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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訊會訊

非 賣 品

▼

捐款冊

	 2021年8月22日「香島校友會會務基金籌款委員會」
在正校小禮堂成立，正式吹起了籌款活動的集結號，至今
已整整一年了。校友會新會所從夢想到藍圖，從藍圖再到
現實的空間，也逐步逐步地實現了。而承托起我們這個夢
想實現的，就是廣大校友熱情、對校友會的愛護和無私的
捐獻。
	 相信當大家看到本期會訊時，籌建會所捐款已經突破
820萬了，遠遠超過校友會歷史上任何一次捐款的記錄。這
個數字得來不易呀，當中包含了多少校友的努力付出，以
下就舉幾個事例和大家分享：
例子一，	第七屆一位老校友，過去已多次向學校、校友會

捐款。去年又主動向校友會捐款五十萬，適逢我
們準備籌建新會所，這筆錢就成為新會所的第一
筆捐款了。最難得的是這位老校友從不出名，每
次捐款總是寫上第七屆晨曦社。

例子二，	第十七屆陳觀優校友，他不但自己帶頭，還推動
同屆同學捐款，甚至擴展至大埔鄉紳。校友會特

意製作一本捐冊，方便
他發動群眾認捐。在他
努力不懈下，共動員了
28個人士及單位捐款，
籌得款項$441 ,000。
最佳籌款員，他實至名
歸。

梁夢粦秘書長

愛校愛會 無私奉獻

熱烈祝賀
54屆梁家輝校友榮獲榮譽勳章

預科32曾大、54屆董健莉校友榮獲行政長官社區服務獎狀

例子三，	有兩位畢業50年的校友，積極發動同屆同學認
捐，為了不給同學做成壓力，他們在屆內只捐一
個較少的數目，但私下額外加碼，數目不少呢！

例子四，	第29屆同學除了在步行籌款時捐了錢外，在得
知新會所需要乒乓球枱後，不出半天時間，在社
交群組「吹雞」，就有30位同學及家屬認捐了
$8,700.，夠買一張乒乓球枱再加兩張麻將枱呢！

例子五，		‧	有位33屆校友不幸近期病逝，他的家人就將收
到的帛金捐了出來；	

	 	 ‧	一位38屆校友的母親亦是最近去世，她也是將
收到的帛金捐給新會所；

	 	 ‧	校友會理事會有一位理事的太太不幸在去年病
逝，他就以太太的名義捐出20萬；他們就是以
這種特殊的方式紀念自己的親人。

例子六，	在校友會司徒宏主席的帶頭推動下，發動了第11
屆的多位校友共捐款120餘萬，成為捐款數字最高
的屆別。

	 相信還有很多感人的事例，歡迎大家向校友會提供。
	 從捐款名單可見，早屆校友居多，他(她)們絕大多數
都已退休，沒有收入了，手上每一分毫都是養老錢。但是
為了建設一個理想的校友之家，大家都慷慨解囊，無私奉
獻，為後輩樹立愛校愛會的典範。我們建設新會所，不但
要用好每一分錢，更要管理好新會所，讓新會所發揮更大
效能，絕不辜負廣大校友的期望。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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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心擴建會所  校友眾志成城
截至 2022年 8月 2日為止，收到捐款 $8,131,410.42.，成績喜人，希望各位校友，共同為建設新會所

