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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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期刊傳媒公會 (上環)
香港中西區婦女會 (上環)
香港高齡教育工作者聯誼會(油麻地)
國際商龍交流會 (荔枝角)
港澳屬會 (佐敦)
匯龍屬會 (尖沙咀)
龍五屬會 (何文田)
星龍屬會 (新蒲崗)
傲創屬會 (銅鑼灣)
善聚屬會 (旺角)
愛傳承屬會 (九龍灣)
星耀屬會 (新蒲崗)
榮耀屬會 (觀塘)
聚賢屬會 (新蒲崗)
聚龍屬會
玲龍屬會
香港何氏宗親總會 (灣仔)
蓬瀛仙館 (粉嶺)
正荆社 (西環)
香港紅十字會
健康醫療所 (旺角)
中正中醫治療中心 (灣仔)
天正脊醫痛症中心 (中環)
中國醫學研究中心 (旺角)
西醫何仲賢醫務所(旺角)
牙科醫生龐可榮(銅鑼灣)
紫玥堂(旺角)
保泰中醫治脊醫館(長沙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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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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不信由得你！香港生物多樣性超乎
想 像！ 今 年 大 自 然 協 會（TNC） 第 二 年
參與以鼓勵大眾通過拍照，辨識物種去欣
賞生態為目的嘅大自然挑戰賽，以香港咁
細咁密集嘅城市得到如此成績確實可喜可
賀。

最可觀察紀錄︰
31,144（168 個城市中排第 9）

最多物種紀錄︰
3,596（168 個城市中排第 2）

最 多 參 加 者︰
1,128（168 個城市中排第 8）

嶺英物種調查  錄載豐饒生態
  打鼓嶺嶺英公立學校（領英）素來重視自然環
境教育﹑生命教育，並以「生態教育基地」為發展
目標，致力與不同學校﹑社會機構合作，推廣自
然生態觀察﹑物種調查，讓學生﹑大眾認識香港
生物多樣性，繼而了解香港本土繽紛美麗的生靈，
最終目標是培養新一代珍惜自然生態的價值觀。    
  早前，嶺英聯同大自然保護協會 (TNC) 參加
了 City Nature Challenge 2019，此是一項全球
性年度物種記錄比賽。當天嶺英為物種調查比賽
「基地」之一，參加者眾，包括嶺英師生代表、TNC 代表、
香港中文大學師生、地利亞修女紀念學校（吉利徑）的中
學生。比賽當天，盛夏將至，萬物蓬勃，正是物種調查的
良機。短短四小時的嶺英物種調查活動，自然愛好者共搜
集得 447 個物種觀察記錄，當中發現了 147 個物種。到訪
者對嶺英如此豐富的生物多樣性，皆驚歎不已，對嶺英優
美的校園環境讚不絕口。 

　　最終 City Nature Challenge 2019 國際賽事（4 月 26 至 29 日舉行），共吸引了包括香港
在內的近 168 個城市參與。憑一眾自然愛好者之努力，香港共錄得 31,144 項觀測記錄，涵蓋
3,596 個物種，物種數量位列全球第二名！如此盛會，嶺英作為其中一份子，為生態自然教育
一盡綿力，殊具意義，與有榮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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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英公立學校介紹：
　　嶺英校園豐富的物種與其特殊地理位置有關。打鼓嶺嶺英公立學校曾位處禁區（於
2016 年 1 月開放），方圓數里無城市建設，本土生物棲地得以保留，加之幾代愛好花
鳥蟲魚之校長、教師的經營及保留，很可能是全香港生物多樣性最豐饒之學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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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樂及文化事務署頒發「2017/18 年綠化校園工程獎（大園圃種植——小學組）」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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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為參加者 Joe Cheung 當天在嶺英拍攝的圖片

  大自然保護協會今年與打鼓嶺嶺英公
立學校合作，與地利亞修女紀念學校（吉
利徑）的 27 位同學一齊於兩小時共紀錄
得 447 個觀察及 147 個物種，足以證明香
港的自然生態為何能在參加的 168 個參加
城市中明列前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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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素質教育發展中心主辦，張國鈞行政、立法會議員辦事處、陳學鋒區議員辦事處、楊學明
區議員辦事處、楊開永區議員辦事處、國際文化教育協進會、高素質潛能研發中心、中華育才教
育機構、雪龍文化公司、樂怡生活等機構協辦，大公報、文匯報、知識雜誌社、聯合出版集團、
中國中文衛視及中國旅遊與經濟台等機構支持以“身心健康  發展大灣區”為主題的全港校際暨
粵港澳大灣區學生邀請賽頒獎禮 4 月 13 日星期六下午於香港西營盤社區會堂舉行。
    今年邀請賽的項目包括﹕小學的硬筆書法比賽、幼稚園的親子情濃創意填色及特殊教育學校的
填色比賽，中學的標語創作比賽。此外，還有粵港澳大灣區學生及福建泉州學生參加的毛筆書法、
國畫及繪畫比賽，帶出為推動大灣區未來發展的正面訊息。
    出席頒獎禮有本港參賽獲獎學生的學校校長、老師、學生和家長，還有來自大灣區內地學校的
師生代表。
    出席頒獎典禮的主禮和嘉賓有﹕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教育科技部劉建豐
副部長，立法會議員何啟明先生、多位區議員及主辦、贊助機構、贊助人士、賽項評審委員等。

2019系列全港校際暨粵港澳   大灣區學生邀請賽頒獎禮

 特別鳴謝﹕

    贊助機構﹕中業育才教育機構
    贊助人士﹕蘇寶桑女士、何應祥先生
    評審委員﹕潘漢雄先生、鄂健強先生、陳耀強先生、江威揚先生、
      張慕雲女士、曹鉅桓先生（排名不分先後）

主辦機構介紹﹕

  素質教育發展中心是非牟利慈善機構。中心的宗旨是為全港的大學、中學、小學、
幼稚園、特殊教育學校的老師、學生和家長服務，為香港、為國家培養高素質人才。
另外，中心也是在學校以外的一個平台，為學校家長、市民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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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獎禮由主禮嘉賓、主辦機構、贊助機構、評審委員的代表進行啟動儀式，左起 : 陳耀強、呂如意、
張慕雲、楊佩雄、何富祥、李敬忠、中聯辦教科部劉建豐副部長、何啟明立法會議員、楊開永區
議員、徐潤儉、蘇寶桑、甄頌天、鄂健強。

中聯辦教育科技部劉建豐副部長 ( 左二 )、素質教育發展中心董事成員李敬忠先生

( 左一 )、蘇寶桑女士 ( 右一 ) 與大灣區內地獲獎學生代表合影。

素質教育發展中心董事局成員李敬忠先生致辭 素質教育發展中心總監呂如意博士致辭

粵港澳大灣區學生邀請賽——毛筆書法比賽
名次 姓名 地區
冠軍 陳卓妤 澳門
亞軍 林曉靜 泉州
季軍 王思燚 深圳
優異 許裕平 深圳
優異 楊煒成 深圳
優異 鄧郁馨 深圳
優異 蒙志濠 深圳
優異 羅怡丹 深圳
入圍 曾彥瑾 深圳
入圍 陳茹晴 泉州
入圍 王 颺 香港

   粵港澳大灣區學生邀請賽得獎名單

粵港澳大灣區學生邀請賽——國畫比賽
名次 姓名 地區
冠軍 黃敏行 香港
亞軍 鄧日荍 香港
季軍 盧慧倩 深圳
優異 岑汭錡 香港
優異 張皓月 香港
入圍 黃昭敏 深圳
入圍 張 衡 香港

粵港澳大灣區學生邀請賽——繪畫比賽
名次 姓名 地區
冠軍 張詠嵐 香港
亞軍 許立嬋 深圳
季軍 鍾梓瑜 香港
優異 賴彧元 深圳
優異 肖鴻浩 深圳
入圍 王靜雯 泉州
入圍 魏綺清 深圳
入圍 伍瑋聰 香港

粵港澳大灣區學生邀請賽——標語創作比賽
名次 姓名 地區
冠軍 肖明浩 深圳
亞軍 龔璐瑤 深圳
季軍 葉佳莹 泉州
優異 陳茹晴 泉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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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港校際比賽——小學組
硬筆書法 ( 高小組 ) 名次

P4-P6 姓名 學校

冠軍 李思穎 九龍塘學校 ( 小學部 )
亞軍 張渝粵 青山天主教小學
季軍 曾婕翎 天主教石鐘山紀念小學
優異 劉城燁 仁濟醫院陳耀星小學
優異 梁倩儀 育賢學校
優異 黃晞琳 中華基督教會基慧小學 ( 馬灣 )
優異 金煜葉 仁愛堂劉皇發夫人小學
優異 林淑和 仁愛堂劉皇發夫人小學
優異 陳進熹 九龍塘學校 ( 小學部 )
優異 麥程僖 九龍塘學校 ( 小學部 )
優異 伍宏健 九龍塘學校 ( 小學部 )
優異 林子恒 愛秩序灣官立小學
優異 鄭晉晟 鳳溪廖潤琛紀念學校
入圍 黎傲澄 聖方濟愛德小學
入圍 蔡偉銘 仁濟醫院陳耀星小學
入圍 楊杰鵬 興德學校
入圍 賴葉桐 香港道教聯合會純陽小學
入圍 余 薏 育賢學校
入圍 陳詠嘉 育賢學校
入圍 陳  莹 三水同鄉會禤景榮學校
入圍 麥啟豪 聖方濟愛德小學
入圍 王寶澄 慈航學校
入圍 林佳霖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陳式宏學校

全港校際比賽——小學組
硬筆書法 ( 初小組 ) 名次

P1-P3 姓名 學校

冠軍 袁駿熙 育賢學校
亞軍 顧卓欣 育賢學校
季軍 麥婷僖 九龍塘學校 ( 小學部 )
優異 吳詠欣 中華基督教會何福堂小學
優異 林子喬 光明學校
優異 劉嘉妤 新界婦孺福利會梁省德學校
優異 黃文軒 光明學校
優異 宋家豪 新界婦孺福利會梁省德學校
優異 伍芷萱 東華三院周演森小學
優異 黃宇俊 育賢學校
優異 鄧善雯 香港道教聯合會純陽小學
優異 翁子晴 梨木樹天主教小學
優異 孫縹茗 三水同鄉會禤景榮學校
入圍 鄭俊軒 聖公會靈愛小學
入圍 董卓霖 愛秩序灣官立小學
入圍 黃心柔 天主教石鐘山紀念小學
入圍 李子璇 三水同鄉會禤景榮學校
入圍 黃瑞瑋 東華三院高可寧紀念小學
入圍 陳泊諺 三水同鄉會禤景榮學校
入圍 康惠琳 新界婦孺福利會梁省德學校
入圍 劉美伶   育賢學校
入圍 何鎧澄 佛教中華康山學校
入圍 范子康 聖公會靈愛小學
入圍 盧奕妤 深圳市龍崗小學

華偉音樂藝術民歌表演團，著名民歌結他藝術家鍾建華先生 ( 右二 )、鍾偉軒先生 ( 左一 )、蔡芷婷小姐 ( 左 ) 及賴致祥先生 ( 右 )，在頒獎禮上演奏絲路樂章和傳統民歌樂曲。

全港校際比賽——特殊教育組
親子情濃創意繪畫及填色

比賽名次 姓名 學校

冠軍 陳暐韜 匡智屯門晨輝學校
亞軍 李汶駿 禮賢會恩慈學校
季軍 黃子禮 禮賢會恩慈學校
優異 林才津 保良局陳伯強伉儷青衣學校
優異 陳正堯 匡智屯門晨輝學校
優異 麥紀豪 匡智屯門晨輝學校
優異 陳卓峰 保良局陳伯強伉儷青衣學校
優異 李佳鴻 匡智獅子會晨崗學校
入圍 梁海基 匡智獅子會晨崗學校
入圍 成幸汶 禮賢會恩慈學校
入圍 劉榮臻 匡智屯門晨輝學校
入圍 Diallo Ahmad 保良局陳伯強伉儷青衣學校
入圍 張樂瑤 匡智屯門晨輝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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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港校際比賽——最積極參與學校    
明愛莊月明中學 明愛馬鞍山中學 將軍澳官立中學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三中學 天主教慈幼會伍少梅中學 三水同鄉會禤景榮學校
香港道教聯合會純陽小學 慈航學校 仁愛堂劉皇發夫人小學
佛教曾果成中英文幼稚園 天主教聖雲先幼兒學校 元朗東莞同鄉會熊定嘉幼稚園
殷翠幼稚園 保良局金卿幼稚園 善一堂安逸幼稚園
保良局陳伯強伉儷青衣學校

