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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系統發展表 【表一】
通訊系統發展 年份 突發記者做新聞形式

七十年代中期，香
港各大媒體均有購
置 通 訊 器 材， 用
來截取警方「999
台」無線電對講機
的通訊訊號。

１９７０ 記者也因此可以及早獲知案情、調配
人手，趕赴罪案現場進行採訪。為了
加快效率，不少報章甚至分派採訪車
蹲守香港各區候命，一旦接到案發訊
息立即趕往現場。以至「記者快過警
察到場」的情況於早年時有發生，突
發新聞記者便能在警察未進行過濾和
封鎖之前，將現場情況通過圖片和文
字記錄並報道。

警方「採用」第三
代指揮及控制通訊
系統 （CC3）

２００４ 記者僅能靠截聽消防系統的通訊內容，
趕到現場採訪。但記者趕到現場的速
度已較七十年代時大大減低，所截聽
到的個案消息亦
較以前少。

消防系統也將全面
數碼化

２０１１ 部分傳媒機構會安排採訪車於各區警
署、消防及救護部門外等候，憑部門
「出車」數量及車輛類型估計事件嚴
重性，採訪車遂尾
隨相關車輛到現場。亦有傳媒機構
會選擇加派人手瀏覽網上討論區、
youtube等網頁，以發掘更多新聞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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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儀師陳達仁之奏鳴曲

中五畢業後，陳達仁在 3 年間輾轉換
了 18 份售貨員工作，他賣過鞋也賣

過牛仔褲。自己想有為一技傍身，他進
入友人介紹的殯葬業，當了 4 年學師。
每天背誦各種宗教的儀式規程和經文，
理解深化後，在斂葬儀式時用不同的動
作和情感來演繹。

戲劇訓練　助體會細微
在入行前，陳達仁曾修讀香港演藝

學院的短期課程，「戲劇的訓練令我對
殯禮的每個細節更加敏感，觀察到可以
改善的細微處，在不破壞傳統的前提下
創新和改良。」學習過藝術課程他敏銳
地觀察、細心留意身邊的人和事，讓他
在殯儀事業脫穎而出。「遇上基督教徒
參加道教的儀式該怎樣辦？以前那年代，
師傅沒有教。現在我會讓他們在儀式中
默禱。有時也許只是加上桌布這樣的小
事，也能讓整體更圓滿。」

在同時工作期間，陳達仁接觸到很
多宗教——天主教、基督教、佛教、道
教，甚至日本教。他必須了解各教教義，
對每個儀式都要有細緻入微的認識，沒
有宗教信仰的他，從中亦獲益良多。「我
他覺得每個宗教皆是導人向善，都有可
取之處。在認識不同宗教的過程我學會
珍惜當下擁有的，由此自己想做的事便
立刻去做，不會拖延片刻。」

無懼親人反對 為生者存回憶
　　加入冷門的殯葬業，自己投入再多
也敵不過家人的反對，令陳達仁萌生放
棄之念。當年家裡環境不好，爸爸已去
世，兩個弟弟尚在求學。當學師的陳達
仁沒有收入，家裡就靠一點積蓄和媽媽
一個人撐著。「那時候家裡挨得好苦，
我沒有收入就不能交租、給家用，家人
都叫我放棄。壓力大到與家人的關係都
疏離了，連女友都分開了。」

【本報訊】「陰森可怕」、「發死人財」、「乏味死板」，這些殯葬業的標籤令人敬而遠之。
30 出頭意氣奮發，陳達仁在殯葬業已打拚十數年，卻認為「邪門的不是鬼鬼怪怪，而是
人。」由從前的學師仔，冒着家人反對、經濟困頓而堅持下去，到今天任禮儀公司的總經
理，他感激時間──讓身邊的人瞭解他的職業，讓他有機會在這行一展所長、撥亂反正。

 
記者 歐陽澄  編輯 李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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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遠親對他的工作，反對聲音就更
強烈，「過年時都不敢到親戚家裡拜年，
有時候到祖母家吃飯想談談工作上的煩
惱，她會很反感而阻止我談下去。」