繼續努力！加油！！ (上期會訊所刊數字有錯漏，以此為準，謹此致歉！ )
屆別 金額 屆別 金額 屆別 金額 屆別 金額 屆別 金額

1 10,000.00 3 2,000.00 5 62,000.00 6 84,000.00 7 500,000.00
8 6,500.00 9 12,000.00 10 311,500.00 11 1,226,110.00 12 106,000.00
13 152,840.00 14 113,100.00 15 37,880.00 16 93,500.00 17 40,600.00
18 118,900.00 19新 145,500.00 19舊 61,500.00 20 224,000.00 21 601,400.00 
22 400,600.00 23 226,017.00 24 77,570.00 25 190,600.00 26 680,100.00 
27 97,300.00 28 141,600.00 29 236,200.00 30 108,800.00 31 85,768.00 
32 70,380.00 33 404,526.00 34 27,500.00 35 44,800.00 36 31,310.00 
37 42,600.00 38 10,000.00 39 2,000.00 40 11,000.00 41 12,000.00 
43 39,300.00 45 38,825.00 46 4,500.00 47 11,500.00 48 1,500.00
51 3,000.00 58 3,000.00 60 1,400.00 64 1,000.00 預科 27 3,000.00

預科 28 66,000.00 預科 29 200.00 預科 30 2,000.00 預科 31 10,000.00 預科 34 10,000.00
夜 1 13,900.00 夜 2 106,580.00 夜 3 34,500.00 夜 4 61,420.00 夜 5 72,000.00
夜 6 48,800.00 夜 7 25,400.00 夜 8 43,700.00 夜 9 14,100.00 夜 10 20,600.00 
安省
分會

11,009.00 加西
分會

34,500.00 美西聯
誼會

15,598.83 美東
分會

27,176.59 歐洲
分會

12,500.00 

新加坡
分會

26,220.00 校友會
合唱團

60,000.00 長青
中樂團

50,000.00 荃灣
乒乓球組

2,780.00 家屬
朋友

445,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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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從2021年校友會第三期會刊上《我來自香島系列》第一篇，介紹了26屆校友「錦鯉達人-伍祥發」的故事後，校友
會理事們對這位長期以來對母校及校友會工作支持、捐獻的校友，除感激之外，亦對他迷上錦鯉的程度感到好奇。在黎漢

明校友聯繫及伍校友配合下，趁着疫情稍緩，便即前往伍氏魚場參觀和賞鯉。

 是日，二十多人分六架車齊向位於牛潭尾的魚場進發，享受了一個長知識、增見聞、嚐美食的旅程。

 沒有看過會刊那篇文章的人，看到魚場有多個面積比籃球場還大的魚塘，以及有多個設備完善的室內魚池，可能會誤

以為伍校友靠養錦鯉發達的。但其實伍校友養錦鯉純為興趣，絕不出售。由繁殖、育苗、挑選、飼養，整個過程他都覺得是

享受。他最大滿足感是其魚塘繁殖出來的錦鯉，可以在比賽之中獲獎。他說，一條魚苗成長到腰圓膊闊、線條優美及色彩鮮

豔，到可以參賽，競爭之激烈，比“香港小姐”競選猶有過之。

 伍校友熱情好客，魚場外的小花園，美松圍邊，各具姿態，賞

心悅目。伍校友向衆理事講述其養鯉心得和創業故事，引人入勝。

當中，有他鍥而不捨的精神，亦透示出那份支持國家改革開放的愛

國情懷。

 參觀完後，大家對伍校友能夠成為全球第一位取得錦鯉國際裁

判資格的中國人，都明白成功非僥倖。

 主人家還準備了元朗美食招呼一眾理事，理事們除感謝主人的

款待外，也從他身上學習到一種追求完美的氣質。離開魚場，我們

五車再出發，帶着「追求完美」的理念，前往茘枝角剛完成清理工

作的校友會新會址視察，為把新會址設計得盡善盡美而集思廣益。

理事活動—探望錦鯉養殖場理事活動—探望錦鯉養殖場

▼▼

    出席理事校友合影留念

文康部陳銳明理事



將軍澳香島DSE成績
整體成績穩步前進

　　2022年中學文憑試，成績穩步前進，大部份科
目的合格率皆比去年有明顯的進步，包括數學、通
識、地理、歷史、經濟、旅遊及款待、資訊及通訊科
技、化學、數學M1等科目，最高有近15%的增幅。
　　中國語文、數學、通識、中國歷史、歷史、經
濟、生物、化學、物理、數學(M1)等科目，考獲4級
或以上的優良率，亦有不同程度的增幅，可喜可賀。
　　個別考獲佳績的同學：陳清清、陳嘉倫、張煥
彬、李柏阳、羅成鈞、潘永健。