全港校際比賽——幼稚園組
親子情濃創意繪畫及填色

比賽名次 姓名 學校

冠軍 陳駿旻 順德聯誼總會屯門梁李秀娛幼稚園
亞軍 陳文謙 宣道會陳李詠貞紀念幼稚園
季軍 吳唯泰 聖母潔心會黃大仙幼稚園
優異 張鈞淳 佛教真如幼稚園 ( 東涌 )
優異 林樂言 天主教聖葉理諾幼稚園
優異 劉壁滢 天主教聖雲先幼兒學校
優異 何昊東 天主教聖葉理諾幼稚園
優異 劉穎遙 元朗東莞同鄉會熊定嘉幼稚園
優異 呂迪朗 保良局金卿幼稚園
優異 余駿彥 保良局金卿幼稚園
優異 陸泳嫻 世界龍崗學校朱瑞蘭中英文幼稚園
優異 戴灝龍 世界龍崗學校朱瑞蘭中英文幼稚園
優異 溫卓樂 佛教真如幼稚園 ( 東涌 )
入圍 許智銘 善一堂安逸幼稚園
入圍 馮亭睿 宣道會陳李詠貞紀念幼稚園
入圍 陳雪婷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順龍仁澤幼稚園
入圍 梁可澄 保良局金卿幼稚園
入圍 蕭震楠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順龍仁澤幼稚園
入圍 朱正軒 世界龍崗學校朱瑞蘭中英文幼稚園
入圍 李素姍 殷翠幼稚園
入圍 賴彥丞 保良局金卿幼稚園
入圍 徐鎧淬 天主教聖葉理諾幼稚園
入圍 何昊烺 天主教聖葉理諾幼稚園

全港校際比賽——中學組
標語創作比賽名次 姓名 學校

冠軍 鄒昆洋 曾璧山中學
亞軍 蘇 凱 上水官立中學
季軍 汪光越 深圳市鹽田區實驗學校
優異 曹嘉璇 潔心林炳炎中學
優異 李宜蔓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三中學
優異 王俊龍 曾壁山中學
入圍 蔡昌諺 明愛馬鞍山中學
入圍 戴詠熙 明愛馬鞍山中學
入圍 李莹莹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三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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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體器官最重要是那部位？是心臟？是大腦？其實
人體 85% 毛病都與脊椎有關，它是身體的主幹，除了保
護中央神經系統，還控制和協調體內各重要器官和肌肉，
所以「脊椎」被視為是人體第二條生命線，當脊椎出現
問題，必然對整體健康造成很大影響。最新醫學報告顯
示：都市人不健康生活習慣和錯誤動姿導致脊椎病者逐年增加及年輕化。脊椎病已被列為
是“世界第二大疾病及十大被忽視的健康問題”。
  “香港少林禪武醫宗研究學會”為令大家對「脊椎病」的認知，月前在香港舉辦了兩場“全
民愛健康護脊行動，脊椎疾病的預防及治療 ”公益講座。主講者是該學會會長、少林佛醫—釋
延醫法師（董良傑教授）。延醫法師是少林正骨承傳人，更是河南中醫藥大學第二附屬醫院副主
任醫師。兩場講座，吸引大批聽眾，座無虛席，反應熱烈。
  延醫法師闡述「脊椎病」時指出 : 不良的生活習慣、長期錯誤動姿形成脊椎病，引發相關病
症多達幾百種，當中又分為輕、中、重三個級。1、輕，影響外觀及兒童發育，如 : 駝背、大細

面、 較同齡人矮小、高低肩、 O 形腿
等。成因是有蹺腳習慣、坐姿及站姿不
正及長過度使用電腦、電話之類電子產
品，引致脊椎出現 3-5 度的輕度脊椎移
位或側彎輕度的脊椎問題。2、中度脊
椎問題，直接影響生理和心理健康問
題，如 : 失眠、腸胃功能失調、頭痛、
缺乏集中力、注意力和記憶力下降、
時常感到眼乾澀等問題。3、嚴重脊椎
病如駝背，脊椎每年會持續向前彎曲
或側彎 0.5-1 度，脊椎神經及內臟就
會開始受壓，除了影響外觀之外，也
會引發一連串併發症，例如嚴重偏頭
痛，內臟功能受損，當中包括腸胃、肝臟、
心肺、腦等病態。當脊椎問題再進一步漸趨
嚴重，內臟及神經線因受到長期擠壓外坐骨
神經痛、軟組織增生、半身癱瘓、中風、腰
椎間盤突出、影響生育。因人體 85% 的疾病
源於脊椎，所以“病在脊柱，害在內臟”。
  脊椎問題嚴重性，是不容忽視。
  延醫法師表示 : 脊椎病的康復，主要是
通過頸背部功能鍛煉，恢復及增加頸椎的活
動範圍，防止僵硬；同時增強頸背部肌肉力
量，以保證頸椎的穩定性。建議運動應以牽
伸放鬆運動和頸部肌肉力 ; 常記三不口號：
一、不要彎腰不屈膝，二、不要總讓一側受
力，三、不要長時間一個姿勢，以免導致腰
部受力不均勻，導致肌肉容易拉傷。
  另外，注意肩頸保養，經常拉筋、刮痧、
按摩、火療推拿、艾灸等方法均能打通肩頸
氣血阻塞。多做可以活血化瘀、祛風散寒、
疏通經脈、緩解肩頸僵硬、肌肉疲勞、肩周
炎和頸椎病變。
  最後，延醫法師向與會者傳授一套“護
脊功”。它是醫師以少林養生法結合現代運
動醫學創出的一套簡單保健套路，僅花五分
鐘便可從頭到腳運動，希望大家每天練習鍛
鍊強化脊椎，預防脊椎病。 ( 芝芝 )

少林武禪醫僧——延醫法師闡述“脊椎病”及傳授“護
脊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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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上環檸檬王特惠訂購 
產品 小包裝

(60-70克)
數量
(包)

優惠裝
(110克)

數量
(包)

大包裝
(4安士至半磅)

數量
(包)

飛機欖王 $18 $30 $50(半磅裝)
甘草檸檬王 $18 $30 $50(半磅裝)
遠年冬薑 $18 $35 $70(半磅裝)
獨特檸汁薑 $18 $30 $50(半磅裝)
羅漢八仙果 $18 $30 $60(半磅裝)
川貝枇杷蜜煉金桔王 $18 $30 $60(半磅裝)

川貝陳皮王 $18 $30 $50(半磅裝)
川貝蛇膽陳皮 $18 $50(4安士)
川貝話梅肉 $18 $50(4安士)
皇帝話梅王 $18 $50(4安士)
甘草頂角話梅肉 $18   $50(4安士)

特選頂角話梅王 $120(半磅裝)
                                                                                                                                總計︰

凡購物滿$800更可享88折
歡迎零售批發



  中國星火基金會於 1996 年創會，2000 年註冊成為香港特別行政區非牟利慈善機構，一直
以「匡貧興學」協助中國老少邊窮地區發展經濟、及在香港進行慈善活動為宗旨。
  過去「中國星火基金會」主要在內地貧困地區興辦希望工程，幫助農村學生上大學、攻讀研
究生，為農村培養人材。近年比較注重農村貧困家庭中患有先天性心臟病的兒童做手術，挽救一
些瀕危兒童的性命，做了不少扶貧救助的工作。
  現今內地不斷發展，經濟實力持續提升，雖然貧富差距仍然很大；但教育事業普及化，救急
扶危、醫療保障的能力已經有了較大的提高，賑災的社會動員能力強大、慈善事業發展迅速。神
州處處現新貌，政府和社會各方面都重視貧困地區的經濟發展，低收入階層的脫貧工程和教育、
醫療的保障。
  「中國星火基金會」因應新形勢，把慈善工作的重點轉移回歸香港本地，積極參與本港中醫
中藥社區慈善醫療服務，通過推廣中醫中藥的原理，治未病於預防，以養生固本減少疾病，提高
市民體質減輕公共醫療成本和公立醫院的壓力。
  「中國星火基金會」工作重點回歸香港本地，另一方面積極參與香港青少年的素質教育，提
高青年人對國家民族的認識，傳承和發揚五千年的中華傳統文化，培養新一代的特區青年，為特
區的進一步發展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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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漢民 許清泰 鄧耀邦 社區服務處
啟動禮 暨星火之友成立儀式 (2019-5-18)

出席啟動禮暨成立儀式的嘉賓和主禮
嘉賓名單 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聯絡辦公室 新界工作部 張華 部長高級助理
 西貢民政事務署 高級聯絡主任 林綺萌 女士
 西貢民政事務署 高級聯絡主任 彭慧女士

主禮名單 中國星火基金會 主席 羅叔清 BBS, JP
 中國星火基金會 副主席 陶桂英 JP
 中國星火基金會 副主席 陳博智 JP
 中國星火基金會 副主席 蘇寶桑 女士
 中國星火基金會 社區服務處 贊助人 暨 中國星火之友 召集人 陳漢民 先生
 中國星火基金會 社區服務處 贊助人 許清泰 先生
 中國星火基金會 永遠名譽會長 及 社區服務處 贊助人 鄧耀邦 博士

 中國星火基金會主席羅叔清 BBS,JP 致歡迎辭 

  社區服務處今年一月開始為市民服務，超過
2000 人次受惠，已有 20 多個班組活動，有手語、
司儀訓練、3D 打印、家居維修、兒童英語、成人英
語、插花、滴膠、歌唱、普通話、攝影、風水命理、
書法、繪畫、舞蹈、太極、平甩功、法律諮詢、家居
維修講座、血管健康、親子烹飪等。
  中國星火之友之成立是以承傳和發揚中國星火基
金的宗旨：關懷社會事務，促進互助精神，推動社區
活動，服務弱勢社群，以助人為樂，為善最樂，自得
其樂，發揚助人之心 ，盡心盡力，提供服務和協助。
  中國星火基金會社區服務處將進一步加強香港區
內青少年發展，促進年輕一代融入大灣區發展，為年
青一代的全面發展搭建更多的平台和提供機遇。

星火可燎原 愛心曖萬家

中國星火基金會社區服務處贊助人暨中
國星火之友召集人陳漢民先生致辭並介
紹「中國星火基金會陳漢民、許清泰、
鄧耀邦社區服務處」成立以來已開展的
服務和工作展望

中國星火基金會陳漢民、許清泰、鄧耀邦社區服務處
成立以來已開展的服務和工作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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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星火之友召集人陳漢民先生向義工骨幹
頒發委任狀

中國星火之友義工骨幹宣誓儀式，宣誓儀式由中國
星火基金會主席羅叔清 BBS,JP 監誓，中國星火之
友召集人陳漢民帶領義工骨幹宣誓。

20

中國星火基金會成立以來的工作回顧
  中國星火基金會 1996 年成立，2000 年註冊為香港非牟利慈善機構。宗旨「匡貧興學」，
主力協助內地老少邊窮地區發展經濟，同時亦關注香港青少年成長和發展及對有需要人士進行慈
善活動。
  在內地，對貧困地區扶貧，興辦希望工程；至今在全國各地累計捐建 150 間學校、助學助孤，
為農村培養人材，資助農村孩子上大學，供他們讀研究生，每年資助的清貧學生超過 400 名。
資助農村貧困家庭中患有先天性心臟病的青少年做手術，挽救一些貧危孩子的生命，至今累計，
先後成功救治 695 位內地貧困先天性心臟病青少年的生命，捐贈的手術費超過人民幣 5 百萬元。
  在香港，2014 年成立〝星火青年發展基金〞從資源上支持青年人的發展。設立〝星火獎學
金〞，鼓勵和資助香港學生；舉行〝星火行山隊〞、〝星火青年與社會賢達分享座談會〞，組織
青年學生到〝內地義務服務、參觀學習、考察交流〞等等。
  在早期於〝廣東清遠連山瑤族壯族自治縣〞捐助的希望學校的基礎上，於 2017 年設立〝星
火青少年（連山）教育基地〞，為香港青少年的成長注入新元素，組織香港青少年和學生到連山
〝義務教學體現生活〞；在〝黑山梯田〞間進行綠色教育，透過大自然薰陶啟迪，讓學生認識了
解國家的〝三農和少數民族〞政策，以及現時的發展情況。
  中國星火基金會 20 多年來在香港舉辦的活動、社會服務和慈善工作具多元化。
  如：出資修建〝烏蛟騰抗日烈士紀念碑〞梯級扶手欄杆、捐資抗日老戰士活動中心、資助傷健
協會舉辦活動、舉行社區健康檢查推廣計劃、舉辦中華文化學習中心、推行社區慈善醫療服務等。
  近年在香港教育大學及香港恆生大學設立〝星火獎助學金〞，同時在廣州暨南大學籌備《星
火暨大勤學金》，資助在暨大讀書的香港學生。
  舉辦大型青少年活動：《飛虎歸來 維港記憶》香港抗戰歷史文化、《“香港心發現”2015
年香港青少年攝影大賽》、《追夢青春兩岸四地青年微電影》等。

