思源學坊」CEO
兼教學總監、香港教育大學碩士周劍鋒，在深圳從事的補習學社，原來是面向大陸學童。“雙
非學童”湧現，因應家長要求，他改弦易轍開辦“思源學坊”，專門為在香港上學的雙非學童
補課。

  「教育制度完善、豐富國際交流經驗及創新培養環境，這些都是香港教育優勢」周劍鋒說 
︰ 2013 年創立“思源”可不容易。因為兩地教育制度不同，課程亦異，跨境學童學科當然須
切合香港課程。當年香港一些學校亦到深圳招學生，“思源”有機會與他們結緣，向他們取經。
難能可貴的是，香港名校校長、老師教育界對“思源”輔學理念十分支持，經常專程到深圳舉
辦教學講座、向老師傳授教學經驗。至今，學坊與香港三十多名資深校長、老師及文教界人士
建立互動關係，服務學生近三千人。因為銜接香港課程，學生順利在香港升中，甚至叩開名校
之門。
  數字顯示，現時在深圳的跨境學童逾三萬，當中有些外省家庭為了孩子跨境上課，專門遷
居深圳。目前，“思源”服務的學生有九百人，四份三是小學生，四份一是中學生。他們每天
一早便跨境上學，下課後即到補習社做功課，甚至在補習社吃過晚飯才回家。盡量為學子提供
全方位服務，“思源”成員不但是學子的老師，亦是他們的“褓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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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境學童每天為學習疲於奔
命，承受不少壓力。面對每日數
以萬計學童出入境，深港兩地政
府亦全方位配合。例如，兩地設
立深港跨境學童專用通道、深港
跨境學童專用電子 ID 標簽，學
童通關可免下車檢查等。學童由
福田到香港上水學校只是十餘分
鐘，去東涌約四十分鐘車程，便
捷交通，減輕學童的壓力。
  2012 年出生最後一批雙非
兒童，正值是適齡入學，跨境學

童高峰期仍將持續。隨
著學生學業不斷提升，
“思源”老師們輔導亦
須不斷升華，為學生升
中、升大學作出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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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明節是農曆二十四節氣之一，《曆書》記載「春分後十五日，斗指丁，為清明，時萬
物皆潔齊而清明矣。」因此，清明節為春分後十五日。唐代詩人杜牧的一首詩「清明」中，
描寫清明節的天氣、人民拜祭先人的景象，「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借問酒
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

    傳說在春秋戰國時，晉國國君晉獻公的寵妾驪妃為使自己的兒子繼承王位害死了太子申
生，又想陷害晉獻公的另一個兒子重耳，重耳為了逃避驪妃的迫害，而被迫逃離晉國。

    一日，公子重耳迷路在山中，好幾天沒有食物。當時大臣介之推護駕跟隨重耳，就從自
己的腿上割下一塊肉，煮熟了給重耳充飢，重耳流亡了 19 年後，返國即位，即是春秋五霸
之一的晉文公，晉文公一一加封跟隨他流亡的大臣，因為由於介之推還鄉探母，晉文公便
忘了封賞他。後經他人提醒，他才想起舊事，心中愧疚。便親自到介之推的老家綿山探訪，
卻找不到介之推的蹤影。

    由於介之推是個出了名的孝子，有人獻計說，如果放火燒山，介之推為了母親，一定會
出來的。晉文公便下令火燒綿山，燒了三天三夜，介之推卻沒有出來。等火熄滅後，人們
看見介之推和他的母親，被燒死在一棵柳樹下，而發現一片寫著血書的衣襟：「割肉奉君
盡丹心，但願主公常清明。柳下做鬼終不見，強似伴君作諫臣。倘若主公心有我，憶我之
時常自省。臣在九泉心無愧，勤政清明復清明。」

    晉文公十分傷心，即下令將綿山改稱介山（即山西介休縣境內的介山），又下令把介之
推被燒死的那一天定為寒食節，以後，每年在這一天都要禁止生火、吃冷飯，以示追懷之
意。次年寒食節，晉文公到介山祭介之推，先在山下寒食一日，第二天才上山，發現那棵
柳樹已長出了翠綠的嫩條。晉文公便走上前去，折了一支柳條，編成一個圈兒帶在頭上。
隨從的臣子也紛紛仿效他折柳插頭。於是，晉文公便把這棵柳樹命名為「清明柳」，這一
天定為清明節。

清明節的由來
燈謎答案: 【鄭一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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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檸檬王特惠訂購 
原價$20包

特惠價(小包裝重量) 數量 (包) 原價$55-75包
特惠價(精裝重量) 數量 (包)

飛機欖王 $18(60-70克) $50(半磅)
甘草檸檬王 $18(60-70克) $50(半磅)
遠年冬羌王 $18(60-70克) $70(半磅)
獨特檸汁羌 $18(60-70克) $50(半磅)
羅漢八仙果 $18(60-70克) $60(半磅)
川貝蛇膽陳皮 $18(60-70克) $50(4 安士)
川貝枇杷蜜煉金桔王 $18(60-70克) $60(半磅)
川貝話梅肉 $18(60-70克) $50(4 安士)
皇帝話梅王 $18(60-70克) $50(4 安士)
特選頂角話梅王 $120(半磅)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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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盜女王鄭一嫂的故事
  各位親愛的讀書，關於鄭一嫂這個名字，香港人或許會感到陌生，但你可曾知道，她的形
象，在西洋漫畫故事中，曾經是一個雄霸東方海洋的女王。當《鄭一嫂》的故事，傳到英國，
變成了史上至強的海盜，並繪畫成［漫畫小說］，因為作者在當年，曾經成為鄭一嫂的俘虜，
從他的所見所聞而撰寫成書，亦可想像當時她的海盜王國，有多大的勢力和名望！