佳  訊
　　香島中學林家浩同學以自行研發的「食品鉀濃度
降低裝置」參與香港創科展，並在比賽中奪得高中組
金獎。
　　將軍澳香島6A 陳嘉倫同學獲北京大學歷史系取
錄、6A 陳清清獲復旦大學經濟學系取錄、黃露怡同
學獲香港大學提前取錄 (教育學士學位課程)。
　　將軍澳香島女甲乒乓球隊於21-22年度中學校際
乒乓球比賽獲團體賽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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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島中學2022年DSE成績香島中學2022年DSE成績
香島中學學生參與第九屆香港中學文憑試，在新冠肺炎疫情陰霾下，成績依舊保持一貫優勢，四大核心科目均有出色

表現。

合格率 香島 全港
中國語文 99.3% 87.1%
英國語文 97.9% 78.5%
數學 97.9% 81.5%
通識 100% 89%

我校考獲 5級或以上達 23.5%(全港 13%)，科次共 216個，包括：15個 5**、78個 5*、123個 5級；考獲 4級或以
上達 56.2%(全港 35.6%)，整體合格率為 98.3%(全港 85%)。另外，多個科目均取得亮麗成績，其中 M2和化學考獲 4級
以上逾 80%，生物、物理、文學逾 70%，中文、歷史、企會財、體育則逾 60%，而逾 50%的科目有數學、通識、中史、
經濟、地理。此外，通識、生物、化學、物理、文學、歷史、企會財、體育、視藝、音樂合格率皆達 100%。

考獲大學學位入學資格為 62.1%(全港 36.7%)，副學位入學資格為 96.4%(全港 70.1%)。
部分優秀學生成績如下：
陳俐伶 5**5**5**5*5544 容小雅 5**5**5*5*5*5*5*4 陳　皓 5**5*5*5*5*554 謝宏博 5**5*5*5*5544
馮瀚之 5**5*5*55554 蔡芷淇 5**5*5*5554 梁梓祺 5**5*55544 伍翠兒 5**5*444
沈帥廷 5**555444 黃琪懿 5**555444 李宗翰 5**55544 張鱺灃 5**54444
鄧可揚 5*5*5*5*5*544 梁子昕 5*5*5*5*555 周　越 5*5*5*55554 李俊良 5*5*5*55544
張志珊 5*5*5*5554 周松賢 5*5*5*555 張　先 5*5*5*55444 劉佳達 5*5*5*5544
辛超榕 5*5*5*5444 丁曦彤 5*5*5*544 鄧昱希 5*5*5*544 幸佑澄 5*5*55544
馬曉楷 5*5*5544 張慧盈 5*5*5444 鍾嘉慧 5*5*544 黃炏禎 5*5*4444
馮　天 5*555444 陸恒輝 5*555444 勞梓琪 5*5554 楊曉彤 5*5544
李美淳 5*54444 鍾凱雯 5*54444

香島校友會獎學金現正接受申請
一 .  設立宗旨： 為了繼承母校團結互助的優良傳統，

鼓勵校友勤奮向學，特設此獎助學
金。

二 . 對　　象：香島中學校友、香島中學校友子女。
三 . 資　　格： 申請者必須為香島中學校友會永久

會員。

四 . 申請準則：
 1.  凡應屆在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科

技大學、香港理工大學、香港浸會大學、香
港城市大學、香港嶺南大學、香港教育學院、
都會大學和樹仁大學畢業，獲二級甲榮譽學
士或以上者；或

 2.  凡應屆在內地大學畢業 ,畢業成績 G.P.A獲
得 3.4或以上；或

 3.  凡在本屆中學應屆畢業，中學文憑試成績最
高的六科 (必須包括中文、英文 ) 積點達 28
分或以上；或

 4.  凡在應屆內地大學聯招考試總分在 470分或
以上，並獲得大學取錄。

五 . 申請辦法：
 1.  申請及交表日期為每年九月一日起至十月

三十一日止，逾期交表將不受理。
 2.  申請表格在校友會、校內派發或在校友會網

頁下載。能如此，運動員們明知會傷患累累
也在所不惜。 



────────── 附 記 ──────────

19711971年那一天年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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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片
一故事