〈星火之友〉義工誓詞
  本人願意加入〈星火之友〉義工組織，尊守本會宗旨，盡己之力，全心全意履行義工所分配
工作，并深知義工工作服務社區，沒有任何涉及禮物或金錢回報。

星光之友
管委會架構
榮譽會長 : 鄧耀邦
會務顧問 : 羅叔清
會  長 : 陳漢民
副 會 長 : 許清泰
會長顧問 : 陳博智
主  任 : 楊展永
執行幹事 : 胡雪招
司  庫 : 陳碧珊

中央人民政府駐港聯絡辦公室
新界工作部張華部長高級助理
頒發委任狀予中國星火基金會
永遠名譽會長、社區服務處贊
助人鄧耀邦博士代表接受

〈星火之友〉義工分享為社區服務心得

青年義工 Kelly 及 Violet

平 甩 功 師 兄 王 子 銀 先 生
(303 健康促進會主席 )

互動英語老師 Mr Q

少數族裔青年代表麥美芬
( 左 )，將軍澳青年會主席莫
繡安女士 ( 右 )。



    香港創意閱讀教育協會自 2014 年成立，一直致力推廣創意
閱讀教育，舉辦創意教育講座和工作坊﹑比賽﹑書籤交換﹑策
劃教師閱讀文化交流團，近期參與協辦教育局舉辦的 〞親喜
閱嘉年華活動 〞。為進一步推動創意教育和閱讀風氣，該會
舉辦「香港小學生創意閱讀報告比賽」，鼓勵小學生分享閱讀
樂趣，多閱讀科普圖書，發揮想像力和創意。今年更特設「全
港小學創意閱讀教案設計表揚計劃」，以 STEM ﹑中國歷史
及文化﹑圖畫技能作為主題，促進小學老師發揮創意，鼓勵創
意教育。
  頒獎禮上香港創意閱讀教育協會董雅詩會長致辭，簡介了
該會本年度豐富多采和充滿創意的活動，並與香港創意閱讀教
育協會區永佳副會長向比賽評判香港大學中文學院講師李詠
健博士﹑創意教師協會主席梁麗嬋博士﹑香港通識教育協會副
主席林伯強先生﹑香港學校圖書館主任協會榮譽顧問葉錦蓮女
士﹑教育出版社編輯主任陳愛娟女士﹑ COi 設計學校高級講
師陳麗森女士，繪本作家灰若女士等，及比賽支持贊助機構 
LIBRARY MASTER 公司代表鄧立志先生﹑風車文化代表張健
泓先生、今日校園﹑ LIBRAY MASTER 公司﹑童閱出版有限公
司﹑小麥文化﹑風車出版社等對是次活動的支持和贊助各種禮
品致送感謝狀。

全港小學創意閱讀教案
設計表揚計畫頒獎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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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創意教育協會董雅
詓會長致辭

香港創意閱讀教育協會董雅
詩會長向香港大學中文學院
講師李詠健博士頒贈感謝狀

香港創意閱讀教育協會董雅
詩會長向創意教師協會主席
梁麗嬋博士頒贈感謝狀

香港創意閱讀教育協會董雅
詩會長向香港通識教育協會 
林伯強副主席頒贈感謝狀

香港創意閱讀教育協會
董雅詩會長向香港學校
圖書館主任協會榮譽顧
問葉錦蓮頒贈感謝狀

香港創意教育協會區永
佳副會長向比賽贊助機構
Library Master 公司代表
鄧立志先生頒贈感謝狀

香港創意教育協會區永
佳副會長向敎育出版社
陳愛娟編輯主任頒贈感
謝狀

香港創意教育協會區永
佳副會長向繪本作家灰
若女士頒贈怠謝狀

創意教師協會主席梁麗
嬋博士致辭

香港通識教育協會林伯
強副主席致辭

香港學校圖書館主任協會
榮譽顧問葉錦蓮致辭

第四屆香港小學生創意閱讀報告比賽暨

全港小學創意閱讀教案設計表揚計劃獲獎教師名單
金獎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小學 劉詠珊
銀獎 靈光小學 蔡詠儀
銅獎 石籬天主教小學 羅玉雲

優異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 章美瑜
優異獎 石湖墟公立學校 譚志慧
優異獎 台山商會學校 何子健
優異獎 聖公會奉基千禧小學 馮淑盈
優異獎 東華三院姚達之紀念小學（元朗） 盧潔玲
優異獎 嘉諾撒聖家學校 ( 九龍塘 ) 李小玲
優異獎 匡智屯門晨曦學校 歐陽嘉
優異獎 十八鄉鄉事委員會公益社小學 劉佩珊
優異獎 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 李瑩瑩
優異獎 台山商會學校 區永佳

香港學校圖書館主任協會葉錦蓮名譽顧問向部
份獲獎老師頒獎

香港創意閱讀教育協會董雅詩會長向部份獲獎
老師頒獎

金獎得主
伊利沙伯
中學舊生
會小學劉
詠珊老師
分享心得

銀獎得主
靈光小學
蔡詠議老
師分享心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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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屆香港小學生創意閱讀報告比賽
創意閱讀報告 平面組獎項

名次 學校 獲獎學生

冠軍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小學 卓宇婕

亞軍 拔萃女小學 余正穎

季軍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小學 劉繕熒

優異獎 拔萃女小學 紀卓言

優異獎 油蔴地天主教小學 ( 海泓道 ) 劉思慧

優異獎 東華三院鄧肇堅小學 邱小豪

優異獎 東華三院鄧肇堅小學 黃熙童

優異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慈小學 李心悅

優異獎 拔萃女小學 林慧淇

優異獎 佐敦道官立小學 許芷晴

優異獎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陳式宏學校 彭殷怡

優異獎 循理會美林小學 周汶錡

優異獎 彩雲聖若瑟小學 葉景霖

第四屆香港小學生創意閱讀報告比賽 創意閱讀報告 立體組獎項
名次 學校 獲獎學生
冠軍 寶血會思源學校 陳頌懃
亞軍 嘉諾撒聖家學校 ( 九龍塘 ) 曾萃盈
季軍 樂善堂楊仲明學校 林宇晴

優異獎 嘉諾撒聖家學校 ( 九龍塘 ) 林舒敏
優異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 朱永鏗
優異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 陳家華
優異獎 仁濟醫院蔡衍濤小學 劉思雅
優異獎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小學 林雍婷、蔡詩雅、吳芷君
優異獎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小學 蔡兆聰、林卓翹、周晉毅
優異獎 青衣商會小學 林彤彤
優異獎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小學 周愉琳
優異獎 錦田公立蒙養學校 楊麗彤
優異獎 青衣商會小學 曾祥傑

第四屆香港小學生創意閱讀報告比賽 創意閱讀報告 多媒體組獎項
名次 學校 獲獎學生
冠軍 聖公會聖紀文小學 韓啟麟、鄭鈞均、李彥彤、陳伊彤、文詠瑤
亞軍 聖公會李兆強小學 莊子昊、莊子雋
季軍 鳳溪創新小學 章嘉穎、陳嘉祺

優異獎 心光學校 陳柏霖、梁健聰
優異獎 秀茂坪天主教小學 陳梓謙、吳梓浩、嚴仁健
優異獎 鳳溪創新小學 林珈賢、何啟菲
優異獎 鳳溪創新小學 周爾軒、趙梓皓
優異獎 聖公會聖多馬小學 盧悅希
優異獎 寶血會思源學校 梁羨琪
優異獎 聖公會李兆強小學 關迪文
優異獎 寶血會思源學校 張紫然
優異獎 鳳溪創新小學 鍾尚賢、黃戴愛特
優異獎 油蔴地天主教小學 ( 海泓道 ) 柳顯哲

第四屆香港小學生創意閱讀報告比賽
優秀教師指導獎

獲獎老師 學校
1 曾愷儀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小學
2 Mrs M Kan 拔萃女小學
3 李亮陞 油蔴地天主教小學 ( 海泓道 )
4 趙瑨穎 東華三院鄧肇堅小學
5 唐詠琪 中華基督教會基慈小學
6 吳聲泉 佐敦道官立小學
7 伍淑玲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陳式宏學校
8 梁佩儀 循理會美林小學
9 梁穎汶 彩雲聖若瑟小學
10 何燕齡 彩雲聖若瑟小學
11 陳愛嫦 寶血會思源學校
12 李小玲 嘉諾撒聖家學校 ( 九龍塘 )
13 黎海思 樂善堂楊仲明學校
14 章美瑜 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
15 戴志梅 仁濟醫院蔡衍濤小學
16 梁海健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小學
17 梁煥芝 青衣商會小學
18 羅葦菁 錦田公立蒙養學校
19 羅雄濱 聖公會聖紀文小學
20 黃志恒 聖公會李兆強小學
21 陳玉瑟 鳳溪創新小學
22 廖啟軒 心光學校
23 林意銘 心光學校
24 黃俊安 秀茂坪天主教小學
25 鄧燕萍 聖公會聖多馬小學

香港大學中文學院講師李詠健博士與平面組
冠軍 ( 左 )、亞軍 ( 中 )、季軍 ( 右 ) 同學合照

香港創意閱讀教育協會區永佳副會長與部份
獲優異獎同學合照

香港通識教育協會林伯強副主席與立體組冠軍
( 左 )、亞軍 ( 中 )、季軍 ( 右 ) 同學合照

教育出版社陳愛娟編輯主任與立體組部份優異
獎同學合照

創意教師協會主席梁麗嬋博士與多媒體
組冠軍同學合照

梁麗嬋博士與多媒體組亞軍同學 ( 左 )，
季軍同學 ( 右 ) 合照

COi 設計學校陳麗森高級講師與多媒體
組部份優異同學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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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陵君簡介
  信陵君是戰國時代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魏安釐王時期官至魏國上將軍。信陵君又名魏

