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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言道「香
藥同源」，若
調配得宜，香
亦具保健作
用。Aaron在
研究香藝後，
自言精神放
鬆，還甚少患
傷風感冒。不

過，要調出既香且
有保健作用的「合香」，則少不了基本
的中醫藥知識。「因為香粉多由中藥而
來，唔同嘅中藥有唔同功效，調配得唔
啱就會相沖。」Aaron指，不同的香粉
會對人體部位產生不同影響，故需有關
知識才能調出「安全」的「合香」。
Aaron除對中藥、香藝有研究外，

愛穿古漢服的他更是傳統文化愛好
者，中樂、中國戲曲及茶道，亦是他
那杯茶。「我原本學鋼琴，但小四睇
咗第一場中樂後就愛上咗。」
Aaron稱，他在工餘時會教授香藝

班外，亦會在佛教青年協會的中樂團
玩樂器。「雖然我冇考級，但我又乜
樂器都識啲，所以邊度缺人我就去頂
位。」被問到品味如此獨特，曾否遭
朋友白眼，他笑笑說：「我不嬲都係
怪人，佢哋都冇乜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居屋新盤陸續有

來。消息指，房委會明年

4月將推出新一批居屋單

位，5個屋苑涉及6,528個

單位，是房委會自2014年

復售居屋以來最多，其中

何文田常樂街項目約600

個單位，預計最快明年3

月完工。房委會資助房屋

小組成員招國偉表示，由

於樓市有回落跡象，新一

批居屋的定價可能相當於

現時私樓市價約6折。

6528伙居屋料明年應市
數量2014年復售後新高 常樂街項目最快2019年3月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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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寒知松柏 患難見真情
中國駐布里斯班總領館領保志願者 張震宇

外 交 公 署 領 保 專 欄

我叫張震宇，出生在中國上海，大學畢
業後移居香港，遇到了我的先生吳毅剛，
一個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後來，我們全家
移民澳大利亞，定居在澳洲旅遊勝地、以
美麗沙灘和衝浪者天堂著稱的黃金海岸。

海外生活多年，我們在融入當地的同
時，內心總感覺少了些什麼。雖然已經在
此安家，但身體裡汩汩流淌的血液，腦海
裡久久縈繞的情懷，時時刻刻提醒我們，
那份對祖國的思念、對同胞的情誼，是無
論身在何處也割捨不掉的。一直以來，我
們夫妻倆心裡都在想，怎麼才能為祖國、
為同胞盡一點我們的綿薄之力。有一天，
在和中國駐布里斯班總領館的領事交談
中，我們終於找到了目標。

總領館領事告訴我們，我們所在的黃金
海岸中國遊客很多，各類領保案件時有發
生。由於黃金海岸距離總領館所在地布里

斯班有一個多小時車程，當涉及中國公民
的突發事件發生時，總領館的領事們可能
無法第一時間趕到事發現場開展工作。我
和先生就住黃金海岸，朋友多，情況熟。
總領館希望，今後一旦發生涉及中國公民
的領保案件，我們能協助總領館，第一時
間為有需要的中國公民提供幫助。能協助
總領館做些事兒，能給同胞朋友幫些忙，
這一直是我們夫婦的心願。我和先生毫不
猶豫地答應了。

這之後，我們協助總領館處理了多起大
大小小、各種各樣的領保案件，有時候是
幫助找人，有時候是幫助翻譯，有時候是
介紹醫院，有時候是協助報警。雖然我們
工作很忙，雖然深更半夜接到電話會把我
們從睡夢中驚醒，但每次看到當事人和家
屬認可而又感激的目光，我們都會覺得內
心是充實的，我們的付出是值得的。