　　但家人的反對卻讓他發現工作的意
義，「這是一個轉捩點。入行前為的是
生活，但人總離不開生老病死，這個專
業就是為先人服務，並為生者留下一個
美好的回憶。」認識到殯葬業為生死者
服務的深意後，家人和經濟的壓力慢慢
成了動力，推動他更加賣力、積極地工
作，誓要做得比別人好。

神秘殯葬業 商業味重 透明度低
殯葬業有著濃厚的神秘色彩，十多

年資歷的陳達仁被問及有否感到過「邪
門」，他諷刺道：「邪門的不是鬼鬼怪
怪，而是人。他表示這行關係到的「人」
太多，有法事師傅、唐官、花檔等，關
係複雜。

陳達仁感歎殯葬業的神秘感源於低
透明度，亦造成很多「不正路」的做法。
沒有發牌制度，靠的是人脈、口碑。行
內人卻以此牟利，利用公眾對行業缺乏
認識和死者家屬的傷痛賺錢，而非本着
服務的心。」

他指出行內收費不會標出明碼實
價，加上大眾對此認識有限，「有些同
行見到死者家屬十分傷心，加上有經濟
能力，便會獅子開大口。」行內又流行
「環保」——儀式中小部份常用到的，
如祭品、花牌，行家會「循環再用」。「花
牌換上另一個名字便可以再用，但死者
家屬對此毫不知情。」這也缺乏對亡者
的尊重。

目前他希望透過企業化提高殯葬業
的透明度，和將把殯儀服務推至更廣的
層面，通過生前契約等服務，改善殯儀
行業的問題。「生前契約讓大家可以計

劃將來，家人出事時也不用徬徨，避免
從業員乘虛而入。為服務定價也可以讓
顧客一目了然；透過舉辦講座和展覽，
提高市民的了解，可消除殯葬業的神秘
感。

「向善」不易
殯葬業像一個「大熔爐」，不慎便

走上歪路，「向善」又談何容易。「我
們這行有很多工餘時間，工作日程都是
自己安排。日子久了，很容易沉迷嫖賭
等壞習慣。結果辛辛苦苦賺回來的錢也
不夠生活。」

陳達仁慶幸自己沒有成為其中的一
份子，從學師到法事師傅，其後統籌主
持儀式、當上法事和龕位顧問，再參與
管理大集團經營的殯儀業務，到今天成
為禮儀公司的總經理，一切得來不易。
「難得這些年來親戚朋友逐漸認同了我
的專業，明白我的工作是嚴肅和重要的，
這些認同肯定了我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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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少立志 棟篤笑雙料嬴家
阿 V 是 TakeOut Comedy Club 的「鎮

會之寶」，他曾分別於 2007 年及 2008
年嬴得全港棟篤笑大賽粵語組及英語組
冠軍，是全港唯一的雙料嬴家。「小時
候我常在電視上一面欣賞一些美國棟篤
笑大師如 Jerry Seinfeld 的演出，一面告
訴自己：『終有一天我要表演棟篤笑！』」

阿 V 在 2007 年 報 名 參 加 TakeOut 
Comedy Club 舉辦的棟篤笑大賽，結果
「一講鍾情」，立志投身棟篤笑演員行
列。「那次比賽是我首次站在台上面對
過百名觀眾演出。在台上表演的感覺實
在『太正』，令我上癮！」阿 V 現時是
自僱網頁設計師，更是 TakeOut Comedy 
Club 的棟篤笑表演台柱，每月平均有 2
至 3 場演出。他的表演天份更獲垂青，
被邀擔任廣告代言人、電視電目主持以
及電影客串演出。

台下一聲笑 台上十年功
阿 V 表示為求大放笑彈，美式棟篤

笑一般不設任何主題及觀點，每場表演
由不同的表演者共同演出，每人約為 5
分鐘，故表演者需在每 10 秒安排一個笑
點，讓觀眾反應保持熱烈。

為了安排密集式的笑點，阿 V 背
後需要很大的準備工夫。他常將生活中
不同有趣的瑣事記下，作為棟篤笑的內
容。「要搜羅出色的笑點，就必須勤力，

「賣笑從業員」阿V
【本報訊】在中環伊利近街，每逢週四至週末都有一陣笑聲從 TakeOut Comedy Club 傳出，原來
是表演棟篤笑的 Vivek Mahbubani ( 下稱阿 V) 在大放笑彈，其講求即興互動，每 10 秒就彈出一個
笑點的美式棟篤笑，令阿 V 成為香港首屈一指的「賣笑從業員」。

