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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黎燕珊、郭秀雲、黃婉曼、何紫綸昨
日出席前女子組合Freeze成員陳樂瑤（Alley）的擴張飾品新店開幕禮，
眾嘉賓化身模特兒即場演繹主人家設計的首飾。
Alley與老公Donald在疫市擴張新店，由400多呎的細舖搬到千呎大
舖，動用5歲半女兒的嫁妝，合共投資過百萬。Alley自言：「由網上店
起家，一直發展平穩，亦會配合大趨勢開直播。（少了時間跟家人相
處？）不會，全家人都幫手，甚至年紀輕輕的女兒都會幫手包裝，她又
會為客人消毒量體溫，仲會推銷貨品及畀意見，我用了她的嫁妝，所以
她也是股東之一，我得一個女，佢有興趣都是由她去繼承，她不許我再
生，哈哈。」

黎燕珊推大女入娛圈
黎燕珊對Alley的設計尤其欣賞，縱使疫情嚴峻情況下仍親身到場支

持，更推薦對設計有濃厚興趣的大女劉詠詩參與，望能幫助年輕人發掘
多一條門路。珊姐從事空姐的女兒詠詩在疫情下受到一定影響，珊姐表
示：「女兒幾個月才飛一次，我會鼓勵她學些其他課程，亦打算母女檔
在網上平台開『珊姐私伙甜品』，阿女教整甜品，我就訪問嘉賓，作為
父母都想為下一代開拓新出路，其實早年同女兒出席公開活動，已經想
她入娛樂圈，奈何她沒興趣。」珊姐笑言：「今次是設局等佢入行，整
個窿畀佢踩，其實幫她發掘另一條出路。」
郭秀雲有設計鐘錶和首飾，她希望能跟Alley來個Crossover合作，近

期她繼續致力環保工作，特別關注油塘區有嚴重污
染問題，正跟政府相關部門溝通處理，盡快尋求解
決方法。
另外，黃婉曼（Icy）旗下將軍澳的餐廳早前疑
爆食物中毒 ，Icy表示：「懷疑是雞蛋出事，
所以已抽起關於含蛋食物。」因只是懷疑個
案，所以有繼續做生意，但因實施2人限
聚令，兼且做不到晚市，生意額跌了
四成，所以聖誕節會叫外賣支持
自己餐廳。此外，Icy為確保安
心，早前餐廳上下各人全部
做過新冠病毒檢測，結
果全是陰性。

談到被助手戀上的往事，陳豪說：
「好多年前，佢跟咗我大約兩年，

我完全唔察覺，佢係一個好能幹嘅女仔，
成日都會想唔同辦法去幫我，佢話我知佢
鍾意咗我，不過我當時有女朋友，都唔係
好記得自己點答佢，但我都有自省係咪做
咗啲咩令佢誤會，我只能夠講我係正人君
子。我冇炒佢，後來佢自己辭職。」
曹永廉直言曾經在內地聘請女助手，
直接跟對方同房睡，他說：「我住套房，
佢瞓廳主要因為有咩佢可以幫我攔住，平
時太多女演員衝入我房。」蕭正楠難忘在
內地聘請的男助手，形容對方長期娘娘腔
兼陰聲細氣，喜歡超近距離「咬耳仔」交
談，他說：「我唔知係佢貼心，定真係過
分貼心，我換衫，佢就趕晒啲人出去，但
佢自己唔出去囉。」

阿廉用「辣椒油推肚」減肥
提到劇集《愛美麗狂想曲》，問到演

員們心目中最貪靚的圈中人，伍詠薇率先
爆是「細佬」陳山聰，她說：「佢十隻手
指都戴滿戒指，全部係佢嘅家當嚟呀！」

相反伍姑娘自爆平日不愛打扮化妝，非工
作需要，她在家不化妝。
蕭正楠踢爆曹永廉非常貪靚，平日會

為一次活動，事前去淡斑等等，他指阿廉
曾經因為拍古裝擔心太肥而接受「辣椒油
推肚」減肥療程，阿廉自白說：「我返內
地，見佢哋用辣椒油推肚，咪去試囉，點
知中途急尿，我一去廁所除褲，啲油就成
身都係。」
陳豪則覺得黎姿「姿整」，他表示：「向