還原鄭一嫂的真面目
  如果你想一睹海盗女王鄭一嫂的真面目，只能從那本英國漫畫小說中去尋找。可惜這本漫
畫，在西方歷經二百多年，只留下幾頁圖片！不過，仍可一睹鄭一嫂的真容，那颯颯英姿，剛
毅果斷的神態，是多麼的令人神往，請看看那漫畫故事中如果描繪鄭一嫂。
  那漫畫故事作者，是英國富商，名叫格拉斯普爾 (Mr. Richard Glasspoole.)，他曾被紅旗
幫綁架，從而耳聞目睹海盜的日常生活種種。待他被以 8765 西班牙銀元贖出並回到倫敦之後，
他寫出了一本獨一無二的回憶錄，將鄭一嫂的逸事公諸天下。
  書中描述，在鄭一嫂的經營下，紅旗幫有大小船只五六百艘，部眾三四萬人，以香港大嶼
山為主要的基地，在香港島有營盤，有造船工場。他們的活動範圍由珠江口直達瓊州海峽，至
今在太平山和銅鑼灣都有營盤的遺址。
  鄭一嫂曾經在 1809 年，痛擊了廣州內河的英國商船，俘獲一艘英艦，斬殺數十英國士兵，
令英軍震驚。
  同年，清政府與葡萄牙和英國，一起組成了聯合艦隊，與紅旗海盜的主力作戰，各擁三百
多艘武裝船，展開一場大戰，結果聯軍大敗，清政府對鄭一嫂的紅旗幫，仍是無可奈何！

尋找鄭一嫂的影子  重塑真容
  若問鄭一嫂的容貌如何？除了英國富商的回憶錄，還有許多坊間種種傳聞，包括廣州，澳
門，香港等地，皆可以尋找她的影子，去重塑她的真容。
  據說香港有一位名作家葉 X 鳳，藏有大量鄭一嫂和張保仔的珍貴資料。我記得在 1997 年
之前，有某某專家在報章上撰寫鄭一嫂的傳奇，披露她罕為人知的一些軼事，我還依唏記得……
  ……在一個炎炎夏日的海邊，鄭一嫂忽然聽到帳外有緊急軍情，她便匆匆忙忙地從房間走
出來，只穿睡褲和紅肚兜，美態撩人，令眾士卒側目而視。由於軍情緊急，她不能拘泥於小節，
不避嫌疑地匆匆而出，便執起軍令指揮若定，敢教將士致死效命，馬首是贍，為她拋頭顱，灑
熱血，奮力作戰，致死忠心！其實這就是至高層次的「領導才」了。
  若從心理學分析，一個英姿颯爽，勇敢果斷的女上司，往往是男下屬心儀的對象，而張保
仔，就是這樣地暗戀鄭一嫂，但是在清朝時期的保守社會裡，唯一表達愛意的方法，就是奮勇
作戰，視死如歸，敢為紅旗幫賣命！
  另一方面，她亦體會到張保仔對她的忠誠和愛意，兩個人可說是心心相印的，只是不能宣
之於口。這就是我們傳統的道德規範了，叔嫂之間，必須止於禮，她當然也是慧眼識英雄，才
會推薦張保仔為首領。
  雖然某些坊間小說，有些香艷傳聞，且言之鑿鑿，謂兩人之間有暧昧關係，但都是不可相
信的！從《漫畫小說 - 鄭一嫂》的故事，便可證明一切，看哪，在西方人這麼開放的思想，也
沒有在小說中描述鄭一嫂的放縱行為。這本書作者是她當年的俘虜，從那英國富商眼中的所見
所聞，亦可相信她的海盜王國，是有規有矩的，這點一定要為她澄清，還她一個清白！
  曾經有人打趣地說 : 凡是美女，皆有領導才，自有裙下之臣任其差遣，願効犬馬之勞，以
博紅顔一笑！有的更具有號令天下的本領，而歷史上的武則天，就是其中的表表者。
  不過，坊間小說的香艷情節，屬於坊間美談，孰真孰假，難以確定。

歷史所載的鄭一嫂
  鄭一嫂 ( 公元 1775 年－ 1844 年 .)，本名石香姑，廣東新安 ( 今深圳宝安 ) 疍家人，原姓石，
乳名香菇，關於她的出身官方沒有明確記載，坊間傳聞她是一名名妓，不幸被海盜鄭一擄去，
當了海盜夫人，鄭一手下的海盜都尊稱她一聲“龍嫂”，後來改稱鄭一嫂。
  另有一說 : 謂在明末，當時有著名的鄭、石、馬、徐四姓海盜橫行在珠江口，石姓和鄭姓
兩家為了能在海盜中成為霸主，故而兩家聯姻，鄭一嫂其實也是海盜世家出身，後一種說法世
人多為認可。
有關鄭一嫂與張保仔的故事，可參考以下的電影，及電視劇 :
1973 年 《大海盜》邵氏電影，狄龍飾
1993 年 《怒海俠盜》峨眉電影製片廠，李元霸飾
1988 年 《張保仔》亞洲電視 (ATV)，黃元申飾
1997 年 《千秋家國夢》中國電視劇，劉家輝飾



鄭一嫂有否參與鴉片戰爭？
  數鄭一嫂的最大功勞，就是在
鴉片戰爭時，欽差大人林則徐，聘
她為【鴉片戰爭】顧問。
  可是在我截稿前，聞道有某專
家說，鴉片戰爭與她無關，她也沒
有當過林則徐的顧問，其理據就是
從《林則徐傳》找不到這樣的記載！
  但我個人理解 : 當鴉片戰爭慘敗
之後，林則徐被貶官，心情惡劣，因
此沒有將之記錄下來，也是人之常情，
但是沒有記載不等於沒有這件事！
  到底林則徐有否請她當顧問？
  好簡單：如果抗英戰爭勝利，
林則徐與鄭一嫂，肯定都會得到朝廷
的封賞，這件事自然會詳細地記載下
來。可是，當鴉片戰爭禍及天津，京
師門戶告急，朝廷便會怪罪林則徐
辦事不力，將他貶官及摘配伊犁 ( 新
疆 )，而與他共同抗英的一干人等，
如鄭一嫂等人，自然會受到牽連，這
是我們古代帝王社會一向的作風，因
此沒在《林則徐傳》記錄下來。
  另有人說，鄭一嫂早被朝廷褫
奪了［誥命夫人］的頭銜，所以她
不可能有參與鴉片戰爭！
  根 據 網 上 資 料， 是 在 道 光
二十五年 ( 即公元 1845 年 )，鄭
一嫂去世不久，才被朝廷褫奪［誥命夫人］的頭銜的，時林則徐已被貶摘伊犁。即是說，林則
徐請她當顧問，在時間上是吻合的，所以不能否定有請她做顧問的傳聞。
  到底有與否？留待讀者去分析，說不定有新的史料發現，就可以澄清一切了！