記者 連達曦　編輯 于勤勤

將自己一切的靈感記錄下來，然後慢慢
檢閱、包裝，就會成為棟篤笑的精彩內
容。」草擬內容後，阿 V 會與朋友分享
演出的新笑點，以試觀眾對新構思的反
應。除此之外，TakeOut Comedy Club 更
會定期為一眾棟篤笑愛好者舉行「試講
會」，讓一眾表演者賺取實戰
經驗，和收集其他表現者
的意見，互相交流。

「其實參與棟篤笑演出就如學行，
你不能一學就會，反而要多作嘗試，大
膽分享自己的構思。在跌過碰過後，一
些有 quality 的笑點自然會出現。」在 08
年尾，阿 V 踏出了他棟篤笑事業發展的

一大步，舉辦了首個歷時一小時的個人
粵語棟篤笑表演，提升自

信之餘，亦得到前所未有
的滿足。

觀眾反應考驗真功
夫

「棟篤笑演
出 有 不 同 的 觀
眾，（ 觀 眾 的
反 應 ） 帶 給 我
新 鮮 感。 有 時
觀眾的情緒會
非常高漲，有
時又會沉寂得
可憐，這就能
考驗我的應對

功 夫， 如 何 去
將 氣 氛 推 至 最

高。」 阿 V 說。
面對不同的觀眾，

多熟練的表演者也
有被喝倒采、不被

歡迎的時候。

阿 V 曾 擔 任 一 場
私人籌款晚宴的表演嘉

▲阿 V 加入 TakeOut Comedy Club 三年多，已成會中的主要棟篤笑台柱。

▲「要令觀眾笑，就要先令自己笑。」阿 V 在每次「試講會」後，定必與一眾表演
者分享自己的經驗及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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賓，負責 20 分鐘的棟篤笑表演。但台下
觀眾有的只顧用餐，有的喝得醉昏昏。
觀眾毫不投入，阿 V 仍盡力演出。「直
至 17 分鐘時，場地的音響出現很強的回
音，我便四處找一個回音較小的地方。
那時候，一名外籍人士突然站起身大
叫 “Maybe that’s a sign for you to get 
out!”，而四圍的觀眾亦叫囂支持，我唯
有打完場結束演出。」

雖然表演者控制不了觀眾的反應，
但這也是他情迷棟篤笑演出的原因。為
了提升與觀眾交流及控制場面的技巧，
他更會觀看不同棟篤笑演員的演出偷師。

演出力求完美 熱誠感染後輩
經 過 3 年 多 的 演 出， 父 母 的 教 導

更影響他不停鞭策自己，做好每個表
演，力求成就一場又一場的完美演出。
「我就如自己的師傅，在自己靈感達到
樽頸時，我會勸自己好好放鬆，因逼出
來的靈感沒好質素；其他時間就不斷
brainstorm，翻閱並檢討已有的構思，為
求有最好的演出。」

阿 V 對棟篤笑的熱誠，令他贏得
一眾棟篤笑「初哥」的欽佩。剛加入
TakeOut Comedy Club 的 Steven 對阿 V 熟
練的表演技巧甘拜下風。「阿 V 就如擁
有一股力量，每當他一踏上舞台，就能
令你捧腹大笑。這種技巧，我自問這刻
未能做到。」參與棟篤笑演出有半年經
驗的阿 Jim 表示，阿 V 對後輩的關照非
常細心。「阿 V 在每次『試講會』後，

他都會細心指出我們可作改善的地方，
毫無保留地教授我們一些演說的技巧，
令我們很鼓舞。」

「籌辦派對」送出歡笑
每次演出，阿 V 都要笑面迎人，忙

碌工作中縱有不快，好好休息後，繼續
奮鬥。

「這個世界有兩類人，一類是喜歡
參與派對的人，另一類是喜歡籌辦派對
的人。我想我會是後者，因為我喜歡見
到他人歡樂。」對於將來，阿 V 並沒有
什麼大抱負。「我只想繼續做個平凡人，
繼續坐地鐵，繼續做自己愛做的事，繼
續將歡笑帶給人。」語畢，阿 V 露出一
絲滿足的笑臉。