▼

   梁麗珍(1945-2017) 廣東人 1965年
中國首奪女團冠軍的成員

▼

   李富榮 (1942 - ) 上海人 1961年世
界錦標賽男團冠軍成員；1961、63
和65年世界錦標賽男單亞軍（冠軍
俱為莊則棟）

▼

   鄭敏之（1945 - ）廣東中山人 1965年
中國首奪女團冠軍的成員

▼

   張爕林(1940 -) 上海人  1961年世界錦
標賽男子單打季軍（冠軍是莊則棟，
亞軍是李富榮）

▼

   徐寅生(1938 - ) 上海人 1961年世界錦
標賽男團冠軍成員

▼

   梁戈亮(1950 -) 廣西玉林人 1971年世
界錦標賽男團冠軍成員

22屆 杜錫基



─── 迎 春 ───

桂枝香桂枝香——香港回歸廿五周年香港回歸廿五周年
《滿江紅。冬奧贊》《滿江紅。冬奧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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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來自
香島系

列

經典牛仔褲變集體
回憶

經典牛仔褲變集體
回憶

周華焯賺學生錢回
饋學生

周華焯賺學生錢回
饋學生

　　牛仔褲是最長青的百搭時尚單品，幾乎每個人都有一
條。當中York是本地70、80年代的潮牌，當年一條七彩
漸變配以喇叭褲Cutting的York變色龍牛仔褲，按照老闆
周華焯所言，「簡直是學生情人」，連學生王子鄧光榮都
愛穿，藝人森美還大讚是集體回憶。

周華焯是日新品牌牛仔褲的創辦人
　　York(日新)牛仔褲店是九十年代本地年輕人潮牌，屹
立旺角五十多年。

　　世界上第一條牛仔褲在1873年誕生，從此展開了近
150年的輝煌歷史。無論時代潮流如何變遷，牛仔褲都站
穩了腳步。如果說美國Levi’s是針對採礦工人製作的耐用
牛仔褲，那York的建立，服務對象是學生。在內地捐了13
間學校的周華焯形容：「York牛仔褲專門做學生生意，又
回饋給學生」。

藝人明星必備潮物
　　今年82歲的周華焯是York品牌牛仔褲的創辦人，York
在旺角已屹立近50年。York牛仔褲當年深受年輕明星喜

歡：「當時何嘉莉才十幾歲，讀緊
書的學生妹，幫我哋York做牛仔褲
模特兒，還有學生王子鄧光榮，他
主動來接觸我，帶好多明星幫我買
牛仔褲，當時旺到不得了。」周華
焯說：「我最記得，當時一車無線
二三線的藝員放工後來我店買牛
仔褲，唔啱尺碼都照買，唔使穿得
fit，總之有一條牛仔褲就可以，因
為牛仔褲對他們來講，就是一個潮
流指標。」

　　在明星的帶動下，York牛仔褲
在學生間反應不錯：「我的品牌是

專門做給年輕人的，因為當時學生除了穿西褲上學，放
學都要找一條褲出去玩下，咁牛仔褲是不二之選。」從
此，York不但是學生之間轉贈的禮物，更是情侶間的定情
信物，很多年輕男女前往購買：「當時80年代，我有一
次在尖沙咀碼頭，有一群學生站在碼頭看海景，穿的都
是York。我有一次見到有對情侶都一齊穿York出街，好可
愛。」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York變色龍牛仔褲，連學生王子鄧光榮都愛穿。