在協助總領館處理的案件中，給我印象
最深的是2017年8月發生的Y先生一家嚴重

交通意外案。Y先生一家來自香港，來澳自
駕遊途中不幸發生嚴重交通事故，Y先生的
妻子和岳母當場死亡，他和14歲的兒子受
重傷。駐布里斯班總領館接到通報後，立
即聯繫了我們。我們第一時間趕到了醫
院，向醫院了解Y先生一家的傷情。當得知
Y先生和兒子需要留院治療一段時間後，我
們馬上與黃金海岸的華人慈善組織和熱心
腸的同胞們聯繫，大家輪流到醫院送飯、
探望Y先生父子。當Y先生的親屬來澳時，
大家又一起幫助接送機、安排住宿。之
後，我們還幫助他們安排葬禮、料理後
事。在Y先生父子出院後，又幫着安排生活
及後續康復理療。

我們協助照料Y先生父子的生活，總領
館也在加緊推動案件的解決。這個事故的
處理頗為複雜。由於事故發生在新南威爾
士州，而救治Y先生一家的醫院位於昆士蘭
州。兩州法律制度不同，處理事故的澳大
利亞警察部門就得跨州辦案；而兩州又分

屬駐悉尼總領館和駐布里斯班總領館領
區，兩館的領事也得跨州辦案和提供領保
協助。讓我深受感動的是，無論是駐布里
斯班總領館還是駐悉尼總領館，領事們都
全力以赴、相互配合處理案件。他們赴醫
院探望傷者，協助傷者領回私人物品，為
傷者推薦律師，還溝通協調兩州警察部門
盡快調查事故原因、盡快出具事故報告，
推動案件盡快得到解決。

2017年10月，駐布里斯班總領館決定成
立領事保護與協助志願者機制。經過層層選
拔和培訓，我們夫妻倆有幸成為駐布里斯班
總領館首批領保志願者，成為了「正規
軍」。從徐傑總領事手中接過《領保志願者
證書》，我們倍感光榮和自豪，同時也感覺
身上的責任更重了，使命更加艱巨了。

現在，來澳旅遊的同胞越來越多，面臨的
風險也各式各樣。在此，我們衷心希望，大
家在出行之前都作好充足的準備工作，這樣
才能規避風險，平安出行。同時，我也想告

訴大家，一定要記住「12308」這個電話號
碼。一旦遇到緊急情況，請不要慌張，及時
撥打「12308」或者中國駐當地使領館領保
電話。請相信，祖國是你們的堅強後盾，中
國駐外使領館的領事官員們，還有許多像我
們這樣的領保志願者、領保聯絡員，我們一
定會共同努力，為你們撐起一把遮風擋雨的
「保護傘」。

■澳洲旅遊勝地黃金海岸。
香港文匯報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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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本就不是迷

信之物，反是中華文
化的體現，奈何大家

只知鬼神而不知香藝。「90後」香藝師鄧
皓荃（Aaron），十多年前遊廟被一股幽香
吸引，自此踏上尋香路成為「香癡」。醉
心研究香藝十數載，他笑言每日「唔聞唔
舒服」，更將興趣轉為動力，憑一己之力
傳承及保育這個逐漸被新一代遺忘的文
化。倘若再不保育，香藝的命運會否如一
縷輕煙，最終煙消雲散？

偶遊佛寺 香情永誌
談起90後最感興趣的玩意，相信離不開
打機，偏偏外表敦厚的27歲的Aaron，卻
鍾情「蒲香舖」。這一切要追溯到他中四
那年的奇遇。當日他與家人同遊志蓮淨
苑，機緣巧合下聞到一股幽香，「一索難
忘」，自此與香結下不解緣。
「人哋就行商場，我就鍾意蒲香舖，尤
其西灣河嗰間。」Aaron說話不脫稚氣，但
每談及香藝兩字，雙眼綻放光芒。
被Aaron暱稱「香舖百貨公司」的香舖位

於西灣河街市，那些年還是中學生的他餘錢
不多，也很捨得花七八十元買香。「嗰陣為
咗買香會食平啲，儲到錢就拎去買平價檀
香。」Aaron說，那時起已很喜歡躺在床上細
味那股「香氣」，令人絲絲陶醉。