▲阿 V 加入 TakeOut Comedy Club 三年多，已成會中的主要棟篤笑台柱。

▲「要令觀眾笑，就要先令自己笑。」阿 V 在每次「試講會」後，定必與一眾表演
者分享自己的經驗及感受。 

▲阿 Jim 指 Vivek 的為人幽默有趣，時常給一眾同路人帶來無數歡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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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少立志 棟篤笑雙料嬴家
阿 V 是 TakeOut Comedy Club 的「鎮

會之寶」，他曾分別於 2007 年及 2008
年嬴得全港棟篤笑大賽粵語組及英語組
冠軍，是全港唯一的雙料嬴家。「小時
候我常在電視上一面欣賞一些美國棟篤
笑大師如 Jerry Seinfeld 的演出，一面告
訴自己：『終有一天我要表演棟篤笑！』」

阿 V 在 2007 年 報 名 參 加 TakeOut 
Comedy Club 舉辦的棟篤笑大賽，結果
「一講鍾情」，立志投身棟篤笑演員行
列。「那次比賽是我首次站在台上面對
過百名觀眾演出。在台上表演的感覺實
在『太正』，令我上癮！」阿 V 現時是
自僱網頁設計師，更是 TakeOut Comedy 
Club 的棟篤笑表演台柱，每月平均有 2
至 3 場演出。他的表演天份更獲垂青，
被邀擔任廣告代言人、電視電目主持以
及電影客串演出。

台下一聲笑 台上十年功
阿 V 表示為求大放笑彈，美式棟篤

笑一般不設任何主題及觀點，每場表演
由不同的表演者共同演出，每人約為 5
分鐘，故表演者需在每 10 秒安排一個笑
點，讓觀眾反應保持熱烈。

為了安排密集式的笑點，阿 V 背
後需要很大的準備工夫。他常將生活中
不同有趣的瑣事記下，作為棟篤笑的內
容。「要搜羅出色的笑點，就必須勤力，

「賣笑從業員」阿V
【本報訊】在中環伊利近街，每逢週四至週末都有一陣笑聲從 TakeOut Comedy Club 傳出，原來
是表演棟篤笑的 Vivek Mahbubani ( 下稱阿 V) 在大放笑彈，其講求即興互動，每 10 秒就彈出一個
笑點的美式棟篤笑，令阿 V 成為香港首屈一指的「賣笑從業員」。

記者 連達曦　編輯 于勤勤

將自己一切的靈感記錄下來，然後慢慢
檢閱、包裝，就會成為棟篤笑的精彩內
容。」草擬內容後，阿 V 會與朋友分享
演出的新笑點，以試觀眾對新構思的反
應。除此之外，TakeOut Comedy Club 更
會定期為一眾棟篤笑愛好者舉行「試講
會」，讓一眾表演者賺取實戰
經驗，和收集其他表現者
的意見，互相交流。

「其實參與棟篤笑演出就如學行，
你不能一學就會，反而要多作嘗試，大
膽分享自己的構思。在跌過碰過後，一
些有 quality 的笑點自然會出現。」在 08
年尾，阿 V 踏出了他棟篤笑事業發展的

一大步，舉辦了首個歷時一小時的個人
粵語棟篤笑表演，提升自

信之餘，亦得到前所未有
的滿足。

觀眾反應考驗真功
夫

「棟篤笑演
出 有 不 同 的 觀
眾，（ 觀 眾 的
反 應 ） 帶 給 我
新 鮮 感。 有 時
觀眾的情緒會
非常高漲，有
時又會沉寂得
可憐，這就能
考驗我的應對

功 夫， 如 何 去
將 氣 氛 推 至 最

高。」 阿 V 說。
面對不同的觀眾，

多熟練的表演者也
有被喝倒采、不被

歡迎的時候。

阿 V 曾 擔 任 一 場
私人籌款晚宴的表演嘉

▲阿 V 加入 TakeOut Comedy Club 三年多，已成會中的主要棟篤笑台柱。

▲「要令觀眾笑，就要先令自己笑。」阿 V 在每次「試講會」後，定必與一眾表演
者分享自己的經驗及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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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
自
由