無忌，是魏昭王的兒子，魏安釐王同父異母的弟弟，後世亦稱魏公子。

  信陵君乃「戰國四公子」之一，其他的還有 : 齊國孟嘗君田文、趙國平原君趙勝、楚國春

申君黃歇。此四君子皆明智而忠信，尊賢而重士，各有門客三千，這是戰國後期所興起的「養

士之風」，朝中大臣皆肯為國家招攬人才，以報君恩。

  ＜信陵君救趙＞，其實是三、四十年前中文課必修課文，也是中學會考熱門題目之一，可

是大部分學生修讀這篇文章時，都不了解秦兵圍攻邯鄲的危急情況，包括本人。直到較早時播

出的大型歷史劇集《皓鑭傳》，才知道到當時趙國所面對問題之嚴重，所以《皓鑭傳》也有其

貢獻的。

  根據史書記載，公元前 260 年，秦趙兩國交戰日久，未分勝負，趙國孝成王中了秦國之反

間計，在陣前易帥，以一個年青一代的趙括，換走了身經百戰的老將帥廉頗，結果趙軍慘敗，

被秦國大將白起，坑殺趙卒四十多萬人！

  其後秦兵圍攻邯鄲，趙國軍情告急，向魏楚兩國求援，若是援兵不到，趙國獨力難支，將

危在旦夕！ 

信陵君竊符救趙
  史籍記載，公元前 257 年，秦國大軍壓境，包圍了趙國都城邯鄲，形勢非常危急。趙國平

原君趙勝，多次向魏王和信陵君送信，請求援兵，魏王派將軍晉鄙領兵十萬去救趙。後來怕惹

秦怒，又止於路上，通知晉鄙留在鄴紮營駐防，以觀望形勢發展。

  且說魏國信陵君與趙國丞相平原君，私交甚督，且屬姻親關系：平原君的妻子是信陵君的

姐姐。因此當他收到趙相平原君之求救信，在公在私都要出手相助。

  時魏國雖已出兵，但滯留路中，因為魏王怕惹秦怒，信陵君勸之無效，知道情勢危急，若

不發兵，趙國危矣！

  他為此憂慮萬分，屢次請求魏王出兵，門客也用盡各種辦法勸說，但魏王畏懼秦國，始終

不肯出兵。

  他知道魏王出兵救趙無望，又不想看著趙國滅亡，於是湊齊戰車一百多輛，打算帶著自己

門客，前往趙國和秦軍死拼。

  他的車隊路過夷門時，遇見侯嬴，把情況告知，侯嬴勸阻他說，此去如同丟肥肉予餓虎，

全無作用，並向他秘密獻策……教他去找魏王的寵妃如姬幫忙，令如姬從魏王的臥室，盜取晉

鄙的虎符。因為信陵君曾遣門客為如姬報殺父之仇，如姬肯定會為他效命。他聽從了侯嬴的計

策，前去請求如姬，果然順利盜出兵符。他持符再次向侯嬴辭別，侯嬴又讓他帶大力士朱亥同

行，以便晉鄙不交出兵權時，讓朱亥擊殺他。

誰解邯鄲之圍？
  相信大家都有看過電視劇《皓鑭傳》，這套片的場面偉大，幕幕驚心，製作認真，在本港
電視台播出，大受觀眾歡迎，創下近年收視率的歷史新高！
  這是一部以戰國晚期到秦朝為背景的電視劇，劇中的很多人物都有歷史原型。但是本人覺
得，這劇集至可惜的地方，就是當秦兵圍攻邯鄲之際，沒有提及＜信陵君救趙＞這個歷史典故。
  凡有看過電視劇《皓鑭傳》的，大家都誤以為當年秦國派重兵圍攻趙國邯鄲，形勢危急，
全靠李皓鑭巧佈《火牛陣》，還有《火燒籐甲兵》，方解趙國邯鄲之圍。這套片把所有的功勞
都歸於李皓鑭，皆因為她是主角，在技術上必須對她的聰明才智多加渲染，其實這些情節，都
是不符史實的。
  至於真正「解邯鄲之圍」的大功臣，乃是魏國信陵君，竊符救趙，十萬援兵趕到，方解邯
鄲之圍。可惜《皓鑭傳》遺漏了這一段有情有義的重要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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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臨別時侯嬴對信陵君
說：
  「 公 子 至 晉 鄙 軍 之
日， 北 向 自 剄， 以 送 公
子。」
  信陵君到了鄴，拿
出 兵 符 假 傳 魏 王 的 命
令，要代替晉鄙擔任將
領。晉鄙合了兵符，驗
證無誤，但還是表示懷
疑，謂未與魏王確認之
前，不想交出兵權。此
時 朱 亥 用 鐵 椎 殺 死 晉

鄙，強行奪權。
  信陵君統領晉鄙的軍隊後，命令士兵道：父子都在軍中的，父親歸家，兄弟都在軍中的，
兄長歸家，獨子一人的，回家贍養父母。精選士兵八萬開拔前線。與此同時，楚國也派出春申
君黃歇救援趙國，在楚、魏、趙三國的聯合下，反包圍了進攻邯鄲的秦軍，秦將鄭安平率領二
萬人投降，解除了邯鄲之圍。
  邯鄲大捷後，魏無忌知道自己盜取魏王的兵符，假傳君令擊殺晉鄙，魏王一定會非常惱怒，
所以他讓將領們帶著魏軍返回了魏國，而他和門客留在了趙國，長達十年之久。

司馬遷《史記·魏公子列傳》 原文：
  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昭王薨，安釐王即位，封公子爲信陵
君。
  公子爲人，仁而下士 ……士以此方數千裏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
多客……魏有隱士曰侯贏，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
肯受……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又謂公
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原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公子愈恭。
市人皆以贏爲小人，而以公子爲長者，能下士也。於是罷酒，侯生遂爲上客。
  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平原君數遺魏王及公子書……魏
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衆救趙。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而諸侯敢救趙者，
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名爲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
原君使者於魏魏公子曰：“勝所以自附爲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爲能急人之困。今邯鄲旦暮
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及賓客辨士說王萬端。
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

  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
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笑曰：“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而欲赴秦軍，
譬若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公子再拜，因問。侯生乃屏人間語曰：“贏聞晉鄙之兵符常
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出入王臥內，力能竊之……如姬之慾爲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
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卻秦，此五霸之伐也。”
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兵符與公子。
  公子行，侯生曰：“……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
可使擊之”……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
鄉自剄，以送公子。”公子遂行。
  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今吾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
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
軍……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趙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於界，平原君負欄矢
爲公子先引。趙王再拜曰：“自古賢人，未有及公子者也！”……公子與侯生決，至軍，侯生
果北鄉自剄。
  魏王怒公子之盜其兵符，矯殺晉鄙，公子亦自知也。已卻秦存趙，使將將其軍歸魏，而公
子獨與客留趙。

如姬的結局如何？
  雖然信陵君成功地竊符救趙，但是留在魏國的如姬，幫助信陵君盜符之後，到底她的下場
如何呢？實在令人擔心，可是史記並無記載如姬的下場？
  記得五年前，我曾經請教過一位高人，他就是小說週刊《武俠世界》的前總編輯區景浩老
師，他同意我的想法，如姬盜符的下場一定是悲慘的。看哪，連那個在幕後指揮的侯生也要自
盡，更何況是親手盜符之人，其罪責是何等嚴重。要知道盜兵符乃是彌天大罪，絕對不是開玩
笑的，她在盜符的一刻，就註定是死路一條！
  他還告訴我，雖然史書並無記載如姬的下場如何？但在 1973 年，邵氏公司所拍攝的電影
《盜兵符》，如姬是被判問吊的，這樣交代了如姬的下場，甚為合道。
  另外，1953 年香港長城電影拍攝的《絶代佳人》，由金庸編劇，由古典美人夏夢扮演如姬，
描述如姬在灌醉魏王後竊得虎符，使信陵君救了趙國，但事後魏王下令斬殺如姬！如姬的一生
跌宕起伏，從悲慘過人的身世，到成為信陵君的門客與之相愛，再到入宮為妃，為了報恩而盜
竊兵符，最後壯烈犧牲，全劇充滿了戲劇性和張力。
  金庸先生說：
  「過去的劇作把信陵君描寫得太理想，已有史家指出不符合歷史觀點，《絶代佳人》的重
心則是放在如姬身上，把報父仇與反對秦國的殘暴聯系起來。」
  由此可見當年的電影工作者，在故事的取材，是何等用心，所以其廣受好評！
  該片於 1957 年獲文化部優秀影片榮譽奬，金庸榮獲文化部編劇金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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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國隱士侯生
  信陵君禮而下士，他之所以能夠解邯鄲之圍，全賴隱士侯生 ( 侯贏 ) 的出謀劃策，他才是
救趙的幕後英雄！     
  這證明了信陵君慧眼識英雄，大會賓客，請侯生爲上客，也證明了民間有高人，所謂大隱
隱於市，有誰料到，這老人竟有通天本領，在危急關頭發揮重要作用：
  他既能洞悉深宮內院的宮廷秘密，又懂得在基層發掘人才，首先教信陵君令如姬從魏王的
臥室，盜符救趙！
  你會覺得奇怪嗎？他怎知道如姬會甘願
冒生命危險，為信陵君盜符救趙呢？要知道
兵乃王權之本，盜兵符乃是死罪，比起盜竊
金銀財寶的罪責，還要嚴重千百陪，誰敢為
他冒險犯難呢！由此可見他的眼光獨到，計
算準確，方能下此決定，可謂神機妙算。
  他又推薦力士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
殺晉鄙，信陵君遂將兵權，擊秦軍，救邯
鄲，估計他是有很廣闊的人脈網絡。最後，
他視信陵君為知己，甘願付出一切，包括
生命，以求完成＜信陵君救趙＞的天大任
務！
  另一方面，由此亦可窺見信陵君用人
之道，是如何深得民心，受大眾支持，才
有人甘心為他賣命，包括侯生、如姬、朱
亥、和一班忠肝義膽的門下食客！

信陵君身的後評價
  信陵君身後，受到許多大梁人民的敬仰，被奉之為神，在大梁有信陵君祠，後改為大相國
寺。因信陵君是王族之後，有的後人便改姓王，後人有京兆王氏等。
  劉邦早年為遊俠，自青年時仰慕信陵君，他稱帝之後，每經大梁，都祭奠信陵君，命五戶
人家為信陵君祭祀與掃墓。
  唐朝李白有詩云：
  「大梁貴公子，氣蓋蒼梧雲。若無三千客，誰道信陵君？救趙複存魏，英威天下聞。
   邯鄲能屈節，訪博從毛薛。夷門得隱淪，而與侯生親。」
  由此可見，信陵君去千乘之位，而入虎穴，以急朋友之難，是何等的受人尊敬啊！

 圖片 : 網絡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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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獎
廣告人、「萌動學生創作團」創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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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會重演  潮語也回頭
  某天，在網上看到幾篇剪報，都
是些企業管理層在抱怨，認為新一代
的年輕人欠責任心，功利主義，好逸
惡勞……有電子廠老闆投訴，新員工
不肯加班，周未特別喜歡郊遊燒烤……

  等一等，燒烤？是指韓燒嗎？香
港還有電子廠嗎？看清楚，原來是
1987 年的舊報紙，不過，讀起來，
除了沒有採用「廢青」之類的字眼外，
和今天的報章評論，沒有太大分別。

  大家不妨計一計，1987 年的 20 歲新一代，
不正是今日的中年管理層嗎？（哈哈，也有我
的份兒！）當年被上一代指責，現在自我感覺
良好，回憶因距離變得模糊了，居然又用同樣
的字眼埋怨新一代。

  看到了吧！只是區區三十年，如果沒有客
觀的記載，人的記憶與感覺是靠不住的！歷史
的確有不斷重複的跡象，用心讀，好運氣的會
學到智慧，至不濟也享受一些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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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賴茅」登陸香港兩年多，酒體醇厚、豐滿餘味悠長，在港零售價千元左右，
友人謂“抵飲”! 一時間酒話連篇。

  酒話我不會說，只是奇怪「賴茅」既是名酒，緣何一直無聞 ? 通過酒瓶的仿古
標貼介紹再探本尋源，終於找到一絲脈絡。當晚品嚐的「賴茅」，是「貴州茅台股
份有限公司」的“傳承”版。酒瓶標貼介紹 :「1953 年，人民政府在整合“賴茅”
等三家私人釀酒燒坊基礎上，成立了地方國營茅台酒，現為貴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
司。賴茅酒的復出，旨在傳承茅台的歷史文化，再現古老的醬香經典」。

  中國釀酒文化始於商朝，有三千多年歷史，堪稱源遠流長。貴州遵義仁懷市茅
台鎮(解放前是村)得天獨厚，山明水秀、人傑地靈，自古以來是名釀之地，燒坊(釀
酒廠 ) 處處。傳承的茅台醬香酒的生產工藝，被譽為是中國白酒工藝的活化石。生
產是一年一造，先是在端午節製曲、重陽下沙(投放制酒的主料—高粱)、二次投料、
九次蒸煮。前兩次蒸煮都不取酒，到第三次蒸煮時十二月至一月，開始第一次取酒。
之後再對酒糟進行攤涼、加曲、收堆、下窖等流程。如此周而復始，每月一次，直
至第七次取酒完成後，時間已經到了第二年的八月，酒廠才開始「丟糟」。第三、四、
五次出的酒最好稱為「大麯酒」，第六次取酒為「小麯酒」，第七次取酒為「追糟酒」。