鄭一嫂在鴉片戰爭的貢獻
  現在姑且莫論林則徐有否請她當顧問？但可以肯定，1839 年的《穿鼻海戰》，中國水師
的確有能力，能將英國艦隊驅逐出外。由此可以推論，即使鄭一嫂沒有直接參與鴉片戰爭，也
間接與鴉片戰爭有關系的，因為林則徐的水師，就是她當年投誠的部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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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得在 1810 年，她與張保仔，率眾向百齡及童鎮陞投誠的。其部隊之所以能征慣戰，皆
因為在被招安前曾與英軍交過手，亦與鄭一嫂的訓練有素有關。
  或有人問，鄭一嫂的部隊，有什麼了不起？
  不可不知，她的部隊，原為華南海盗，慣用槍炮，及海上作戰經驗，有多次與英國商船作戰，
及俘虜英國商人。據說英國艦船在廣州內河橫冲直撞，她率眾俘獲一艘英艦，斬殺數十名英軍士兵。
  鄭一嫂至聞名的一役，就是 1809 年，她在赤鱲角打敗清政府與葡萄牙和英國的聯合艦隊！
  若非鄭一嫂與鴉片戰爭有關，那麼又如何解釋 1839 年 11 月 3 日的《穿鼻海戰》，兩艘英艦在
穿鼻洋中，能被林則徐擊退呢？為什麼在 1840 年的《鴉片戰爭》，英艦途經香港而不入？為何英
艦在福建也沒法攻克？後來轉征定海，則被長驅直入呢？皆因為廣東的虎門，及福建的水師，曾經
是她當年的舊部隊。
  另外，我們要知道林則徐，是個何等心思縝密之人，可以推論，在大敵當前之際，必須做
足應付英艦的準備，所以他即使不請鄭一嫂做顧問，也會請其他有識之士做顧問的。
  無論如何，就算她沒有直接參與鴉片戰爭，也間接與鴉片戰爭有關系的，因為林則徐的一
支水師部隊，正是她當年向大清投誠的部隊，後來被編入水師提督童鎮陞的旗下，並加以改良！

清代水師之改良及對外戰爭
  1810 年由水師提督童鎮陞所組建廣東水師，是開創性的，從此中國的歷史上有了専職水
師，結束了一向由廣東 ( 陸路 ) 提督兼管廣東水陸兩路官兵的局面。
  1839 年 11 月 3 日在廣州虎門口外的【穿鼻海戰】，是第一次中國水師與英國海軍戰鬥。
由於這支水師在 1810 年已經過改良，打好根基，且慣用洋槍火炮，及海上作戰經驗，所以林
則徐與關天培能夠擊走英艦，這是清代抗西方強國唯一的一場勝仗！

《清代水師之改良及對外戰爭簡表》
改良年份 主導官員 規模 戰爭年份 海戰名稱 指揮官 敵方 結局

1810 百 齡
童鎮陞 地區性 1839 穿鼻海戰 林則徐

關天培 英國 勝

1875 李鴻章
沈葆楨 全國性 1894 甲午戰爭 丁汝昌

鄧世昌 日本 慘敗

  許多人都忽略了，1810 年改編的水師，雖然規模較小，時間上相比日後在洋務運動所建
的中國海軍，早了大半個世紀！
  到了 1875 年，由中興大臣創建的北洋艦隊，是國家層面的，其規模雖大，卻敗於 1894
年之【甲午中日戰爭】。
  當 1840 年的【鴉片戰爭】爆發後，英艦知道廣東及福建水師的厲害，在閩廣碰壁之後，
便沿海揮師北上。林則徐先後多次上書清廷，請飭沿海各督撫籌備戰守之策。可惜清廷沒有作
出防禦措施，被英艦攻破浙江定海、上至大沽，威脅京津，朝廷震驚，因此廣東水師在【穿鼻
海戰】所立之戰功，被國家遺忘了，這是【鴉片戰爭】慘敗之遺禍！
  今年是【虎門銷煙】及【穿鼻海戰】180 週年紀念，特此告誡國人，不要忘記歷史的教訓！
  至於鴉片戰爭如何開戰？請留意下一期《民族英雄林則徐》。  圖片 : 網絡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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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法五步
  關於“八法五步”的套路簡介下期就會結束，朋友們有哪些想了解的可以給我

信息留言，我會盡量滿足大家要求。

  另外春季濕氣重，大家謹記“和胃健脾”及“易筋經”，防止脾胃消化不良及

筋酸乏力。

27

2.3 左移步雙按勢2.2 左移步雙按勢

3.2 右移步右擠勢3.1 右移步右擠勢

4.1 右移步雙按勢3.3 右移步右擠勢

1.2 左移步左擠勢 1.21.1 左移步左擠勢

2.1 左移步雙按勢1.3 左移步左擠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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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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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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右移步雙按勢4.2 右移步雙按勢

5.2 退步左右採勢5.1 退步左右採勢

5.4 退步左右採勢5.3 退步左右採勢

6.1 進步左右挒勢5.5 退步左右採勢

6.3 進步左右挒勢6.2 進步左右挒勢



歷史通識填充題有獎遊戲
地址 : 悅心大廈 
姓名 : 何先生

地址 : 西營盤
姓名 : 葵小姐 

成語遊戲
地址 : 荃景花園
姓名 : 陳先生

地址 : 祥華邨
姓名 : 梁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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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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蒲崗
姓名 : 張先生

地址 : 石排灣
姓名 : 李小姐

保溫杯一件
( 顏色以收到郵寄實物為準 )

批個頭落嚟畀你當凳坐 -----  表示堅信自己的判斷，就算承諾判斷錯誤時自毀，把頭割下
死去也不怕。

   留返啖氣暖下肚 -----  不屑與對方爭吵。

      大步檻過 -----  意思指慶幸躲過災難、逢凶化吉、化險為夷、順利渡過。

   擘大個口得個窿 -----  這是一個動作反應，當遇到驚嚇事情作出的一個表情，也會
比喻為啞口無言、說不出話來。

家居美食

31

菜芯蘿蔔鯪魚球湯

烹製方法： 1. 先把菜芯洗淨，隔水備用。

      2. 蘿蔔去皮切成約 1 厘米厚片，洗淨備用。
      3. 冬菰浸泡至軟身，洗淨榨乾水份，切成細粒備用。
      4. 蝦米洗淨切成細粒，備用。
      5. 鯪魚肉放在砧板上翻覆仔細剁至起膠。
      6. 把冬菰粒和蝦米粒放入綾魚肉，加入半茶匙生油、一茶匙生粉、