嘉諾撒聖心書院於學生閱讀報告的可
閱書本指引中，指出學生在選書作

閱讀報告時，適宜參考該校指定之課外
讀物，不宜閱讀某些作家的作品，當中
列出了一些作家的名稱，當中包括林燕
妮、亦舒、瓊瑤、張小嫻等著名作家（詳
見附表）。

同學不滿限制閱讀自由　
　　入學不久的張同學在收到學校的閱
讀指引後，感到不滿。她表示，學校的
功課與課餘活動本就繁多，學生大多只
能爭取轉堂、小息等時間閱讀。故學校
嚴禁學生帶限制書單上的書本回校，該
等書藉實際上已成「校園禁書」。

　　她又表示作為一個中學生，也知道
亦舒、張小嫻等作家的作品中有很多可
取的地方；而學校卻用一刀切的方法，
否定這些書目對學生的養分，直接限制
學生閱讀的自主權，這不但不尊重學生，
也不利於學生的成長。

忽略「禁書」文學價值
　　就讀中五的李同學則表示：「如果
碰上喜歡的書的時候，就會私下擠出時
間來閱讀，學校這種措施並不能真正地
限制學生。」她坦言自己是亦舒的忠實

讀者，平時也經常閱讀亦舒的作品，認
為作者感情刻劃細緻、當中也有值得學
習的文學手法。現時被禁止看亦舒作品，
她只好隨意讀其他的書籍，也不會花太
多時間認真做閱讀報告。她又表示，很
多同學對學校這種做法都持「沒所謂」
的態度，認為學校只是為了更好地引導
和教育學生。

校園禁書一刀切

▲有學生表示學校的做法限制了學生的閱讀
自由。

學
生
閱
讀
失
自
由

【本報訊】港島區傳統名校嘉諾撒聖心書院近日向學生列出「校園禁書」，限制學生閱讀瓊瑤、張小嫻、及亦舒等青春校園作家的作品。有教育界學者指出，該類文學作品中有可取之處，學校這種一刀切的做法並不可取。

記者 黃昱    編輯 李慧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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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方拒絕回應事件
　
閱
示
文
稿前，記者仍未收到學校的有關回應。

學者：一刀切的做法不可取
　
聖
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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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書」作家名單

嚴沁 林燕妮
岑凱倫 亦舒

瓊瑤 張小嫻

梁望峰 深雪

李敏 鄭梓靈

林詠琛 畢華流

校方拒絕回應事件
　　記者致電學校，希望了解學校實施

閱讀限制措施的目的。學校辦公室本表

示會由中文科老師回覆，其後卻表示中

文科老師可能選擇不回應事件。直至截

稿前，記者仍未收到學校的有關回應。

學者：一刀切的做法不可取
　　香港教育學院助理教授郭思豪估計，

聖心書院這一做法目的在於引導學生，

減少學生接觸內容與戀愛有關的機會，

▲學校給學生的指引上列明學生不
宜閱讀張小嫻、亦舒、瓊瑤等的作
品。（資料來源：張同學）

◣嘉諾撒聖心書院辦公室表示學校中文科老師
可能選擇不回應事件。

但並不適用於這個資訊發達的年代。他

笑言：「就算學生不看這些書籍，但也

可以通過電視，互聯網看到相關內容。

與其讓學生看電視，倒不如多看幾本

書。」

　　他又指，如果禁的是色情與暴力的

內容，那無可厚非。但學校的禁讀書目

主要是針對青春戀愛的內容，而其中不

少作品對學生有益。如作家張小嫻簡單

直白的文字描述，以及一些對情感的刻

劃都相當到位，有助學生提高文學素養，

思考人性與感情，「所以這種一刀切的

方法並不可取。」

　　他建議，校方可以通過其他方法來

達成對學生的引導，如老師可於學生閱

讀該類校園、愛情小說後再作傾談，引

導學生建立正確的愛情觀及價值觀。如

此強制性但又缺乏效果的措施並不是明

智之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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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家長或學員心中已有理想的中