醉研尋香 魂牽沉香
不知是被Aaron的熱誠打動，還是愛子情

切，父母逐漸接受並支持他這個「傳統」
嗜好，甚至贈送他香爐及越南沉香。所謂
「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
在越南沉香燃起這一剎那，Aaron驚為天

人，原來早年於志蓮淨苑令他魂牽夢縈的
香氣，正是源自沉香，自此他對沉香更為
着迷。
由相遇到相知，是沉香令他發現保育的重

要。Aaron細覽社交平台上的「救救土沉香」
群組後，始知土沉香瀕臨絕種，以及過往香港
販賣土沉香的一切。獨愛沉香的他，至今再沒
購買作「單品香」品評（只聞一種香）之用。
「我唔想因為一己之私而令沉香絕種，亦都想
透過呢個行為鼓勵人少啲用沉香。」
Aaron指，為傳揚保育訊息，他亦在社交
平台設立「香港傳統香文化保育」專頁，廣
結志同道合之人。
除了土沉香外，另一樣最令Aaron感慨
的，是原屬中國的香文化，卻在日本發揚
光大。「我一路搵資料，發現身為中國人
嘅我哋竟然冇乜data（資料），反而日本人
好多呢方面資料。」
Aaron細說，為了尋根，閱讀了不少宋、

明、清代的古籍，包括《陳氏香譜》、
《四庫全書》等，更於2011年自製第一粒

塔香。「其實香都有『香方』，啲材料可
以喺中藥店買到。」Aaron指香可以千變萬
化，各自配搭出不同氣味，他現時以製
「合香」（由不同香粉合成）為樂。

保育使命 思「香」情切
「大約2014年，當我發現『有利香莊』
要執，就驚覺再唔保育香文化就會冇

咗！」就是這份使命感，促使Aaron開班弘
揚香藝。他慨歎「利」字當頭的香港，已
令許多文化「奄奄一息」，「文化唔應該
用錢衡量。我開班都係象徵式收費，希望
吸引人玩，咁先傳承到呢個文化。」Aaron
希望有機會用英語授課，使香藝得以在國
際弘揚。

■文 /圖 香港文匯報專題組

「香癡」索入迷 開班弘國粹 研中藥助「合香」
穿漢服聽中樂

明年推售5個居屋屋苑

項目地盤 預計單位數目

何文田常樂街 600

深水埗發祥街西 800

荃灣德士古道 500

將軍澳第65C2區 1,400

第一期

粉嶺皇后山第三期 3,200

資料來源：《2017-18 至 2021-22年度

公營房屋建設計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昨日有傳媒引述消息指，明年推
出的 5 個居屋屋苑共 6,528 個

單位，分別位於荃灣德士古道、何
文田常樂街、深水埗發祥街西、將
軍澳及粉嶺皇后山軍營附近。
其中皇后山軍營項目將命名為「山
麗苑」，涉及6幢大廈，提供3,200
多個單位，是5個項目之冠，但亦是
最遲落成，預期要2021年才完工。
至於最早落成的常樂街項目，則預
計明年3月完工。
翻查運輸及房屋局去年呈交立法

會的文件，常樂街項目提供約 600
個單位；至於荃灣德士古道、深水
埗發祥街西及將軍澳項目，則分別
提供 500、800 及 1,400 個單位，預
計在2019至2020年度落成。

屋苑涵蓋五區 粉嶺新盤佔半
政府在6月底推出房屋新措施，推

出新的居屋定價機制，由原來的市價
七折調整至五二折出售，加上今期新
居屋包括長沙灣凱樂苑、啟德啟朗苑
兩個市區屋苑，均吸引大批市民申

請，房委會累計收到 26 萬份申請
表，超額申請約58倍，反應十分熱
烈。不過，明年新居屋近半單位均來
自皇后山軍營項目，距離粉嶺市中心
和港鐵站有一大段距離，加上樓市出
現回落跡象，變相令居屋折扣減少，
申請反應仍是未知之數。
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成員招國偉