來佢給大家的感覺好公主，有次我同佢去西
藏拍攝，因當地氧氣較稀薄，佢為了想要吸
更多的氧氣，便在四個角落也放了氧氣
供應，當她有需要便可以隨時全程也
噴，可能這樣令她可以有充足睡
眠，保養皮膚。」

香 港 文
匯報訊（記

者 梁靜儀）歐陽
震華（Bobby）與宣

萱相識逾廿年，二人早
前為崔建邦與張秀文主持

的節目《諸朋好友》擔任嘉
賓，二人互數對方優點與缺點。

宣萱大讚Bobby是個好人，又會對她
坦白講真話，令她感覺很舒服。Bobby

就讚宣萱開工永遠準時，就算全世界都遲
到。不過宣萱就笑指他開工就「例遲」，但約

飯局就好準時。說到宣萱的缺點，Bobby笑指她經
常「擘大口」笑，要經常提她。
藝員訓練班出身的Bobby表示當年同期訓練班同學有

梁朝偉、張兆輝及關禮傑，他直言：「事實上嗰期梁朝偉好
出色，能夠企喺佢隔籬都算榮幸，當年佢用一個電話同一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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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樂瑤用愛女嫁妝拓新店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芬）《愛美麗狂想

曲》的演員陳豪、李佳芯（Ali）、陳瀅、蕭

正楠、曹永廉和楊詩敏日前接受《Ti-

ger's Talk》節目訪問，主持伍詠薇

（伍姑娘）和林盛斌（Bob）問

到幾位有沒有請助手難忘的

經驗及談到最貪靚的圈中

人，陳豪自爆曾經被

助手戀上，而蕭

正楠則指曹永

廉十分貪

靚。 蕭正楠指曹永廉非常貪靚

陳豪自爆自爆自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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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ey笑言女兒也是公司
股東之一。

￭￭宣萱與歐陽宣萱與歐陽
震華合作多齣震華合作多齣
經典電視劇經典電視劇。。

￭《愛美麗
狂想曲》一
眾演員上節
目受訪。

￭陳豪在劇中飾演
PR 公司的老
闆，對員工
尖酸苛刻。

不一樣的2020年接近尾聲，滿載歡樂及溫馨氛
圍的聖誕節即將到臨，香港不同的角落都已舖上
聖誕主題裝飾。為與廣大市民一起迎接及歡度這
個普天同慶的節日，奇華餅家首度與Sanrio男團
HAPIDANBUI合作，攜手將聖誕的快樂樂章透過
設計特別的「HAPIDANBUI聖誕禮盒」獻奏給大
家。此外，奇華餅家更特別推出「DIY聖誕曲奇禮
盒」，以及聖誕期間限定套裝優惠，讓您可與摯
親良朋以滋味優質的餅食，一同分享及傳遞聖誕
佳節的喜悅。

DIY聖誕曲奇禮盒 親手分享尊屬的聖誕祝福
每個節日，大家都會花盡心思為摯親好友準備
最稱心的禮物。為此，奇華餅家推出全新節日限
定「DIY 聖誕曲奇禮盒」
（每盒售價88港幣），除了
禮盒外形設計以聖誕樹為主
題外，禮盒內盛載着香濃可
口的心形朱古力曲奇及微辛
香甜的星形薑味曲奇，讓您
每顆味蕾都可感受到甜蜜的
滋味。此外，隨盒更附有粉
紅色及白色朱古力筆，讓您
親手為摯愛畫上尊屬的窩心
圖案或祝福語句，成為非一
般的聖誕禮物。