學，故有機構推出指定中學課程專班，讓

同學在3小時內學習針對心儀中學的面試

技巧及題目。導師針對學員所指定的中學

作出詳盡的介紹，包括學校背景、歷史、

成就、風氣、宗教信仰、學習模式等。

 

Gary Tang表示，不少機構會利用導

師的人脈關係，打探有關過往面試的方式

及試題。他指出，學校「翻炒」(重出)題

目的情況亦不罕見。

面試模式多

應不變應萬變
身兼小學社工、香港明愛青少年及社

區服務升中輔導服務發言人彭靜怡表示，

近兩年升中面試形式變得多元化，除了個

人面試外，近年少見的小組面試亦似乎有

捲土重來的跡象。

 她又指，有學校會將個人面試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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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讀中一的曾宗椅玩了足毽 3 年多，
參加過不少學界團體賽，他說小學

三年級時獲老師鼓勵加入足毽隊，「當
時不知道足毽是甚麼來的，以為鬥控毽
次數多就是了，後來才知可以用比賽形
式進行」。他表示，最辛苦的練習要算
開始時老師要求同學在限時內控毽 1000
下，他要花 30 分鐘才能完成。為掌握控
毽的方向感，老師要求他一邊繞著椅子

【本報訊】一個膠托再加上一束羽毛，利用雙腳讓它在半空中飛舞，古代漢朝的民間活動 ──「燕子」，曾
經成為不少人的童年玩意，如今足毽搖身一變，逐漸在學界比賽中佔一席位，更被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納入
近期展開的 sportTAG 獎勵計劃的項目中，讓本港學生運動員隨時踢出個金牌來。

記者 黎穎芯  編輯 何依萍

童年遊戲成為學界項目

足毽

走，一邊控毽：「初時不懂控毽，毽子
便四處飛，後來知道要慢慢來，不能心
急，便掌握到了。」身為足毽比賽中的
二傳角色，他負責穩定毽子的方向，在
控毽後將毽子傳予隊友，輔助隊友進攻。
他認為在足毽比賽中，隊員的眼界好很
重要，若反應不夠快，就不能留意到細
小的毽子會從哪個方向踢來。

繞球場界線踢毽練技術
　　18 歲的方家俊在中四時參加學界團
體賽並獲得優異獎：「加入校隊前，體
育老師要我嘗試控毽 10 下，結果便愛上
了這種運動，特別喜歡踩毽 ( 即將腿向
上伸直，再用腳底向前踢，屬進攻動作 ) 
時的快感。」別小看足毽所要求的體能，
方同學表示，以前老師會叫他們不斷拉
筋，再要求他們圍著禮堂跑 10 圈，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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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玩足毽時可穿上有特別設計的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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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止人才
　一雙鞋

也難求

▲毽鞋（右）的鞋面比波鞋長，面積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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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三十年

尖沙咀牌檔滋味
【本報訊】一碗牛丸麵，盛載很多六、七十年代的艱辛歲月；一份咖椰多，填寫了幾代港人的工作奮鬥
史。近年，保育意識提高，港式大牌檔文化再次抬頭。不少人趁假日步入時光隧道，走進海防道臨時街
市，在沒空調的熟食檔之中，回味上世紀下來的香港味道。 

記者 陳曉欣  編輯 倪敏燕

藏身名店中的平民美食
在尖沙咀街頭，一座「臨時街市」

屹立於租金動輒數十萬的海防道地舖之
中。街市的樓底不高，外圍以鐵欄圍
繞。偶爾一輛垃圾車由毗鄰的垃圾房出
來，在地上留下兩道水痕。這幢建築物
在光鮮的店舖側，顯得份外「起眼」。 