少許鹽及胡椒粉，攪拌均勻。
      7. 把鍋燒熱加少許生油，再把蘿蔔片和薑片放入快炒兩分鐘，盛起

備用。
      8. 燒沸一鍋水，加入蘿蔔、菜芯，用匙羹把鯪魚肉做成多個小球形，

加入湯內煮沸。
      9. 湯煮沸後加入適量鹽調味便可。

材料﹕
菜芯  ...............................  一斤

蘿蔔  ...............................  一斤

鯪魚肉  ...........................  半斤

冬菰  ...............................  3 隻

蝦米  ...............................  一両

薑  ...................................  兩片

鹽  ...................................  適量

胡椒粉  ...........................  少許



祝福系 vs 報復系

黃獎
廣告人、「萌動學生創作團」創辦人

  除了和大家分享潮語之外，我最近也主持「文學相對論：愛情世界」節目，老實說，學了
不少愛情金句。有兩個新詞，我必須和大家分享，原來，在愛情路上的朋友，分別有「祝福系」
和「報復系」兩種人。
  深雪的魔幻愛情自成一家，有不少殿堂級作品，曾經被改編為電視劇及舞台劇。然而，她
依然不斷找尋突破，近年又加入新元素，在故事中引進「業力」的解讀。她的幾部近作，包括《借
用下一世的男朋友》、《烏托邦遊樂場》和《幸愛花謠》，探討了一個課題，原來愛情的運氣
也有修練的法門，非同小可，絕對值得參考。
  在《幸愛花謠 II》當中，三個女主角之一的 Victoria 這樣說：
  「往後的日子是否合拍，我並不知曉，
  但我要看到我們的不協調，
  你是復仇系，而我是祝福系的。」
  是的，一位以祝福別人為生命主題的朋
友，身邊多少都會圍繞着一些愉悅的氣氛；
相反，如果喜歡糾纏負面思想，這個人也不
會怎樣快樂，很難把運氣留在身邊。
  這兩個詞，無論是否可以變成潮語，
我也真心推介給大家！
（另外，這個 3 月，我嘗試每日畫一幅
畫，結合美漫人物和香港小說愛情金句，
在 Facebook 分享，作為對自己的一個挑
戰！也希望大家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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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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樂怡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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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皆大歡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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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彭啟堯
繪圖 : 保 蓮

提供，版權所有

孟 子：貧賤不能移

孟子說：貧困也不能改變意志

Mencius said :  One shall not budge from the path of righteousness though in 

poverty or menial tasks.    ( 蘇國麟英譯 )

孟子金句漫畫



三月盛放的

  寒冷的冬季已經悄悄走了，春風吹綠了大地，各地油菜
花迎相繼開放。由於南北溫度、降水等差異較大，油菜花開
放時間也不盡相同。加之南北文化的差異，在不同的地方可
以欣賞到不同韻味的油菜花海。雲南羅平、四川嘉陽、重慶
潼南、江西婺源、江蘇興化等地油菜花海被廣大遊客所喜
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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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花期：約 2 至 3 月
  油菜花開得最盛時期，可見 20 萬畝油菜花
田綿延成數十里的金色花海，花海潮起潮落，堪
稱最特別的金色海洋，因此有「金玉滿堂之鄉」
美譽，更被評為「世界最大的自然天成花園」！

賞花期：約 3 月
  位於四川南部的小縣城－犍為，遊客搭乘
被譽為「工業革命活化石」的客運蒸汽小火車、
同時也被暱稱為老爺小火車的嘉陽小火車，行
駛在油菜花田中遊覽沿途山清水秀的景色。

賞花期：約 3 月
  中國最有名的油菜之鄉，其中的崇龕鎮更
被稱為「油菜之都」，在花開得最旺盛的 3 月，
萬畝油菜花綿延如金色玉帶橫穿過江河田園。
到這兒賞油菜花，你可以選擇步行油菜花叢
中、搭船在江上穿花海而過，或登高鳥瞰由油
菜花和小麥形成的「太極」圖案，難怪年年吸
引數十萬至百萬遊客前來觀賞！

賞花期：約 3 至 4 月
  以文化和生態的優勢，被海內外譽為「中
國最美的鄉村」、中國各大網站評定為「中國
50 個一生中必到的地方」和「中國十大踏青好
去處」，並在 2005 年被《中國地理》雜誌評
為「中國最美的鄉村古鎮之一」。婺源紅色荷
包紅鯉魚、綠色婺綠茶、黑色龍尾硯、白色江
灣雪梨、黃色油菜花構成婺源五絕。

賞花期：約 3 月底至 4 月中下旬
  水鄉興化，有著享譽世界的「千島油菜花」，
這是因為這裡的油菜花田即是一座座由河流和湖水
所蘊育成的油菜花小島，成千金色花島坐落河面湖
水上，造就別樹一格、名符其實的「花海」，賞花
時則需漫步河畔或行舟花島間，更是難得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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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今
期
猜
一
名200

年
前
的
清
代
紅
人
：

（
答
案
在
本
期
刊
內
）



【註釋】 大廟在布袋灣後佛堂門
附近，壯麗堂煌。門聯
刻石︰「聖德如天，萬
國 梯 航 瞻 日 月 ； 母 儀
配 地 ， 千 秋 俎 豆 鎮 山
河。」每年農曆三月廿
三日天后誕辰，各方漁
人多乘船到這裏參拜，
熱鬧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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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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堂門大廟天后寶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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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趣味廣府話的正字
  小編將分期為讀者介紹「趣味廣府話」，這些「趣味廣府話」過往大家常掛口中，部份
近年雖然較少使用，但一講就會“心領神會”。「趣味廣府話」的神韻和幽默，是廣府話的
獨特性，深受說廣府話的人喜愛。「趣味廣府話」我們經常都會在智能手機的社交平台經常
用到，較多人只會用同音字而不懂其正字的寫法，有多少朋友可以寫出來？小編經常會在社
交平台上講﹕「亞仔近來“忟忟陣陣”成日發脾氣，工課又做得“哪西”，又唔“鏡錫”啲
文具，間尺、原子筆都成日要買過，激死人啦……」“哪西”、“鏡錫”、“忟陣”等這些「廣
府話」的正字是什麽呢？
  今期，先讓我們看看下列幾個「有趣廣府話」的正字和意解。