  新酒產生後要進入陶土酒罈中封存，形成「基酒」。第一年進行「盤勾」，就是
按照窖面醬味、窖中醇甜、窖底香型三種味道進行同味合併，然後再存放三年。三年
後，按照酒體進行「勾兌」，最後一項工序是調味，這也是酒廠的核心機密。勾兌、
調味完成後，還要繼續存放半年至少一年，等待醇化和老熟後才進行灌裝進入市場。

  解放後被合併的三家有名燒坊 : 恆興之“賴茅”( 賴永初 )、榮和之“王茅”( 王
立夫 )、成義之“華茅”( 華聯輝 )，之後統稱為「茅台」。被「整合」後冠姓茅台
長期湮沒。改革開放後，賴、王、華三家後人幾番興訟要收回商標，官司持續了九
年，期間茅台市場陷入混戰。直至2014年茅台集團再次註冊成功，國酒之父「賴茅」
( 傳承 ) 終“重見天日”。� ( 周柔 )

  友好共聚，東主以貴州「賴茅」饗客，以為此酒是藉「茅台」
之盛名促銷。友人說我孤陋寡聞，此酒乃現今國酒茅台之父，更早
聞名於世，於 1915 年在美國舊金山舉辦之「慶祝巴拿馬運河開航
太平洋萬國博覽會」獲金獎 ;2011 年在 ` 貴州一次中國名酒拍賣會
上，一瓶產自 1935 年的絕版「賴茅」，更以一千零七十萬天價成
交。

  筆者對茅台的認知是始於上世紀六十年代，當年的白酒只是三
兩塊錢一瓶;茅台算是高價白酒，亦只是賣七元五角。迨七十年代，
美國總統尼克松、日本首相田中角榮相繼訪華，周恩來總理在國宴
上以茅台饗客，醬香佳釀因而被稱為國酒，身價百倍，現時一瓶普
通的茅台在港銷售起碼近三千元，年份久遠的更是以萬元計。友人



歷史通識填充題有獎遊戲
地址 : 第一城
姓名 : 麥先生 

地址 : 曉豐灣畔
姓名 : 曾小姐 

成語遊戲
地址 : 灣仔石水渠街
姓名 : 勞先生

地址 : 田灣邨
姓名 : 張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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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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麗東海景豪苑
姓名 : 譚先生

地址 : 新都城 2 期
姓名 : 單小姐

熊公仔
（一個）

大石砸死蟹 -----  指一些人利用權力和地位，迫使他人屈服於強權之下

雞 同 鴨 講 -----  形容二人語言不通，現時多形容兩人無法達成共識。

掂 過 碌 蔗 -----  「掂過碌蔗」的「掂」在過去，廣東講「掂」是直的意思，大家都會
說「打掂擺」、「橫掂都係」。「掂過碌蔗」是一些事情比蔗還要直，
意思指事情進行得十分順暢。

死牛一面頸 ----- 形容人脾氣倔強、一成不變、墨守成規、故步自封等。

查詢電話：3153 2322

樂怡生活讀者和社團歡慶訂購
推介期有特別優惠詳情歡迎來電查詢

產品 產品資料 售價

產品名稱 :
53℃賴茅酒 ( 傳承 )
包裝 :
1 瓶 500 毫升
1 箱 6 瓶

直銷價 $988
( 1 瓶 )

產品名稱 :
53℃賴茅酒 ( 端曲 )
包裝 :
1 瓶 500 毫升
1 箱 6 瓶

直銷價 $588
( 1 瓶 )

樂怡生活   電話：3153 2322
       傳真：3153 2182
       電郵：contact@privilegehk.com 
       地址 : 龍新蒲崗大有街 34 號新科技廣場 19 樓 1902 室

支票付款  請將支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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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樂怡生活」服務
部自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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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將入數紙傳真或電郵至「樂怡生活」服務部，確
認後到「樂怡生活」服務部自取。 

現金支付  致電「樂怡生活」服務部確認，攜同現金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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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樂怡生活」服務部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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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意心身靈 舒筋活絡健體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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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樂怡邀請，由去年五月開始我能在此與大家見面；與大家聊了無極生太極，太極生四
象中在拳裏表現的分陰陽，起承開合，朋捋擠按等“招勢”；也介紹了八法五步這一個國家最
新推廣的太極小套路，
  過兩天該是我步入 50 加的日子，先預祝我自己與大家都能獲得世界上最大的幸福健康與
快樂！
  這個月，爲大家介紹的是我為精神康復會拍攝的一套 3 分 30 秒
寓意心身靈舒筋活絡健體操。動作如下：
  動作簡單易學易練，但可在短時間内將身體三焦，脊椎，關節，
甚至經絡伸展開，氣血周流，任督兩脈暢通無礙，確實值得推薦；這
可是我推廣養生太極 20 年悟出的真理，我每天都會練一練，也希望大
家能喜歡。

2.2 有向外伸展之感曲肘 2.3 雙手上伸延（脊直隔膜開） 2.4 下落平肩手心朝上

2.5 屈肘 2.6 由内向前伸 2.7 鬆肩兩手分

2.8 下落 3.1 起手平肩 3.2

3.3 下按至胸 3.4 向後伸 3.5 外旋還原

1.1 兩臂平肩擧（有向外伸展
之感）

1.2 曲肘 1.3 雙 手 上 伸 延（ 脊 直 隔 膜
開）

1.4 沉肩陲肘與肩平 1.5 雙手回收大腿側（至指尖
微漲感）

2.1 第二式同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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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起勢 4.2 兩手上擧相合 4.3 向左下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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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暉
李暉武術文化中心創辦人

4.4 俯身按地雙腿直 4.5 至中擡頭慢起身 4.6 還原

5.1 手平擧 5.2 右下按 5.3 俯身按地

5.4 至中擡頭還原 6.1 雙手展開身後仰 6.2 俯身雙手按太溪

6.3 身體直立雙合手 6.4 半蹲雙手左右推 6.5 收勢

競猜燈謎方法：
歡迎讀者競猜燈謎，請將答案連同姓名、電話、電郵﹑通訊地址資料電郵至「樂怡服務」。答
對的讀者，先到先得，名額 ( 兩個 )，贈送禮品一份。每期燈謎，每名讀者只可競猜一次（請以
正楷填寫及資料齊全）。

參加競猜謎語的報名表格
姓名            先生 / 小姐   電話         電郵

通訊地址

傳真至 3153 2182   電郵至 contact@privilegehk.com

答案

童 三 軍
謎語大王

活動須受有關條款及細則約束，如有任何爭議，本公司將保留最終決定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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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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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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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暑假 , 不少同學都希望利用假期尋找暑期工以賺取零用和汲取工作經驗。然 而 ,

求職心切又缺乏人生經驗的同學 , 很容易成為騙徒的目標。面對不同的招聘方式及 陌生

的招聘程序 , 同學們必須冷靜謹慎 , 接受聘用前須詳細了解工作性質 , 衡量自己能 否勝任 ,

並提防網上虛假招聘資訊 , 切勿因求職心切或貪圖高薪而讓不法之徒有機可 乘 , 招致損

失或被騙徒利用以致誤墮法網。 

  雖然不法之徒行騙的手法很多 , 但只要小心謹慎 , 不輕舉妄動 , 便可避免受騙和蒙

受損失 : 

1. 持平實的態度及目標
  求職時應持踏實的態度 , 所謂「一分耕耘 , 一分收穫」, 不要隨便相信「無需經驗、

學歷」, 又「人工高、福利好」的招聘廣告。 

2. 面試時提高警覺
  前赴面試 , 要緊記個人安全 , 避免獨自到異常偏僻的地點面試 , 並應留意面試過程

是否過份草率。 

3. 不要隨便繳交款項或 
  交出重要文件 若被要求繳付任何費用 , 應該 問明用途 , 不要隨便交出個人 重要文件 ,

包括身份證、銀行卡 或支票等。  

4. 小心檢查合約內容及附帶條件
  簽署任何合約或文件前 , 要細閱所有條款 , 如有不清楚的地方 , 不要立即簽約。 

5. 留意工作範圍是否與廣告或面試所述相符
  若已受聘 , 應注意工作內容與招聘廣告或面試所述是否相同。若果僱主提出無理要

求 , 應斷然拒絕 , 更不要替僱主進行非法工作。若涉及刑事罪行 , 有機會被留案底 , 影響

前途。 

求職公事包 謹記求職騙案種類多 時刻警覺諗清楚 
市民如懷疑遇到騙案 , 可致電警方 24 小時「防騙易」熱線 18222 查詢。 

( 資料提供 : 港島總區防止罪案辦公室 )



（宣傳）

  天然食物如白蕓豆等食物中，本身就含有澱粉酵素阻斷成分，能控制血糖，減少脂肪積聚，

對愛美和需要體重控制的人仕白蕓豆是其中一個好選擇。

 

  一杯好咖啡，可令你提神醒腦。愛美又有品味的你，如

果想品嚐一杯美味又可助你體重控制的咖啡，一定要試試雙

豆合一的「國珍白蕓豆香濃黑咖啡」。根據西方醫學研究

顯示，每日一杯咖啡除了提神外，對身體的健康亦有幫助，

因為咖啡能促進腎臟機能利尿除濕，加上白蕓豆的成分天

然，無副作用，安全可靠，令你的瘦身減脂大計，事半功倍，

指日可待！

控制體重
好幫手！

冲調方法：
建議飲用時不用加糖或煉
奶，如果使用松花鈣奶、
松花木寡糖和松花果蔬粉
等調味，營養更全面。

飲用時間：
腸胃功能正常的愛美人仕
可餐前飲用，能抑制澱粉
的分解和吸收或運動前半
小時飲用，可促進脂肪分
解，提升瘦身效果。

飲用量：
根據每人的喜好或咖啡耐
受情況，建議每天 1-2 杯
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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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元1盒
(1盒15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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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食品國珍松花粉優惠訂購
產品 價格 數量

白蕓豆香濃黑咖啡 $75 (15 包 )

破壁松花粉 $265 (30 包 )

松花粉 $150 (108 片 )

松花鈣奶粉 $120 (18 包 )

壓榨油茶籽油 $290 (2 斤 )

                                                                                                                         總數

破壁松花粉 松花粉 松花鈣奶粉 壓榨油茶籽油



1.   意大利的 Pico Maccario Lavignone
紅酒配血鴨很不錯

2.  法國生蠔以 crispy 見稱
3.  手製甜品碟像一幅畫
4.  菠菜帶子意大利芝士
5.  餐廳裝潢走法式優雅路線
6.   黑松露雪魚茸配法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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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珊貓 Susanne

  特 別 節 日 想 吃 燭 光 晚 餐 但 又 不 想 去 酒 店 太 貴？
Hollywood 49 法國餐廳會是個不錯的選擇。從前位於
中環的 Hollywood 49 法國餐廳由於大廈被收購而被迫
搬遷，現今遷至灣仔杜老誌道樓上舖已一年多，難得新
址亦有不少老客戶捧場。餐廳裝潢走法式優雅路線，燈
光昏暗，每枱都有點上蠟燭及花瓶擺設，氣氛浪漫，最
適合情侶來享受燭光晚餐。
  Hollywood 49 菜式選擇很多，第一次來不妨選擇
二人套餐（$988 + 10% 的 5-course 套餐），包括有法
國生蠔、前菜兩款、招牌魚湯、主菜一款及甜品，當然
上前菜前也有兩款自家製麵包，及包括咖啡或茶，所以
份量而言是相當豐富，肯定能滿足你的胃口。
  Fine Dining 當 然 少 不 了 品 酒， 經 理 Sunny 很 友
善 又 健 談， 原 來 他 本 身 也 是 Sommelier ( 侍 酒 師 )，
這夜特別推介我們選了來自意大利的 Pico Maccario 
Lavignone 紅酒，此酒愈飲愈香濃，跟主菜血鴨也很配，
真的沒有介紹錯！ 

  頭盤是法國生蠔，口感 crispy，新鮮且海水味濃。然後服務員即端上新鮮烘焙的自家製麵
包，麵包很鬆軟，塗上牛油更香口。而自選頭盤兩款是黑松露雪魚茸，將雪魚茸塗上薄薄的法
包上，啖啖鮮味，但不會太咸，帶少少松露香。另一道菠菜帶子意大利芝士，菠菜上有鮮帶子
配 mascarpone，帶有淡淡的鮮味。招牌法式魚湯亦非常鮮甜，充滿了海鮮的味道，值得一試。
  主菜是法式血鴨，這道菜比較少地方吃到，鴨肉呈粉紅色，肉質鮮嫩，口感與牛排相似，
主菜是二人份量，有鴨腿及鴨胸肉配菠菜，配上特製的茨汁鴨香味更突出。 
  最後是手製甜品碟，主角是 Earl Grey 芝士蛋糕，配三款不同口味的馬卡龍及冰凍的雜莓，
擺盤像一幅繽紛的圖畫，吃到這裡已不知不覺地過了兩個多小時，美酒佳餚，是令人非常滿足
的一餐。 撰文及攝影：蘇珊貓 Susanne