由入口內進，地面濕滑，兩旁有水
果鮮花店，再往前走可見到鮮肉店，店
主與客人均以少數族裔為主，一般人難
以察覺原來內有食肆。

手打牛肉丸 「風騷」50載
街市內的食肆東主大部分來自早期

尖沙咀的路邊的大牌檔。當年政府發展
尖沙咀時，要改善市容，也希望提升大
牌檔的衛生情況，遂安置他們在這個臨
時熟食小販市場。雖說是「臨時」，但
一眨眼，已到了第32個年頭。其中最享
負盛名的非德發牛肉丸莫屬，而我點了
一碗馳名的丸雜米，雙拼盛惠2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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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舖也秘製加入冬菜的辣醬，將它
加入米粉內，沾上牛丸，牛丸入口鬆軟
有嚼勁，輕輕散發一絲牛肉的鮮甜，
辣醬的味道麻麻辣辣，比起一般的辣醬
更能刺激味蕾，卻不至於蓋過牛丸的鮮
味。夾一口米粉，比別店的更爽口，老
板說，因為米粉沒有先煮好，所以不會
太軟。做法聽似簡單，但卻是多年以來
累積的經驗。突然明白了同桌食客張先
生心血來潮，便特地來這邊點一碗，這
種富人情味的滋味似乎已買少見少。

秘訣：真材實料
原來，牛丸檔自60年代始開業，

連有「庶民食家」之稱的梁家權亦在其
《天橋底的牛丸》一書中有所記載。小
店本位於現時九龍公園徑側天橋底下的
傳統大排檔，書中指當年公園徑仍未開
闢，該大牌檔的陣容鼎盛。

牛丸檔第二代傳人郭先生指出，當
年是父親與數個兄弟一同創立，「當年
每日一早到市場買新鮮牛肉，加一點

水、太白粉和調味料就打，店裡常常有
幾個人專門在街邊打牛肉，3斤多的牛
肉就要花近半小時打，真的打到「吐
血」！」郭氏強調，「要做好的牛丸，
材料要新鮮，忌貪平用雪藏肉，亦不可
混入過多的太白粉和水，過多的雜質會
影響牛丸的口感。」原來做好牛丸沒有
大道理，真材實料最重要！雖然牛丸已
改由自家機器製作，但郭先生依然堅持
這個守則。

環境欠佳 夏日氣溫近40度
臨時熟食市場沒有冷氣提供，只靠

市場上方的氣窗及多台特大的電風扇通
風，加上，每檔的火爐送贈暖意，這裡
絕對「冬暖夏熱」。據說夏天內裡的氣
溫直迫40度，比室外更熱。

至於衛生環境方面，不少店主和食
客都表示，早前沙士一役，政府有著力
改善環境衛生問題，光顧了10多年的何
先生指出，「其實去水位、電線等都有
修葺過，廁所位也有改善，亦有清潔工

人掃地了。」但其同事Raymond聞言便驚
呼，「不是吧，已經改善了嗎？」地板
處尚算乾爽，只是偶爾桌與桌之間有一
兩處留有污水未乾。雖然客人離開後，
手腳甚勤的店員會用手帕輕輕一抹，但
可能是長期暴露在油煙下的原故，所以
總是黏黏的。

儘管如此，熟食市場依然吸引何先
生和Raymond這一類在附近工作的上班族
光顧，二人不約而同指，「在附近光顧
茶餐廳，每頓約需45元；相反，熟食市
場一般僅約35元左右，平近10元，而這
邊食物的味道也比較出色。」他們平均
每星期光顧1至2次，直至夏天，「實在
太熱了，不敢過來。」其中一間店舖的
東主鄭先生透露，「夏天的生意僅是冬
天的兩成，連人工也付不出來。」

不經不覺，下午茶時間到，意猶未
盡的我，在側邊的合香園，點一份咖椰
多、一份混醬多、和 一杯凍奶茶。繼續
以港式經典感動味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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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光顧的客人張先生表示，「藝廊