 輘 輷
讀音︰輘輷的廣府話近音是「警轟」。
解釋︰意思指有內情，事有蹊蹺。
例句︰佢哋倆個成日偷偷摸摸，鬼鬼鼠鼠偷蕃薯，緊係有輘輷啦！

 山 旯 旮
讀音︰山旯旮的廣府話近音是「山卡啦」。
解釋︰形容一個偏遠、荒蕪、難以到達的地方。
例句︰你搬到山旯旮咁遠，我哋點樣去揾你呀？

 咿 唈
讀音︰咿唈的廣府話近音是「依泣」。
解釋︰意思指男女之間苟且之事、拉拉扯扯、不光彩的行為。
例句︰ 公司個男同事同隔離寫字樓個女仔，經常係大庭廣眾嘅地方咿咿唈唈，啋！當其他人

都透明，真係該煨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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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語童謠之父、嶺南童謠節大使
——韋然

  豬年，就寫首《快樂的小豬》來湊湊熱鬧。
  我很喜歡小豬。小時候的願望之一，就是想養一隻寵物豬。當然，這一個願望從來沒有實
現，倒是燒肉叉燒吃了不少，而最後，只能寫一首「小豬的歌」來填補一下這一個似是而非的
遺憾。幸有葉崇恩這超班的音樂小子和他的音樂好拍檔黃琦雅齊齊來癲，也在保羅的協力下，
完成了這一首音樂作品。
  有不認識的校長朋友說 :「like the jolly melody and the philosophical lyrics。」 我不懂
回答，只能道謝。如果你聽後，也同意這一說法的話，可以傳給你得朋友分享嗎 ? 
  我確比小豬簡單、也更蠢 ! 其實，如果願意和你的朋友去分享這一首作品，我就會快樂的
飛起。
豬年健康、如意。
 韋然 快樂的小豬 
曲、詞 : 韋 然 編曲 : 葉崇恩 
製作 : 林子楊  監製 : 韋然 
攝影 :  朱小欣  MV 剪接 : 鄺桂儀
唱 : 黃琦雅 
OP: AL-Songs Music Publishing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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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裏乾坤 ( 一 )
  地名是由字或詞組成，它
是社會發展的產物，除有實用
功能外，更反映一個地方的自
然環境、居民的文化背景及社
會的經濟活動。香港是中西文
化的交融之所，中、英文化互
相影響，地名因轉譯而引起變
化較大。追溯其起源及分析其
變化，可加深我們對地方歷史
的認識。

拱北行
  1960-80 年 代， 政 府 新 聞 處， 位 於 皇 后 大 道 中 與 炮 台 徑 交 匯 處 山 坡 的 拱 北 行
(Beaconsfield House)。這座建築物外表平凡，但其起源及發展過程則具地方歷史意義。
  Beaconsfield House 是 紀 念 於 1868 及 1874-80 年 兩 度 任 英 國 首 相 的 狄 士 累 理
(Benjamin Disraeli)。他是一個傳奇性的政治人物，雖然在英國出生，但祖籍是意大利的猶
太人。童年時接受平民教育，青年時代以寫作謀生，所著的小說當時頗具聲名。1837 年踏
入政壇，憑其機智及奮鬥，改革保守黨，贏得大選成為首相。退任後獲封為柏供士輝伯爵 (Earl 
of Beaconsfield)。
  19 世紀末期的香港猶太人巨商庇理羅士 (E. R. Belilios)，很仰幕伯爵的成就。他在 1878
年，提議捐款予港府，在中環建一銅像作紀念。伯爵多謝他的好意，但透過港督婉轉地提示
將款項捐贈香港西醫學院較為適當。庇理羅士照辦，但並未心息。不久他再投資，在皇后
大道中炮台徑坡下地段，興建一座具長廊拱門維多利亞式多層建築物，名為 Beaconsfield 
Arcade，中文名稱音譯為柏供行，是香港首座多層購物商場。庇理羅士去世後，此物業兩度
易手，最後由港府收購。
  1950 年代，原建築因殘舊而拆卸﹐改建為六層政府辦公樓宇。由於建築物的外形與用
途均已改變，故新廈亦改稱為 Beaconsfield House。中文名稱，則考慮到該址坐南向北，決
定將「柏供」倒轉，改為「拱北」( 供與拱、北與柏均音近 ) 稱拱北行。拱北行即「眾星拱向
北辰」之意。
  相信很多上一代的市民都記得，該廈底層，一邊為小型郵局，另一邊則為方便遊客和市
民的公共廁所。由於位於市中心，其設施和保養水準高，所以被稱為「全港最整潔的公廁」。
  隨着中環市區的發展，拱北行在 1990 年代再折卸，原址除古樟樹部份保留外，其餘連
同相連的多層公共停車場，以及舊希爾頓大酒店重新發展，建成長江集團大廈。

55

衙前圍
　　位於現今東光道的衙前圍，是九龍城區歷史悠久的村落，它本稱「衙前」或「衙前村」，
後來又有「慶有餘」的別名。它是一條由陳、吳、李三姓組成的鄉村。據陳氏族譜，其祖先
在南宋末年 (12 世紀中葉 )，遷入今九龍城區居住，初稱「衙邊鄉」。至元朝中葉 (14 世紀初 )，
吳氏祖先自東莞移入，李氏繼之。三姓人士稍後一同立村定居，名為「衙前村」，村名「衙
前」，是因其址位於昔日「都司銜門」的前面。後來因海盜經常侵擾，故於村外加築圍牆以
自保，遂成為「衙前圍」。
  清初「遷海」，三族被迫內遷，流亡飄泊，人丁損失頗眾。「復界」後三族餘生者合力
重建家園，並為圍村改了一個別名——「慶有餘」，相信是取「慶幸有剩餘」之意。同時與
鄰近鄉村，合組「七約」以聯合防盜，及解決村落間之糾紛，而衙前圍亦居於領導地位。由
於村內人丁繁衍，部份村民後來配往附近建立「衙前塱」等村落。其族亦有子弟遷南丫島。  
  衙前圍村呈四方形，四角築有更樓，開一門，東向，門前為廣場，圍門上嵌石額、刻「慶
有餘」名字，圍內盡頭處為天后官，是圍村的守護神，主巷左右有六條狹窄小巷，屋宇排列
整齊。吳族原在村的西旁有宗祠，近年曾經重建。此村為九龍城區內唯一末重新發展之村落。
據說村屋業權，很多已為建築商收購，但因部份居民反對以及舊建築保育問題而未能改建。
  由於衙前圍是九龍城區主要的鄉村，所以 1930 年代區內開始城市化時，將貫通東西的
主要道路，命名為衙前圍道。二次大戰後更向西伸展，連接蘭開夏道，成為通往九龍塘的主
要道路。