Hollywood 49 法式餐館
地址 : 香港灣仔杜老誌道 6 號群策大廈 6 樓
電話 : 2347 7009

法式血鴨很少地方吃得到

1

2

3

4 5 6



48

趣味廣府話的正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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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內憂外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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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捩 咁 棄
讀音︰捩咁棄的廣府話近音是「呢咁 hea」。
解釋︰做事求求其其、得過且過、一塌糊塗、hea 住做等意思。
例句﹕佢做咩嘢都捩咁棄，無樣嘢會認真做。

 虢 礫 緙 嘞
讀音︰虢礫緙嘞的廣府話近音是「隙溺卡嘞」。
解釋︰形容林林總總的東西。
例句﹕你張枱咁多虢礫緙嘞野，好心就執下佢啦！

 心 悒
讀音︰心悒的廣府話近音是「心噏」。
解釋︰形容內心感到不安。
例句﹕人又年紀大，又體弱多病，啲細路又唔理，真係睇到心都悒埋。



【註釋】 上水有一座廖萬石堂，是上水廖氏
的祖祠。據說北宋末年，廖氏先祖
父子五人都曾為官，食祿萬石，其
後人為紀念先祖顯赫功跡，建下祠
堂，名為「萬石堂」。「萬石堂」
為三進瓦頂建築，有三個大廳和天
井，簷邊雕塑華麗，是一座古典
的殿堂。據資料顯示，廖萬石堂
建於清朝乾隆時代之前，歷代有
過重修。香港政府當局已列為法
定古跡保存。另在上水圍鳳南路
那邊，還有一間廖萬石堂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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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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水廖萬石堂

手機通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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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遇與挑戰
  世界第二大智能手機製造商華為再遇的麻煩：谷歌（Google）表示將會禁止華為使用
谷歌旗下基於安卓操作系統開發的手機軟件。
  這家中國科技公司的未來發展，如今將取決於人們對於谷歌這家搜索引擎公司旗下一系
列軟件的依賴有多大——這其中包括 YouTube、谷歌地圖和 Gmail。
  這一舉動發生在特朗普政府將華為列入一份限制名單之後。美國公司必須獲得許可證
書，才能與該份名單上的公司進行貿易合作。
  谷歌的決定將意味著，華為手機的安卓系統更新將會受到限制，並且不能進入 Google 
Play 的應用商店。
  根據路透社的報道，Google 發言人表示，“現有的華為用戶不受影響，包括 Google 
Play 及安全系統等，都將繼續在現有的華為手機上運作”。這意味即使 Google 措施生
效，舊有華為手機用戶將不受影響。Google Play 商店的現有華為手機用戶，仍能下載由
Google 提供的更新。
  華為已經在中國註冊「華為鴻蒙」商標。據中國國家知識產權商標局網站所示，有關服
務涵蓋「圖形加速器、文件管理用計算機程序、操作系統程序、計算機操作程序、計算機操
作軟體、計算機中央處理器、音頻和視頻設備操作控制用計算機軟體等」華為自行研發的作
業系統，最快今秋在中國推出，國際版預計明年第一二季發佈。可見，如果美國繼續封殺華
為，鴻蒙系統將在未來的華為裝置上扮演一個極其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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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裏乾坤 ( 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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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羅蘭山
  港島大潭郊野公園，有紫羅蘭山 ( Violet Hill，昔日土名高桐山 )，景色優美，登峰近可
俯覽淺水灣和赤柱半島，遠則可眺珠海市管轄的擔杆列島。不過常有人說，山坡上無紫羅蘭，
實在名不副實。
  這個誤會，實因「紫」字而起。事實上，該處山坡，有一種野生的草本植物——桔梗，
夏末秋初花開，花瓣呈紫色。昔日測繪地圖的英國人及市民均不知其名，姑且以紫花而稱之
紫羅蘭。由於這名優雅，又廣為人識，遂稱之為紫羅蘭山。
  桔梗是多年生的草本植物（學名 Platycodon Grandiflorum），多長於空曠山坡。花朵
呈闊鐘形，紫藍色，根部肥大，可入藥，主治感冒咳嗽、支氣管炎等。月代李時珍在《本草
綱目》卷十二解釋：「此草之根結實而梗直，故名。」外國亦有園藝家，栽培它作觀賞，稱
為 Balloon Flower。
  20 世紀初期，有生草藥小販到該處山頭挖取其根部，售於街市，故政府明令禁止。
1937 年訂立的《林務條例》（Forestry Ordinance）附表，將它正式列為受保護的野生植物。
所以，如在郊野見到這種紫色花朵，切勿採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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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莆到埗的深水埗 ( 三 )
  1920 年代末期，工業開始在區內萌芽，
紡織、搪瓷、五金等小型工廠紛紛創立。長
沙灣濱海部份則成為木廠、竹欄、柴炭欄的
集中地，同時亦有小規模的木船廠。1938 年，
宏德機器工廠成立，專門製造新型用油的洋船
渦爐，大大提升了本地華資的告船與修船業水
平。在同一時期，美國美孚石油公司選擇了荔
枝角灣畔，填海建儲油庫，其北面的沙灘，則
由本地體育會蓋搭團體泳棚（二次大戰後相鄰
的空地發展為荔園遊樂場）。
  二次大戰後本港人口激增﹐區內靠近山邊
的地區，包括石硤尾、白田、蘇屋、李鄭屋和
大坑東、西，都滿搭木屋。1953 年聖誕前夕，石硤尾木屋區發生大火，導致數萬人失去居所，
政府於是緊急撥款，在原地興建徒置屋宇或多層簡單大廈，安置受影響居民，推動了全港公
共屋宇政策的實施。
  1950 年代，長沙灣海灣的剩餘部份，亦完成填海工作，大部份新填地段闢為工業區，很
多從上海遷來的紡織及製衣工廠，在該處設立，為區內居民提供了大量的就業機會。
  在同一時間，位於九廣鐵路與大坑東之間的山崗地帶，則發展為底密度住宅區。當時，
以余達之為首的一班華商，組織了一間發展公司，向政府申請，開山闢路，建設為「花園市
鎮」，他們認為這是戰前「九龍塘花園市鎮」後的另一住宅建設，所以命名為「又一村」。
同時亦從宋代文學家陸游的詩句：「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得到靈感，將區內
街道，以本地的花卉品種而命名，如丹桂路、玉蘭路與海棠路等。余達之以經營糖薑出口海
外而致富，有「糖薑大王」之稱。為紀念他領導開發該村的功勞，村內的主要通道，亦名為「達
之路」。
  由於初步發展的成功，該住宅區在其後的 20 年，繼續向北發展，一個中等密度的住宅
群出現，也採用了「又一居」之名。到 1990 年增建九龍塘火車站時，太古洋行集團，又在
鄰近地段建築一座大型商場，稱為又一城。另一方面，政府亦將其西面新闢的山坡地段，撥
給香港城市大學，作為校址，增加深水埗區的學術氣息。
  為迎合日益增加的中產階級居住需求，舊日美孚石油庫原址，在 1960 年代末期，開始
發展為全港第一個私人大型商住建築群，亦因利乘便名為美孚新邨，由於它的樞紐位置，後
來更成為地鐵與巴士等集體運輸系統的交匯中心。

燈謎答案: 【信陵君（魏無忌）】



雷氏來源
  雷姓是一個中文姓氏，在《百家姓》中排名第 69 位。來
源有七 :
  炎帝子孫，姜姓方雷氏；子姓雷氏，出自商朝殷紂王寵臣
雷開，屬於以先祖名字為氏；
  源於姬姓，出自黃帝屬下大臣雷公，屬於以先祖名字為氏；
  源於南夷，出自東漢時期南郡潳山蠻，屬於以部族名稱為
氏；
  源於氐族 ，出自十六國時期前秦國氐族雷氏部落。屬於
漢化改姓為氏；
  據《姓氏考略》所載，東漢末以及魏晉南北朝時期，有「潳
山蠻」和「南安羌」改姓為雷，他們逐漸全盤漢化；
  少數民族漢化改姓：蒙古族忽雷氏及留佳氏、滿族女真人
阿典氏及滿洲阿克占氏、景頗族春雷氏、基諾族布柯氏；
  壯、苗、彝、瑤、水、阿昌、畲、羌、土家、回等民族均
有雷姓。

萬氏來源
  萬姓為中文姓氏之一，在《百家姓》中排名第 162 位。
來源有七 :
  源於姬姓，出自周王朝芮伯的後裔芮伯萬，屬於以先祖名
字為氏；
  出自春秋時期晉國大夫畢萬，屬於以先祖名字為氏；
  源於鮮卑族，出自南北朝時期鮮卑拓拔部，屬於漢化改姓
為氏；
  源於子姓，出自商王朝初期商王湯的屬下萬舞，屬於以官
職稱號為氏；
  源於任姓，出自戰國時期孟子弟子萬章，屬於以先祖名字
為氏；
  源於改名，出自宋朝時期南仲丞相幕客趙方，屬於冒姓為
氏；
  源於少數名族改性，蒙古族、回族、滿族，部分源於本族
姓氏發音，或者部落氏音調改姓漢姓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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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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鄭和下西洋共有幾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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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樂大典》
  《永樂大典》是部類書（註），它編纂於明朝永樂年間，歷時六年（1403-1408 年）編修完成。
它保存了 14 世紀以前中國歷史地理、文學藝術、哲學宗教和其他百科文獻，與法國狄德羅編纂的
百科全書和英國的《大英百科全書》相比，都要早 300 多年，堪稱世界文化遺產的珍品，也是中
國最著名的一部大型古代典籍。
  《永樂大典》共計有 22,877 卷、目錄 60 卷，分裝成 10,095 册，全書字數約 3 億 7 千萬字。
《永樂大典》的規模遠遠超過了前代編纂的所有類書，即使是清代編纂的規模最大的類書《古今
圖書集成》也只有 1 萬卷、1 億 6 千萬字，不到《永樂大典》的一半。《永樂大典》的規模更是
西方同時代的典籍所望塵莫及的。《永樂大典》是謝縉和姚廣孝主持編纂的。謝縉生於明洪武二
年（1369 年），明成袓朱棣很賞識他的才華，任用他主持過《太袓實錄》和《列女傳》的編纂。
不過最讓他名垂青史的，還是他主持編纂《永樂大典》的經歷。姚廣孝生於元元統三年（1335
年），14 歲就出家當了和尚，法名道行。
  完整的一册《永樂大典》，高 50.3 釐米，寛 30 釐米，開本宏大很有皇家的威儀和氣魄。每
册《大典》約有 50 頁左右，主要都是二卷一册的，也有一卷一册或三卷一册的。書頁採用雪白、
厚實的樹皮紙，翻開書發出淡淡書香，十分講究和美觀。古籍的書衣就是現代書籍的封面，因為
像人穿的衣服一樣包裹在書的外面，就有了「書衣」這個形象的稱呼。《永樂大典》的書衣用多
層宣紙硬裱，最外面有一層黃絹連腦包過，格外莊重。這種很像現代書籍的裝幀形式叫做「包背
裝」，是元朝和明朝前期書籍裝幀普遍採用的方式。包背裝書籍應該是立着插在書架上，不像後
來的線裝書是躺在架子上的。可以想像，一萬多册開本宏闊的《永樂大典》擺在架上，如同一個
小型圖書館，真可以說是煌煌巨製了。
  整部《大典》都是用朱、墨筆寫成的。朱筆主要用來繪製邊欄界行，書寫引用書籍的著者和書
名；墨筆用來書寫題名、卷數、韻目、書籍正文並繪製圖畫；圈點則是用內空外圓的蘆、竹骨或玉
製筆管蘸上朱砂印泥戳上的。整體看起來端莊美觀，朱墨燦然。《永樂大典》的 3 億 7 千萬字，都
是書手們用明代官用的楷書館閣體一筆一劃抄寫出來的。《大典》中所繪山川器物也全用白描手法，
精麗工致。這 3 億多字在編纂時應該至少抄過一遍，兩千多人連編帶抄用了 5 年時間；定稿後清抄，
只用了不到兩年時間就完成了。平均每天要抄 50 萬字之多。《永樂大典》的編纂者們也要根據文
獻中的語詞來確定條目，不過他們並不撰寫甚麼文字，而是把各種典籍中凡出現過這個條目的一段
記載，甚至整部書籍全都抄錄下來，還要點明採自甚麼文章、書籍，是何人撰寫的，讓人明晰出處，
可以查考。我們現在從《永樂大典》的殘本上，還可以看到其中的插圖，這些圖畫全部採用白描手
法，描繪的山川、名物、人物、城郭等形態逼真，十分精緻，是古代書籍插圖中的精品。
  翻到《永樂大典》的最後一頁，能夠看到空白頁上的幾行細密小字，這是歷代官書中普遍採
用的一種格式，記載抄寫者、圈點者和校驗者的職名。永樂年間清抄《永樂大典》時有嚴格的責
任制度，早進晚出，不允許雇人代寫。某頁如有抄寫差錯，發紙另寫，不論抄多少遍，只算一頁。
消極怠工者，按罪論處。在如此嚴格的責任制度管理之下，最終編纂成了如此恢弘的巨製典籍，
並且至今仍在世界文化的星空中恒久流傳，熠熠生輝。
  註﹕類書是一種工具書頪型，是對中國古代一類百科全書性質的書籍統稱，又稱「部書」。