咖啡館的構思在香港很少見。這裡

的環境感覺很和諧，可能是利用了空間

感等元素，令人覺得舒適。」大至店面

格局佈置，小至吊燈和餐牌，都由店主

親自設計，心思十足。

咖啡館提供的私人空間較大，休

息、用餐或聊天更自在寫意。這裡擺放

着不足10張雙人餐桌，餐桌之間保持

距離，紅灰色椅子隔間擺放，時尚而優

雅。

環境和諧 吸引客人
店舖光線充足，一大片落地玻璃，

藝廊x咖啡館   

【本報訊】美食美不美，在乎個人感覺，藝術美不美亦在乎個人品味，兩者

結合組成「吃的藝術」。今年一月開業的方圓藝廊咖啡館，位於銅鑼灣鬧市

邊陲，將餐廳和藝廊二合為一，營造視覺和味覺的雙重享受，讓客人一邊用

餐，一邊細賞中西掛畫、裝飾及擺設，將藝術融入吃喝玩樂。
記者 馮晉研    編輯 陳卓康

跨感官的品味

沒有昏暗柔弱之感，令人一掃疲勞，抖

擻精神。採光度高，亦方便客人欣賞四

周的油畫；牆身主要是白色，突顯藝術

品的美感，不會反客為主，分散焦點。

舖面以幾道小牆分隔藝廊和咖啡館為左

右兩邊。客人欣賞藝術品的同時，不會

影響其它食客。 

簡約意菜 風味絕佳
草本茶和意大利菜是餐廳主打。一

款配上甘草、蘋果等香料的冷薄荷花

茶，端到面前，茶香撲鼻。喝一口，淡

淡清香一湧而入，薄荷味不濃不澀，一

股甘潤的甜味卻在喉嚨縈迴不散。慢火

一直熱烘著花茶，茶不會冷掉之餘，茶

味越發濃郁。

意菜的冷食或熱食，主菜或沙津，

調配的特色醬汁殊不簡單。先來一客烤

吞拿魚沙律。新鮮吞拿魚配香草，吞拿

魚在灼熱的一瞬間，旋即夾起，內裡鎖

住肉汁，外面則香口無比。再配上黑陳

醋汁和黑水欖、車厘茄和火箭菜等，沾

有一點辣味的沙律伴碟，風味獨特。

另一款80年代的歐陸菜式，煙肉

班尼迪蛋。煙肉和麵包只是配角，主廚

彭偉強精心炮製的蛋是靈魂所在，他指

出，水溫要準確控制在70度，使蛋凝固

成溏心狀態。淋上白酒、貪草和牛油清

第八期＿品評＿馮晉研＿陳卓康改.indd   2 2011/5/18   上午 05:54:02

概念前衛  毅然創業
t  店主繆麗蓉是一名設計師，3年前她硬著頭皮，

先在香港開設藝廊; 3年後時機成熟，找來了好友

郭小姐和大廚彭偉強，正式經營方圓藝廊咖啡館。

在香港靠藝術賺錢恐怕困難重重，繆麗蓉說：「開

藝廊的時候，遇上生意差，一個月連一件藝術品也

賣不出。」那麼現在藝廊咖啡館呢？「都會怕沒生

意。幸好，開店以來，客人的反應也不錯，特別是

因為藝廊加上咖啡館這個概念和店舖的環境。」

q店主愛收集世界各地擺設

	 	 							q精美陶藝擺設手工藝價值數百元

等所製成的荷蘭汁，蟹肉般的蛋白和內

裏的溏心蛋，味道配搭一流。平凡的煙

肉蛋包，為舌頭帶來不平凡的滋味。

藝術品叮嚀：請享受生活  
既然是藝廊，不愁沒有大飽眼福的

機會。掛畫、裝飾及擺設種類繁多，用

餐前後不妨細味一下中西藝術之美，色

彩鮮艷的油畫相信是全場的焦點。作品

來世界各地，包括台灣、日本、美國、

捷克、西班牙和波蘭，風格各異其趣。

當中亦不乏形狀獨特的綠色植物和充滿

禪味的佛像擺設。 

藝術品不一定要出自名家，也不一

定要價值連城才是瑰寶珍品，只要個人

覺得美就足夠。各藝術品放在店中供人

欣賞和選購。每件皆設有名牌，牌上印

上了作品題目、作者、來源地、創作年

份等，價錢由3百到10萬元不等。若巧遇

心儀作品，可送禮、可自用，也可用來

裝飾家居，增添生活喜悅。

走馬看花地看藝術品，等於狼吞虎

嚥吃東西，未能享受箇中樂趣。香港地

生活節奏急促忙碌，香港人慣吃快餐、

無暇欣賞藝術館。在這裡，慢慢欣賞藝

術品，畫彷彿更耐人尋味；慢慢品嚐美

食，意菜也好像特別美味，不亦樂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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