東頭村
　　九龍城砦之東，昔日有一條東頭村。它何時建村，書籍、碑記及近代的中外地圖，都沒
有記錄。據老街坊說，在二次大戰前，它是一條雜姓的鄉村，以種竹蔗和蔬菜為生，有村屋
數十，但並無祠堂。
  二次大戰後，大量移民湧入香港，在該村一帶搭蓋木屋，故每屆秋冬，時有火災。1953
年石峽尾大火後，港府推行徒置政策，廣建公共屋邨，經過二十多年的努力，該處面目一新。
因為「東」是太陽升起的方向，代表有朝氣，所以附近新闢的街道、屋邨名稱，都含「東」
字的，例如東頭村道、東光道、東隆道等七條「子母街」。屋邨則更配以吉祥字，如盛東邨、
耀東邨，可謂遍地皆「東」了。
  同樣地，昔日九龍城砦的西面，也有一條西頭村，但規模較細，兼且華人喜東多於西，
所以後來道路發展時，原址亦為東頭村道所「覆蓋」，現今地圖上已無蹤跡了。



湯氏來源
  湯姓是漢族姓氏之一，在《百家姓》中排第 72 位，
湯姓主要出自子姓，皆為商湯的後人，來源有五：
  商朝宗室之中某支系以先祖成湯的諡號為氏，是為河
南湯氏。
  商亡以後，周公將商紂王的庶兄微子啟封於宋國，
《萬姓統譜》記載，春秋時期宋國有蕩氏，是宋桓公之子
公子蕩的後裔，後來將「蕩」字去掉草字頭而成為湯氏；
  子姓宋國再傳至戰國末年宋康王偃而亡國，宋康王有
一弟名昌，昌生子隆，逢秦始皇焚書坑儒，為避禍而改姓
湯。
  宋朝時有湯悅，本姓殷氏（也是商湯後裔），為避宋
宣祖趙弘殷的名諱而改姓湯氏。
  其它來源有外姓、少數民族改姓，包括滿族、侗族、
土族、蒙古族都有湯姓者。

水氏來源
  水姓是一個漢字姓氏，在《百家姓》中排名第 38
位。 來源有二：
  相傳大禹治水時，其族人以水為姓。
  由「水丘」姓演化而來。

56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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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填上五個國家把農曆新年定為法定假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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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飛
  岳飛（1103 － 1142）字鵬舉，漢族。北宋相州湯陰縣永和鄉孝悌裡（今河南省安陽市
湯陰縣菜園鎮程崗村）人。岳飛在軍事方面的才能則被譽為宋、遼、金、西夏時期最為傑出
的軍事統帥、連結河朔之謀的締造者。同時又是兩宋以來最年輕的建節封侯者。南宋中興四
將（岳飛、韓世忠、張俊、劉光世）之首。
  岳飛從二十歲起，曾先後四次從軍，自建炎二年（1128 年）遇宗澤至紹興十一年（1141
年）止，先後參與、指揮大小戰鬥數百次。金軍攻打江南時，獨樹一幟，力主抗金，收復建康。
紹興四年（1134 年），收復襄陽六郡。紹興六年（1136 年），率師北伐，順利攻取商州、
虢州等地。紹興十年（1140 年），完顏宗弼毀盟攻宋，岳飛揮師北伐，兩河人民奔相走告，
各地義軍紛紛響應，夾擊金軍。岳家軍先後收復鄭州、洛陽等地，在郾城、潁昌大敗金軍，
進軍朱仙鎮。宋高宗趙構和宰相秦檜卻一意求和，以十二道“金字牌”催令班師。在宋金議
和過程中，岳飛遭受秦檜、張俊等人誣陷入獄。1142 年 1 月，以莫須有的罪名，與長子岳雲、
部將張憲一同遇害。宋孝宗時，平反昭雪，改葬於西湖畔棲霞嶺，追諡武穆，後又追諡忠武，
封鄂王。
  歌颂岳飞的事迹在民间一直都是廣為流传的。提起岳飛，除了“岳母刺字”更會想到《滿
江紅·怒髮衝冠》，這首詞代表了岳飛“精忠報國”的英雄之志。
  怒髮衝冠，憑闌處、瀟瀟雨歇。抬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
里路雲和月。莫等閒、白了少年頭，空悲切。
  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壯志饑餐胡虜肉，笑談渴
飲匈奴血。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
  《滿江紅·怒髮衝冠》，一般認為是宋代抗金將領岳飛的詞作。此詞上篇抒寫作者對中原
重陷敵手的悲憤，對局勢前功盡棄的痛惜，表達了自己繼續努力爭取壯年立功的心願；下篇
抒寫作者對民族敵人的深仇大恨，對朝廷的赤膽忠誠。全詞情調激昂，慷慨壯烈，顯示出一
種浩然正氣和英雄氣質，表現了作者報國立功的信心和樂觀主義精神。
  《岳飛傳》是《宋史》南宋軍事將領中其中一篇，卷三百六十五列傳第一百二十四，主
要記錄了岳飛及子岳雲領兵抗金，精忠報國，最後卻為奸臣所害的歷史資料，集中反應了元
朝的官方觀點，給予岳飛以極高的評價。岳飛與其子岳雲獨佔一卷，足見岳飛在元朝史官眼
中的地位。在《岳飛傳》的字裡行間中滲透著對岳飛人品的讚譽，推崇岳飛思想境界，成功
地塑造了岳飛高大的形象，表彰岳飛以國家利益為重的精神，對岳飛的軍事才能推崇備至。
  “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岳飛墓建於南宋嘉定十四年（1221 年），經歷了元、
明、清、民國時興時廢，代代相傳一直存到現在。現存建築於清康熙五十四年重建，1918 年
曾大修，1979 年全面整修，使岳廟更加莊嚴肅穆。1961 年 3 月 4 日，岳飛墓被國務院核定
公佈為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岳廟已經成為中國杭州最為著名的景點之一。