鄭和下西洋
  鄭和（公元 1371-1433），本姓馬，小名三保，回族，雲南昆陽州（今昆明市晉寧縣）
寶山鄉和代村人，從小因戰爭被擄入明營成為太監，之後進入朱棣的燕王府服役。刻苦學習、
聰明機智的三保深受燕王的信賴，並立下了赫赫戰功。朱棣繼位稱帝后，賜 " 鄭 " 姓於三保。
從此，馬三保改名為 " 鄭和 "，並升遷為內官監太監，官至四品。
  鄭和下西洋是明代永樂、宣德年間的一場海上遠航活動，首次航行始於永樂三年（公元
1405 年），末次航行結束於宣德八年（公元 1433 年），共計七次。由於使團正使由鄭和擔任，
且船隊航行至婆羅洲以西洋面（即明代所謂 " 西洋 "），故名。鄭和下西洋的起因眾說紛紜，
《明史·鄭和傳》同時提供了尋找建文帝和宣揚大明威德的說法，此外還有防範帖木兒帝國、
獲取海外朝貢以及出於宗教目的等說法。
  永樂三年（公元 1405 年）6 月，鄭和的船隊從江蘇太倉劉家港揚帆起航，第一次下西洋。
船隊包括官兵、水手、翻譯共二萬七千八百多人，海船六十多艘，浩浩蕩蕩，前往西洋。之
後鄭和又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 ...... 出使西洋。公元 1433 年，鄭和率船隊第七次下西洋。
返航途中，鄭和因勞累過度，在印度卡裡卡特病逝，歸葬南京牛首山麓，終年六十二歲。
  公元 1405 年～ 1433 年間，鄭和先後 7 次率領一支堪稱 15 世紀世界上最龐大的遠洋船
隊 --200 多艘海船、2.7 萬多人，歷經千難萬險，縱橫於西太平洋與北印度洋的廣闊水域，
率先在人類歷史上實現了輝煌壯麗的洲際遠航，宣揚大明朝國威。鄭和每次下西洋的出發地
基本是一致的，大多是從江蘇的劉家港拔錨起航。每一次行程中，鄭和都依照慣例展開外交，
每到一處，鄭和首先會對當地的國主宣讀來自明朝皇帝朱棣的詔書，緊接著便是對國王以及
皇室貴族們的例行賞賜，賞賜物非常豐盛，有金銀、玉帛以及紗羅等珍貴物，大多數國王也
都會投桃報李，將本國的土特產作為回禮交給鄭和帶回明朝。這七次的航海，鄭和到過三十
多個國家，有蘇門答臘島、爪哇、古裡、天方等。最遠到過非洲東海岸，紅海、麥加，而且
也很有可能到過澳大利亞。鄭和下西洋是中國古代規模最大、船隻和海員最多、時間最久的
海上航行，在當時的世界上，都是罕有的，也是 15 世紀末歐洲的地理大發現的航行以前世
界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系列海上探險。
  不管真正的目的是什麼，鄭和下西洋帶來的文化與經濟交流的影響非常深遠。它充分展
示了明朝前期中國國力的強盛，中國的海軍縱橫西洋，萬國朝貢，盛世追跡漢唐；加強了中
國明朝政府與海外各國的聯繫，給南洋，西洋各國帶來了經濟實惠；但同時，由於鄭和下西
洋的政治目的大於經濟目的，全部的開支都依賴明朝強大的國力來支撐，沒有對中國帶來什
麼經濟實惠，於是，明朝全盛時期過後，再也沒有雄厚的經濟實力來支援這項龐大的工程了，
下西洋隨之停止。
  這是中國古代歷史上一件世界性的盛舉。從此，“鄭和之後，再無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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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迪熊藝術家 Lanemaria
如果你對以上做法有不明之處或想要求我教一些特別手工，可電郵筆者 : 
lanemaria.ho@privilegehk.com。我會儘快回覆。

1. 先將四方紙平均摺出 9 格的摺痕
2. 從反面開始，上方向下摺，將 A 角對 D 點摺成尖角後向内摺
3. 將尖角向下摺
4. 將尖角向內摺
5. B 角和 C 點用同一方法摺
6. 將摺好的展開，下方轉上，重覆 2、3、4 步驟
7. 用膠紙點上 4 隻角
8. 稍作整理，摺好底缐放平，用打孔機打孔
9. 穿上絲帶，綁好蝴蝶結，完成！

1 2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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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方紙
• 絲帶
• 釘孔機
• 火機
• 膠紙

8

禮物袋
  有一位好朋友提醒了我，說我分享做手工送禮的點子不少，反而沒有提及禮物包裝
的做法，他期望我能夠教他幾個又靚又實用嘅禮物包裝方法，可以令佢「行走江湖」咁
話。因為編幅所限，我只能和大家分享一種包裝法，希望你們喜歡。

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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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60

山友自由行
6月12日（三）早上8:45葵涌梨木樹商場集合起步，經城門水塘、大峽谷、鐵索棧道、電力學校、沙
田嶺、衛徑、十二管、回歸亭、天馬苑、竹園散隊。
6月19日（三）早上8:45東鐵上水站上層出口集合起步，經天平邨、華山求雨碑、軍車路、缸瓦莆、
沙嶺、水管路、虎地坳、污水廠，上水散隊。

歡樂遠足隊
6月11日【長洲一天遊】中環5號渡輪碼頭集合，乘9:00普通船（慢船）往長洲環島一天遊。（可自
由活動）
6月18日【上窰郊遊徑】8:45西貢巴士總站集合，9:00乘94號巴士往北潭涌起步，途經上窰郊遊徑、
鯽魚湖散隊。適當地點大休。
6月25日【港島徑5、6段】中環交易廣場巴士總站集合，9:00乘6號巴士往黃泥涌峽道（黃泥涌水塘
公園站）起步，途經渣甸山、畢拿山、大風坳大休。大潭水塘出大潭道散隊。
網址：http://happyhiking201003.webs.com

青山友之行
6月16日【青山友之行與勞青旅隊聯隊 ~ 深涌綑邊】上午9:00西貢海下小巴站集合。行程路線﹕經白
沙澳往荔枝莊小休，沿海岸綑邊至深涌碼頭（可在此坐船往大學）長線經榕樹澳出水浪窩離隊。步
程約6小時。難度﹕★★★半
6月23日【青山友之行與勞青旅行隊聯隊 ~ 彌䃟石澗尋幽】上午9:00東涌消防局集合。行程路線﹕經
摩天崖，後上360棧道，回東涌散隊。步程約6小時。難度﹕★★★半
6月30日（日）【懸空棧道小馬坑】上午9:00中環（交易廣場）巴士總站集合。行程路線﹕乘6號
巴士至黃泥涌水塘公園站起步，陽明山莊、二戰軍事遺跡、懸空棧道、畢拉山、小馬坑石澗、香蕉
石，紅香爐峰遠眺維港美景，蓮花宮，天后地鐵站散隊。步程9公里，約4.5小時。難度﹕★★★
更 多 詳 情 ， 請 瀏 覽 青 山 有 之 行 F a c e b o o k 專 頁 ： h t t p s : / / w w w . f a c e b o o k . c o m /
groups/423563204434250
報名查詢：林經理隊長、何總監、菁秘書、美男陽仔大肥豬，手機： 56161788(晚上六點至八點
半，逾時請勿來電)

友行旅行隊
6月16日【沙螺洞漫遊】太和火車站9:30起步。
6月23日【梧桐寨】大埔火車站9:30起步。
6月30日【大城漫遊】梨木樹巴士總站9:30起步。
查詢： 963155669(朱泰明)  255403302(梁燦林)

自助旅遊
6月26日-7月2日【攀越北京箭扣野長城】D1）香港飛赴北京。午後北京短遊。D2）早上離開北
京，搭車往河北的「懷柔」。D3）全天攀登長城的箭扣段，部份長城倒塌，仍未復修。全程4公里，
攀爬需6-7小時。D4）早上搭車回北京。午後北京短遊。D5）全天攀爬古北口 — 金山嶺段長城，全
長近8公里，坡度平緩，修葺良好，因地域偏遠，目前遊客依然不多，是觀賞長城歷史最佳的地方。
晚回北京。D6）全天自由行 — 參觀北京故宮/天壇/國家博物館。D7）早上自由活動/購物。午後搭
機回港。
註﹕箭扣長城段始建於明朝，是長城段中地勢最險要。參加者必須具有攀崖越險的經驗。箭扣南段
較平緩易行，如當天因路陷或遇封路，將會改走南段。不打算走北段只走南段者亦歡迎參加。
手提：9049 6694 簡培發           國內手提：14716480989
電郵：kan070757@gmail.com  網址：www.kanbackpackers.com

勝景之友VIP遠足隊
6月16日（日）【城門鉛礦坳大埔】上午8:45港鐵荃灣站C出口綠楊新村，菠蘿壩、城門水塘、蝴蝶
園、鉛礦坳落大埔滘、運頭塘，適當地點大休。約4小時★★
6月23日（日）【鶴咀】上午8:45筲箕灣站A3出口公園仔，搭巴士鶴咀站，鶴咀村、鶴咀炮台、回
音洞、158燈塔、蟹殼石、鯨魚骨，眺望狗髀洲等，返筲箕灣，適當地點大休。A線上鶴咀山，落炮
台，步程約4小時半★★ B線經鶴咀村，步程約3小時半★半
6月30日（日）【香港最南蒲台島】上午8:45中環交易廣場5枝旗杆，搭巴士往赤柱廣場，轉乘10點
開往蒲台島街渡、石刻、靈龜上山、126號燈塔、佛手岩、孔子石、僧人石、香港最南之南角咀、天
后廟、螺石、魚頭石，搭3點街渡返赤柱，適當地點大休。步程約3小時半，A線★ ★  B線★半
Facebook:http://www.facebook.com/viphiking   查詢：勝哥9727 9788  隆哥9558 3742

中業旅行隊
6月12日（三）【大澳虎山踏紅橋~逍遙遊】上午8:30東涌鐵路站B出口集合，乘巴士大澳起步，登
虎山紅橋，返大澳散隊。
6月16日（日）【白馬咀泳三星灣】上午8:30鑽石山鐵路站C2出口集合，乘巴士北港起步，出白馬
咀，三星灣嬉水，出西貢散隊，約步行4小時★★
6月26日（三）【水浪窩出西貢~逍遙遊】上午8:30沙田火車站出口大堂集合，乘巴士往水浪窩看觀
星台，步返西貢散隊。
6月30日（日）【龍門郊遊徑出梨木樹】上午8:30荃灣鐵路站B出口集合，步上引水道，登龍門郊遊
徑，出梨木樹散隊，約步行4小時★★半