HAPIDANBUI聖誕禮盒套裝
為了增添聖誕節愉悅歡樂的氣氛，奇華餅家與

今年初萌爆出道的Sanrio男團HAPIDANBUI合
作，成員包括滿有個性的Bad Badtz-Maru （XO
仔）、活潑好動的Pochacco （PC狗）、擅長唱歌
和跳舞的Ahiru No Pekkle （AP鴨）、性格開朗的
Kerokerokeroppi （Keroppi）、搞笑又浪漫的
Hangyodon （水怪） 及自信滿滿的 Tuxedo
Sam，攜手推出設計特別的「HAPIDANBUI聖誕
禮盒套裝」，包括盛載香脆的朱古力酥及辛香煙
韌的薑味花生軟糖的「HAPIDANBUI 聖誕禮
盒」，以及設計精緻的隔熱手套及圍裙，每個角
色均以充滿聖誕氣氛的服飾悉心裝扮，造型既搞

笑又可愛。顧客以優惠價每套138
港幣 （原價216港幣） 便可以帶
他們回家，陪伴您歡度這個愉快的
節日，男團HAPIDANBUI粉絲們
絕對不容錯過。
此外，每售出「HAPIDANBUI
聖誕禮盒」或套裝一份，奇華餅家
將捐贈港幣5元正予「願望成真基
金」作公益用途，讓大家可以在這
個普天同慶的節日裡，把歡樂及關
懐分享給患病的小朋友，為他們送
上點點暖意。

工商資訊資訊 ■責任編輯：蘇 璇 ■版面設計：歐鳳仙

PHASIFY提取試劑盒成為首項獲列入該FDA推薦名單的亞洲產
品。名單上其他的推薦包括羅氏大藥廠（Roche）、

Qiagen、bioMerieux和Promega的產品。PHASIFY提取試劑盒已於今年十月獲
得歐盟認可（CE Mark）。

準確度高–是項專利技術能夠提取比黃金標準多十倍的RNA
相達於今年三月推出PHASIFY 提取試劑盒，爭分奪秒以協助把新冠肺炎病
毒盡快檢測和控制。該提取試劑盒使用了相達自行研發的專利平台技術
PHASIFY，可應用於多種測試工具和樣本，改善流程並提升準確度。
PHASIFY 提取試劑盒使用該項專有技術，與黃金標準相比，可提取十倍或更
多的病毒RNA。由於PHASIFY可以在檢測之前有效提取並濃縮病毒的RNA，
因此有助於提高測試的準確/靈敏度，減低假陰性出現的幾率。
PHASIFY 提取試劑盒由公司首席執行官兼PHASIFY首席發明家招彥燾及其

研發團隊在香港研發和製造，已大量於全球如印度、巴西和非洲等主要市場出
售。相達在香港伙拍安球醫學化驗所承辦的荔景社區檢測中心，也是使用這項
檢測產品。

第一項香港新冠病毒測試產品獲全球權威公共衞生當局認可
相達生物科技創辦人、董事長及行政總裁招彥燾說：「PHASIFY提取試劑盒

能夠獲得美國FDA列入推薦名單，我們着實振奮。這提取試劑盒採用我們自行
研發的核心技術PHASIFY，早前已取得歐盟的CE標誌認可，這次進一步獲得
FDA的確認，無疑大大鞏固公眾對我們這項嶄新技術的信心。我生於香港、受
教育於香港，能夠對香港作為國際科研與技術中心的抱負作出貢獻，我感到特
別自豪。」
「第四波新冠肺炎疫情極為凶險，相信我們的新冠相關服務和產品將為公眾在

抗擊疫情方面提供可靠及可行的選擇。希望我們的PCR相關產品，包括
PHASIFY提取試劑盒，以及能促進企業和公眾經常進行測試的抗原快速測試，
能夠提供雙軌檢測模式防禦，讓更多人願意進行測試，從而保護我們的社區。」
相達與安球醫學化驗所合作，是香港政府指定於荔景新冠肺炎病毒社區檢測