春節的習俗
  春節，即農曆新年，一年之歲首。上古時代以天象的空間變化來標示一年四季時間變化，
當北斗的斗柄指向寅（東北）時為立春節點，上古干支紀元以立春為歲首。在歷史發展演變中，
由於朝代更迭、曆法變動，新年（歲首）在日期上亦有所變動。中國歷代的新年，設定日期並
不一致，經歷代發展，後人在早期曆法基礎上逐漸完善為當今使用的夏曆。此後中國一直沿用
夏曆（陰曆，又稱農曆或陰陽合曆），直至今。1970 年以後 " 夏曆 " 改稱為 " 農曆 "。後來為
區別農曆和西曆兩個新年，又鑒於干支曆二十四節氣中的 " 立春 " 恰在農曆正月初一的前後，
因此便把農曆一月一日改稱為 " 春節 "，西曆一月一日改稱為 " 元旦 "。
  春節與清明節、端午節、中秋節並稱為中國四大傳統節日。漢族和大多數少數民族都有要
舉行各種慶祝活動，這些活動大多以祭祀神佛、祭奠祖先、除舊佈新、迎禧接福、祈求豐年為
主要內容，活動形式豐富多彩，帶有濃郁的民族特色。
  " 除夕 " 是歲除之夜的意思，又稱大年夜、除夕夜、除夜等。由於農曆大月有三十天、小
月只有二十九天，所以除夕的日期也就有廿九、三十的不同了，但是這一天常常不論是二十九
還是三十，習慣上都被稱為 " 大年三十 "。大年三十下午，祭祖、吃團圓飯，年夜飯後有發壓
歲錢和燃燈照歲（或熬年夜）的習俗。
  漢代在文獻上漸出現了歲首祭祀的記載。如東漢崔寔《四月民令》中提到，" 正月之旦，
是謂正日。躬率妻孥，絜祀祖禰。"
  魏晉時，已形成除夕守歲的習俗。《風土記》中記載：除夕之夜大家各相與贈送，稱 " 饋歲 "；
長幼聚歡，祝頌完備，稱 " 分歲 "；終歲不眠，以待天明，稱 " 守歲 "。
　　唐代時，人們除登門拜年，還發明一種 " 拜年帖 "。唐太宗李世民用赤金箔做成賀卡，禦
書 " 普天同慶 "，賜予大臣。這一形式迅速在民間普及，改用梅花箋紙。當時這種 " 拜年帖 " 被
稱為 " 飛帖 "。
  宋代時民間開始普遍用紙筒和麻莖裹火藥編成串做成 " 編炮 "（即鞭炮）。除夕、春節放
爆竹之俗便逐漸盛行。《東京夢華錄》說：" 是夜，禁中爆竹山呼，聞聲於外。"
  明代，接灶神、貼門神、除夕守歲、十五賞燈會都已經盛行。《萬曆嘉興府志》中記載："
除夕，易門神、桃符、春帖，井隈皆封。爆竹，燔紫，設酒果聚飲，鑼鼓徹夜，謂之守歲。
　　清代非常重視過年，宮廷過年十分奢華，皇帝有寫福字下賜群臣的習俗。過年要一直延續
至元宵佳節才算結束，猜燈謎是甚為流行的取樂方式。
　　在千百年的歷史發展中，一些較為固定的、傳統的春節習俗比如：辦年貨、祭灶、掃塵、
貼年紅、年夜飯、守歲、壓歲錢、拜年、燃爆竹，一直延續到今天。節俗活動，也隨歷史的發
展而延長擴展。春節不是中國獨有的節日，亞洲國家中，與中國一樣過農曆春節並有法定假期
的包括越南、印尼、朝鮮、韓國、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等。
　　在民間，舊時傳統意義上的春節是指從臘月的臘祭或臘月二十三或二十四的祭灶，一直到
正月十九日。在現代，人們把春節定於農曆正月初一，但一般至少要到農曆正月十五（上元節）
新年才算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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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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鈎針，依圖 A&A1 用紅色雙線雷絲線做好圓形
2.  依圖 B 用白色雙線雷絲線做好橢圓形
3.  依圖 C 用綠色雙線雷絲線鈎上葉及梗於紅色圓形上
4.  用白色線縫上白色橢圓於紅色圓形上
5.  用黃色線（4 線）以鎖鍊針縫在白色正中
6.  用黑色線釘上黑色珠
7.  用膠水將戟絨貼在蘋果背面，膠水乾後剪出蘋果形
8.  剪出小長方形上下沾上膠水，貼在蘋果背面
9.  別上髮夾，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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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春天天氣乍暖還寒 ，忽冷忽熱，成日覺得攰，
冇乜精神。我們要好好梳理我們的三千煩惱絲。
如果戴上顏色亮麗的髮飾會立即令你醒返哂！
  紅蘋果，顏色吸人，人見人愛，而且更有平
安的意思，這款蘋果髮夾希望你鍾意。

1 2 3

4 5 6

7 8 9

• 紅 （8 M）、白（6 M）、
   綠色（2 M）雷絲線
• 白、黃、及黑色線
• 3mm 黑珠兩粒
• 6 x 6cm 戟絨 1 塊

• 剪刀
• 膠水
• 3 號鈎針 1 枝
•  7 cm 髮夾 1 個 （可另備扣

針作心口針用）

蘋果髮夾

A

A1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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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還原Android手機
被誤刪的照片？
第 1 步：將 Android 手機連接至電腦
  在 Windows/Mac 電腦上下載和安裝 FonePaw Android 數據恢復軟體後，啟動應用程式。
然後透過 USB 線連接 Android 手機至電腦。根據程式介面的指示，打開 Android 手機，開啟 
USB 偵錯模式。

第 2 步：選擇要掃描的檔案類型
  如果你想恢復緩存的圖片，請勾選「圖片庫」；如果你想還原用手機拍攝的照片、從電腦
或藍牙傳入手機的照片，請勾選「圖庫」。然後點擊「下一步」按鈕。

第 3 步：允許 FonePaw 程式掃描手機圖片
  FonePaw Android 數據恢復將請求進入手機，以掃描手機裡的圖片。打開手機，在彈出
的視窗裡選擇「允許」。然後程式將開始掃描手機圖片。