回應傳媒查詢指，在新定價機制
下，居屋單位是根據市民可負擔能
力釐定售價，由於樓市有回落跡
象，新一批居屋的定價可能相當於

現時私樓市價約 6折，但實際金額
與52折發售的今期居屋差不多。

落成量2019年起逐年下跌
此外，房委會明年推售6,528個居

屋單位，雖然是房委會自2014年復
售居屋以來最多，但根據早前房屋
署公佈的公營房屋建設計劃最新估
算，2018/19 年度的居屋建屋量將
持續下跌，2019/20 年度僅有 4,400
伙落成，2022/23 年度落成量預計
更只有1,500伙。

■ Aaron 閒時愛
「露兩手」奏中樂。

受訪者供圖

■Aaron所調配的合香，混合了不同香粉而
成。

◀Aaron用水
及已磨好的香
粉，即席製作
一粒塔香。

■佩戴香囊（右）於身，香氣會隨着體溫四溢。

■熱愛傳統文化的Aaron，穿上度身訂做
的古漢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立法會一個委員會
昨日討論打擊「炒黃牛飛」措施，民政事務局局長
劉江華表示，明白演出業界經營困難，但市民購票
也有困難，對於業界要求租用康文署場地的活動可
以保留八成門票作內部銷售並不合理，政府建議逐
步調高公開銷售門票的比例。
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昨日討論政府針對打擊

「炒黃牛飛」提出的建議，代表演出業界的體
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議員馬逢國表示，演出
業界近年經營困難，希望維持門票八成內部認購
的上限，以便爭取贊助商支持，維持經營靈活
性。

指保留八成內部票不合理
但政府表明不同意，劉江華表示，業界要求仍維
持八成門票作內部銷售，這個不太合理，所以政府
希望內部銷售比例有所調低，又指現時業界只用了
約五成門票作內部銷售，多未用盡這個八成上限，
仍然有空間去作出調整。
他表示，會與業界商討逐步調整門票銷售的規
限，希望可以平衡業界和市民的需求。
有議員要求政府盡快立法，將康文署場地納入

禁止售賣「黃牛飛」的範圍，並且要提高罰則，
民建聯劉國勳指，「起碼要罰款5萬至10萬元，
才具有阻嚇力。」劉江華表示，文件除了提及考
慮修訂《公衆娛樂場所條例》，亦涉及其他法
例，當中的罰則甚至包括監禁，由於幾個條例各
有利弊，需要謹慎處理。他說，與律政司商討
後，明年第三季正式開始修例的工作。
對於門票實名制的建議，多名議員表示有保留，

認為入場檢查時為觀衆帶來不便。劉江華說，需要
審慎考慮推動實名制，他說，5月文化中心一場演
唱會幾乎完全杜絕黃牛黨，但所有觀衆都需要檢查
證件，因此當時要提前兩小時入場，承認觀衆越
多，影響會更大，期望以科技改善有關問題。他續
說，日後是否一刀切，或主辦機構自願推行等，則
有待商討。

演出業協會促修例增罰則
演出業協會昨日發出新聞稿，指支持立法會議員催促政
府盡快修例打擊黃牛黨，但不認同政府先行調整內部銷售
比例，認為黃牛黨問題是源於現時紅館及伊館不受法例規
管，罰則太輕及非刑事化，欠缺阻嚇力，要對症下藥，必
須先盡快立法修例及加強罰則，並希望任何公開發售比例
的調整，政府應該先諮詢業界，充分溝通，平衡各方的利
益。

政
府
倡
提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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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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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委會料明年推出新一批居屋單位，5個屋苑涉及6,528伙。圖為早前市民參觀居屋
示範盤情況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