中心的承辦商。
相達在11月推出了新冠肺炎病毒抗原快速測試。該快速測試價格相宜，易於

使用（可自行操作）兼且能快速（在20分鐘內）顯示檢測結果。

今年冬至遇上新冠肺炎疫情，為己為人留家
度節最為安全，樂善堂社企「樂．養膳」
Healthy Foodie在冬至前夕推出一系列養生真
空食品包，當中包括黨蔘蟲草花燉雞（全
隻）、冬菇魚肚炆螺片、客家咸菜炆鴨、發財
豬手、紅酒炆牛腩、慢煮糖醋豬軟骨六款養生
佳餚，價錢由88港幣起，齊來進補，增強免疫
力。12月18日前訂購，全單可享75折優惠。
購買「樂．養膳」Healthy Foodie，除了支

持社企，是次慈善義賣的所有收益扣除成本
後，用作「樂善堂膳待飯券計劃」，為疫情
下經濟受到打擊的低收入家庭及長者提供免
費營養膳食。

每款養生和家鄉佳餚均是香港製造，由經
驗主廚以傳統烹調方式精心炮製，每道菜均
製作需時，主廚親身揀選新鮮食材、全人手
製作及真空包裝，每一工序都十分講究。一
般都市人很少於家中烹調，考慮到疫情令市
民減少外出，故特別推出真空包裝，每道菜
只需翻熱15分鐘，便可與摰親摰愛安坐家中
共享一頓美味豐富的冬至晚飯，同時為低收
入家庭及長者提供免費營養膳食，令節日倍
添意義。
訂購熱線：2334 5009或

WhatsApp 9675 3626
網上訂購：https://bit.ly/heathyfoodie2020

中國建設銀行（亞洲）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建行（亞
洲）」）近日於新城財經台主辦之「香港金融科技發展大
獎 2020」中榮獲「創新銀行服務-電子銀行」，嘉許建行
（亞洲）發展金融科技之傑出表現，並充分肯定其促進香港
金融科技發展的積極貢獻。
借助數位化產品和服務，建行（亞洲）充分發揮企業創

新文化優勢，運用金融科技優化銀行服務，以客戶為中心，
構建金融生態圈，為大灣區金融提供個性化服務規劃。目
前，建行（亞洲）已推出一系列創新金融科技服務，包括
「e 賬戶服務」、虛擬信用卡、e-Loan及跨平台證券買賣
等，致力為客戶提供便捷、高效的智慧銀行服務，盡享電子

化理財生活。
此外，建行（亞洲）憑藉龐大跨境優勢和強大的金融科

技應用，悉心為企業及商業銀行客戶提供全方位跨境營商理
財方案。「深港通」註冊易由建行一站式為客戶提供商事登
記、住所託管、自助領照及開戶服務，香港及澳門投資者無
需親身辦理，大大節省時間及成本。銀企直聯可實現自動收
付對賬。現金池服務可讓企業輕鬆實現資金歸集。
建行（亞洲）期望透過持續運用金融科技優化銀行服
務，提升服務的多元化，滿足不同客戶在財富管理上的各種
需要，並對香港金融科技發展作出積極貢獻，支持香港進入
金融科技新時代。

相達PHASIFY提取試劑盒獲列入FDA推薦名單
總部位於香港的生物科技初創企業相達

生物科技國際有限公司（下稱「相達」或

「相達生物科技」）日前宣布，其首項研

發的新冠肺炎病毒檢測產品PHASIFY新

冠病毒核酸（RNA）提取試劑盒（下稱

「PHASIFY提取試劑盒」）已獲美國疾

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相關的診斷委

員會（Diagnostic Panel）確認為可以使

用，獲列入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

（FDA）有關核酸提取產品的推薦名單。

建行（亞洲）獲「香港金融科技發展大獎」

奇華餅家與Sanrio男團HAPIDANBUI
推「HAPIDANBUI聖誕禮盒」

「樂．養膳」Healthy Foodie推慈善冬至養生佳餚

■ 「HAPIDANBUI」
聖誕禮盒套裝。

■「樂．養膳」Healthy
Foodie黨蔘蟲草花燉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