第 4 步：預覽和回復三星手機被誤刪的照片
  掃描完成後，點選左邊選單的「圖庫」或「圖片庫」，即可預覽手機圖片的縮略圖。雙擊
圖片，可以查看原尺寸的圖片。而被刪圖片的名字均顯示為紅色。請勾選您想還原的手機照片，
然後點擊「恢復」。被刪除的相片將即刻被還原，並儲存在你的電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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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響世界的一次算命
  一些世界名人，包括前美國總統列根（Ronald Reagan）和第一夫人 Nancy Reagan 都
篤信命理，但大家可能意想不到，發起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希特勒（Adolf Hitler）其實也是命
理信徒，他曾於 1932 年底遭遇困境，請教占星家 Erik Jan Hanussen 關於自己的政治前途，
Hanussen 以一首預言詩回答，三天後預言成真，之後一個月不到，成為德國總理！
  前美國總統尼克遜（Richard Nixon），曾經詳細研究過當代各國權貴，他在《領導者》
一書裏，寫了以下一句：
  「導致領導人成功的還有種種運氣的因素，其中機緣是最關鍵的因素。」
  德國歷史學家海因茨 ∙ 赫內（按：Heinz Hohne）提供了希特勒上臺前一些鮮為人知的有
關「運氣」情況，談到了「算命先生」的影響和作用。1932 年 12 月，希特勒在寫給他的一位
親信的信中說，他的對手過於強大，他對於爭取組閣「幾乎失去了勝利的信心」、「放棄了一
切希望」，這時，他求教於一個奇人 Erik Jan Hanussen，這位先知在 1933 年元旦寫了一首預
言詩給他：
「通向目標之路仍未暢通，
合適的助手尚待集中。
但在三天後，
形勢將通通變樣。
而在月底前的那天，
你將時來運轉，目標在望！
不會有雄鷹領你上路，
只有蛀蟲給你開道。
腐朽、凋謝的一切都將倒地，
屋樑已在劈啪作響！」
  三天後，時為 1933 年 1 月 4 日，希特勒與巴本（Franz von Papen）會晤，果然扭轉
乾坤，到了月底前即 1 月 30 日，這個年方 43，多年來一事無成的流浪漢，這個第一次世
界大戰中的無名小卒，這個留有卓別靈（Charlie Chaplin）式鬍子，看上去有點滑稽的煽動
家，不可思議地擔任了德國總理！而且希特勒根本不是德國人而是奧地利人！希特勒在《我
的奮鬥》中一開頭就強調了自己的命運和使命感：
  「今天在我看來，命運竟然選擇萊茵河畔的 Braunau 作為我的出生地，似乎是一種天意。
因為這個小小的城鎮座落在兩個日爾曼國家的邊境上，而我們年輕一代的人至少已把竭盡全
力統一兩國作我們畢生的工作。在我看來，這個邊境上的小城市是一項偉大使命的象徵。」



白羊座
情人着緊現實的問題，執着自
己的邏輯，不明白你的態度。
單身的對感情有太多幻想，
會令你自己處於困惱當中。工
作上特別是關於人事鬥爭的問
題，絕不能天真地處理和面對。
幸運石：白水晶

金牛座
忘記愛情是需要妥協的，究竟
應該保持執着，還是選擇配合
情人更多？單身的會遇上不同
的對象，於實在太煩惱之下有
逃避的態度。其實你弄錯了工
作方向，忘記自己該做甚麼呢？
幸運石：青金石

雙子座
情人有進步但不是要把你比下
去，對方沒有踐踏你的意圖。單
身過份執着自我思想中，就算遇
上新對象對方也很難理解你。工
作的你行動不積極，都認為你沒
有誠意，令合作關係緊張。
幸運石：粉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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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的不如意，會令你的情緒
累積，不自覺間對情人發脾氣。
單身的高呼不需要愛情，對新
朋友反應冷冷淡淡，自已變得
毫無吸引力。工作遇上問題想
一走了之，接受孤身作戰。
幸運石：太陽石

獅子座
因工作上的焦急，沒有多餘精神
處理情人的事，幸好情人依然信
任你。單身眼睜睜地看着你喜歡
的人和不適合的人在一起，感到
很矛盾。工作上上付出收穫不成
正比，令你出現煩惱。
幸運石：虎眼石

巨蟹座
妒忌心突然爆發，懷疑情人身
邊出現的任何人，疑心生暗鬼。
單身遇上適合的對象時，記得
要拋開無謂顧慮，把握機會 。
工作上周圍事情的變化越變越
厲害，令你內心出現重重顧慮。
幸運石：拉長石

山羊座
你感到和情人關係踏實，但忘記
了習慣獨來獨往，情人會倒轉過
來質疑你。單身感覺很難遇上好
對象，要改變心態才能令戀愛順
利。工作要牽出源頭逐一解決，
不再製造無謂的疑問。
幸運石：拉長石

水瓶座
容易和情人不咬弦，大家各有
期望，容易對情人產生質疑。
單身會判斷錯誤，沒有了解對
象是否適合而衝動開始關係。
重新檢視你工作所委託的人，
是否有能力協助你。
幸運石：白水晶

雙魚座
戀愛的你一時迷惘，不知道應
該留意新人還是專注情人身
上。單身知道做甚麼會令新
對象改觀，但你心底有莫名的
恐懼。工作上命運給你很多挑
戰，要有心理準備去面對。
幸運石：青金石

天秤座
你沉醉着對情人未來的憧憬，
但沒有信心突破眼前的問題。
單身的有人正雀躍地追求你，
但你覺得仍有更好的選擇。工
作要對人對自己有交代，不如
親手創造機會。
幸運石：藍晶石

天蠍座
想收起對情人的感覺，太過以
情人為中心，幾乎失去了生活
方向和目標。單身清楚如何找
尋另一半，但不敢奢望。工作
上，現在是休養生息的機會，
面對任何謠言都不要放在心頭。
幸運石：藍晶石

人馬座
你根本就放不開對情人預設的
想法，重覆影響你對情人的態
度。單身的你明白對象仍然留
戀舊情人，現在不是時機開始
關係。工作最好可以獨力完
成，無需大鑼大鼓四處張揚。
幸運石：粉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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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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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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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費送貨： 需要  不需要 ( 內打上  號 )

智能筆威兒套裝
  教學指南 1 本

Wise Child 智能筆套裝
產品名稱 建議零售價 數量

智能筆套裝 $3520

點讀筆備有三種語音，請選擇其一 :
廣東話    普通話   英語

** 樂怡讀者獨家優惠：貨品售後，可免費更改點讀筆語音壹次 （原價 $300）

 中鳴智能點讀筆 x 1   智能雙馬達模塊 x 1   充電線及插頭        威兒多彩積木 163 件         

產品提供：策  劃：

樂怡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Wise Child 智 能 筆 是 以 OID
點讀技術和 2.4GHz 頻段設計
的無線點讀筆，能快速地自動
連接到目標設備，識別圖書內
的編程碼，通過 2.4G 把點讀
完成的編程碼發送到接收端，
操作簡單易學。 馬達 1

轉灣

開始編程

Wise Child 智能筆套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