越野優悠行
6月22日【調景賞藍田】港鐵調景嶺站A2出口集合（近7-11），9:00起步上茅湖山，落藍田散隊。
全程約3小時。
7月6日【梧桐賞瀑布】大埔墟鐵路站B出口（近的士站）集合，乘8:30和9:00班次之64K巴士到寨乪
起步，經井底瀑、中瀑、長瀑和葵髮瀑回萬德苑出林錦公路散隊。全程約3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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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林旅行隊
6月16日【小徑穿梭九嶺峰】晨屯門市中心巴士總站上層平台集合，9:00起步，小徑上九徑山頂（又
名九嶺峰）適當地點大休。午後郊遊徑落虎地水塘，虎地村出藍地富泰村散隊。步程約5小時★★★
6月23日【火炭穿松仔園】晨火炭鐵路站B出口地下集合，9:00起步，經火炭平房、桂地新村、黃竹
洋，穿梭小徑上松仔園，適當地點大休。午後沿黃啡路過荔枝山落運頭塘散隊。步程約5小時★★★
6月30日【孟公魚翁清水灣】晨坑口鐵路站B出口集合，9:00起步，經孟公屋、上洋山、廟仔墩、釣
魚翁、田下山、大朝大休。清水灣散隊。「行友可自由暢泳」步程約4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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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樂群康樂會
6月16日（日）【父親節活動推介﹕深涌、塔門海鮮宴、登陸鴨洲之旅】集合時間/地點﹕上午8:45
馬料水公眾碼頭（逾時不侯）費用﹕HK$160（大小同價）請先報名，確認後方可入數。費用包括﹕
冷氣專船往返馬料水、深涌、塔門及鴨洲、膳食、幸運抽獎、為八十五歲以下參加者提供十萬元意
外保險。（參加者請帶備適量飲料）
行程﹕馬料水碼頭乘冷氣快船出發，遊覽深涌大草原美景。於塔門海鮮酒家享用海鮮宴。乘專船登
陸鴨洲著名景點，欣賞奇特有趣的奇石。隨後乘船返回馬料水碼頭散團。  
6月23日（日）【樂群麻籃笏白馬咀逍遙行】集合時間/地點﹕上午9:00鑽石山港鐵站C地面出口7-11
門口報集合（逾時不侯）
行程﹕乘巴士出發，經西貢獅子會自然教育徑、蕉坑、西貢獅子會自然教育徑散隊。步行約4小時★★半
查詢／報名電話： 2323-9399 / 6655 0031  傳真： 2324-7133 電郵：lokkwanclub@hotmail.com
WhatsApp/WeChat:+852 66550031    Facebook專頁: 香港樂群康樂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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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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二旅行隊
6月11日【北龍石澗】上午8:30東涌消防局
6月18日-8月27日【東海遨遊】上午8:30西貢碼頭（必需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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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禧遠足隊
6月14日(四)【遊船河】西貢巴士總站集合，晨9:00步行出碼頭，乘專船往東海遨遊，船上午餐，下
午5時西貢碼頭散隊，每位$170。請自購旅遊保險。
6月21日（四）晨9:30大埔林村許願樹集合，亦可9:00前大埔墟火車站乘64K往南北大刀屻，下降嘉
道理農場乘64K出大埔下午茶兼散隊。★★★
6月28日(四) 高流灣，晨9:00前西貢巴士總站集合，乘94號往赤徑起步，穿林至登山徑、蛋 家灣、
高流灣，乘下午2:40街渡返黃石碼頭散隊。★★★
食海鮮要預定$210一位，12人一席。

香港翠綠遠足隊
6月10日（一）【紫羅蘭山】早上8:45，西灣河地鐵站A出口右轉嘉亨灣巴士總站集合，乘14號巴士前往
大潭水塘北站起步。落大壩底，上大潭水塘，經大潭中水塘至紫崗橋，上紫羅蘭山（436米），落陽門山
莊，出黃泥涌峽道散隊。全程約10公里，步程約5小時。漫遊路線﹕紫崗橋落淺水灣或走紫羅蘭徑。
6月17日（一）【四塘連走】早上8:45，港鐵美孚站C1出口外，荔枝角公園集合。經鐘山臺上長源
道，接長坑道，經金山郊野公園。繞行九龍副水塘、九龍水塘、石梨貝水塘、九龍接收水塘，出大
埔公路散隊。全程約10公里，步程約5小時。漫遊路線﹕環塘期間，可以隨時出大埔公路散隊。
6月24日（一）【鴨仔山、鷓鴣山】早上9:15，港鐵坑口站A1出口集合起步。經坑口道上鴨仔山
（200米），繼上鷓鴣山（432米），經壁屋坳，落井欄樹，過百花林，出彩雲邨散隊。全程約10公
里，步程約4小時。漫遊路線﹕不上鷓鴣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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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友峰會
6月16日【南涌瀑影】自備糧水、手套、交通費、晴雨用具。溯澗登山5小時，難度﹕★★
查詢﹕6548 3377（下午6 – 10）  電郵﹕yaufung@naturev.net  網址﹕http://yaufung.naturev.net

週日旅行隊
6月16日【青龍躍深井】晨8:30，荃灣西鐵站E1出口集合，8:50乘53號巴士往青龍頭起步，經屯門公
路橋底，緩登清快塘，田夫仔村大休，午後跨蓮欖石澗之小橋，回走清快塘村出深井車站散隊，步
程約3小時半。
6月23日【漫遊半春園鳳凰山莊】晨8:30，太和東鐵站出口集合，9:00起步，經半春園、碗窰、鳯凰
山莊大休，午後出大埔散隊，步程約3小時。
6月30日【龍虎山】晨8:30，中環大會堂13號巴士總站集合，9:00乘13號巴士往旭和道起步，經克
頓道、叢林炮台、龍虎山，適當地點大休，午後繞遊港島徑二段，香港仔散隊，步程約4小時。

勞青旅行隊
6月16日【深涌綑邊】上午9:00，在西貢海下小巴站集合，經白沙澳往荔枝莊小休，沿海岸綑邊至深
涌碼頭（可在此坐船往大學站），長線經榕樹澳出水浪窩離隊。步程﹕約6小時  難度﹕★★★半
12月23日【彌䃟石澗】上午9:00東涌消防局集合，經摩天崖，後上360棧道，回東涌散隊。步程﹕
約6小時  難度﹕★★★半
聯絡：李玉雲6281-6889 葉宗富9703-6969

Master Lai 黎漢偉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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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有善惡
  一百多顆的斗數星曜既有善星，亦有惡星，其中十四顆主星亦然，善星的好在於宮位廟旺，
會吉星多，成吉象甚至吉格；惡星的壞在於宮位落陷、忌煞交沖，成凶象甚至凶格。

  星曜分南北斗，南斗柔，北斗剛，再將之區分善惡兩種；善星包括：紫微、天府、太陽、太陰、
天機、天梁、天相、天同；惡星包括：破軍、七殺、廉貞、巨門、武曲、貪狼。

  善星本質是善與柔，惡星本質為惡與剛。善星即使形成凶格也不會做出傷天害理的事情，
例如——

太陰羊陀，「人離財散」
天機天梁擎羊會，「早見刑剋晚見孤」
太陰火鈴，反成「十惡」

剛星就不一樣了——

廉貞七殺，「路上埋屍」
武曲擎羊，「因財持刀」
鈴昌陀武，「限至投河」

我們從字面意思就可以體會剛星的本質。

  但其實所有星都可善可惡，一切格局都是有條件的。一個人霹靂手段，菩薩心腸，那麼他
是天使，還是魔鬼？

箇中道理，望君深察——蓋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也。



訂購電話：3153 2322

樂怡生活  電話：3153 2322
      傳真：3153 2182
      電郵：contact@privilegehk.com 
      地址 : 龍新蒲崗大有街 34 號新科技廣場 19 樓 1902 室

支票付款  請將支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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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樂怡生活」服務
部自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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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將入數紙傳真或電郵至「樂怡生活」服務部，確認
後到「樂怡生活」服務部自取。 

現金支付  致電「樂怡生活」服務部確認，攜同現金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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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樂怡生活」服務部領取。 

R721——
坦克車、 騎士、 
塞車、 六角機械人、
四合一遙控積木套件

優惠價 $180

R732——
火星車、 火箭車、 
月球車、 機器人、
四合一遙控積木套件

優惠價 $230

R730——
卸貨車、 重型叉車、
吊車、 壓路車、
四合一遙控積木套件

優惠價 $230

R722——
火車、 消防車、 
鴨仔、 滑雪機器人、
四合一遙控積木套件

優惠價 $180

如需送貨，收費 $50 ( 不限件數，只限市區 )



新界葵涌梨木道 32-50 號金運工業大廈 1 座 14 樓 D 室
2462 2372                 9025 8801
lycheered@gmail.com

推介

白羊座
解不開內心苦澀，覺得自己對
情人的付出和努力都是白費。
單身如不明白新對象想甚麼就
直接問，他會給你一個清晰解
說。工作中不斷轉牛角尖才是
你的困惱所在。
幸運石：白水晶

金牛座
感情就浪漫不起，你的邏輯
只會令情人倒胃口。單身金
牛腦袋分析力偏低，容易暴
露出隱藏的個性。工作肯付
出就有大幅進展，同時需要
親力親為。
幸運石：海藍寶

雙子座
情人對你的事沒有信心，而
且興趣不大。單身要面對眼
前人，了解對方到底是否適
合自己。工作的混亂再浮現，
問題更加複雜，先清晰你的
目標。
幸運石：拉長石

香港元祖級塔羅牌占卜師 Fanny Wu， 由 01 年起於銅鑼灣區開鋪營業至今，曾多
次接受各媒體訪問，十多年占卜生涯中不斷成長，並將塔羅與星座、水晶、香薰等
靈活運用，協助客戶解決種種身心靈疑慮。

處女座
朋友再三提醒你的情人不適
合，你卻聽不入耳。單身先了
解內心的問題，想想以別的態
度替代逞強才可以打開戀愛。
工作要守著現有進度，不要忽
然加減些甚麼。
幸運石：粉晶

獅子座
關於兩人感情上信任度的問
題，先要處理好心態，互相扶
持。單身要了解你的犧牲對新
對象來說，是不痛不癢的。工
作中有人厚臉皮找你幫忙，建
議你不要答應。
幸運石：青金石

巨蟹座
感情上對情人失去信心，害怕
過去經歷再出現，令相處出現
諸多阻礙。單身要恭喜你，展
現出積極樂觀個性，戀愛機會
等著你。工作過去經驗不代表
未來暢通無阻。
幸運石：青金石

山羊座
先要弄清遷就情人的目，的是
因為愛？還是貪方便？單身請
避免在新對象前誇大自己能
力。工作情緒來得頻繁，加上
自我的處事方法，令同事難於
配合你。
幸運石：紫水晶

水瓶座
你很急進情人，希望對方能明
確表態，但你又卻在執著情人
的缺點。單身要用心去跟對方
交流，努力改進自己性格的不
足。工作要改善你和其他人的
合作態度。
幸運石：紫水晶

雙魚座
無論工作多忙多煩，都要抽時
間呵護情人。單身同一時間遇
上幾位新對象，你先要理解他
們的個性，和自己是否合得
來。討論工作計劃時不要重覆
上次的問題。
幸運石：拉長石

天秤座
和情人相處事變得沒頭沒腦，
智慧突然歸零。單身的你得失
心太重，才會令你迷失自我。
工作得到喘息機會，但困難未
完全解除，不要衝動開啟新計
劃。
幸運石：拉長石

天蠍座
迷糊感令你覺得情人行為，與
心中的期待越走越遠。單身欠
缺主動，但確實需要你主動爭
取才會令你和新對象有突破。
工作壓力混淆了應有的處事程
序。
幸運石：螢石

人馬座
情人也吃不消你太自我中心的
態度，全因你太過依賴情人而
引起。單身不想直認不諱新對
象的批評，但又無能力反抗。
工作時想法理所當然，令你的
態度冷漠。
幸運石：青金石

Fanny 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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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 : 彭啟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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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 子：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 ——出自《公孫丑上》

孟子說：禍害或者幸福沒有不是自己找來的。

Mencius said :    “Misfortunes and blessings are the consequences of what one 
has done.”    ( 蘇國麟英譯 )

孟子金句漫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