　　York當時的生意非常好：「來買牛仔褲的人當時只見
到頭看不見腳。」最暢銷的款式之一是York 654石磨處理
洗水牛仔褲，還有就是York變色龍牛仔褲，均引起熱賣：
「當時York 654牛仔褲我用的是最好的面料，引入日本牛
仔布，當時日本布已用巴西棉花，質地非常好。當時日本
人專門來香港拜訪我，日本最早的牛仔褲品牌BIG JOHN
在香港崛起就是我帶起的。」

　　York 654牛仔褲的成功，老闆周華焯繼續創新，創
造變色龍牛仔褲:「我當時去意大利旅遊，看到類似這種
牛仔褲，然後我去韓國訂了七種顏色的布料，自己去嘗
試」。

　　周華焯的父親做製衣，但生意不好。他總結了父親的
營商經驗，1969年自己創業：「我覺得衣食住行都是人生
的必要，激起我做牛仔褲的是沙田工業學校的學生，他們
問我有無牛仔褲賣，想作為生日禮物送畀同學。」於是周
華焯開始專心做牛仔褲，當時他把品牌改名為「日新」，
皆因看過孫中山之號為「日新」，取自「苟日新，日日
新，又日新」之語，希望自己的品牌「日日都要奮鬥，日
日都要創新」，而英文品牌York則是當時正在美國讀眼科
博士的胞姊幫忙改的。

轉載堅料網

23羅國生
18李柏山



十八屆校友群英譜賦十八屆校友群英譜賦 18屆李柏山

	 水調歌頭‧十八屆校友情深海港樓

	 水調歌頭‧民權老師舒懷

十八屆校友情深海港樓十八屆校友情深海港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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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居加國校友相聚

▼

   任教民權中學的校友合照



會員福利

醫   療
1.  周林斌牙科醫生，地址：九龍佐敦道5號至秀商業大
廈五樓全層引怡牙科（裕華國貨對面），查詢電話 
3485 9293

2.  邱俊源眼科醫生，查詢電話：中環39973566、旺 角
39967660、元朗39967894、沙田39968064

3.  陳東飛外科醫生，精研微創外科中心，查詢
27800869，地址：九龍尖沙咀加拿芬道4-4A號利嘉
大廈10/F全層(只限外科)

　 

眼鏡優惠
憑永久會員証前往清晰視力各分店驗配框架眼鏡或
者購買太陽眼鏡，即享原價8折再額外85折優惠。年
滿65歲以上可使用醫療券。六間分店包括：北角英
皇道24558820、西環卑路乍街24558777、香港仔成
都道35946140、佐敦佐敦道23751866、紅磡海逸道
31562392、佐敦恆豐中心23751833以及淘大商場
24558166
　�

Carrera汽車修理
服務優惠

校友憑會員證，電話免費提供保險諮詢及報價，
修理汽車可獲九折優惠。

有需要可電黃永光校友9624 6000, 2389 0044；
Email: kwong@carreraautosport.com

　�　�

日本海鮮蔬果肉類零售批發 
Taylor Foods

https://taylorfoods.store/
校友憑會員證享有92折 (偏遠地區加運費)
聯絡人：陳豪 9387 1528

本會代售
正泰濃縮蜂膠軟膠囊 (80 粒 / 瓶 ) HK$158/ 盒
正泰磁砭貼一盒 (6 片裝 ) HK$30/ 盒
正泰御糖紅心番石榴茶 (200 克 / 盒 ) HK$125/ 盒
化橘紅罐裝 (120 克 ) HK$250/ 罐
正泰土蜂野桂花蜜 (500 克 / 瓶 ) HK$59/ 瓶
化橘紅盒裝	(60 克 ) HK$55/ 盒
長白山黑木耳 160 克 / 盒 /10 小盒 HK$55/ 盒
正泰蜜糖梘 80 克 HK$38/ 盒

即沖TNI KING COFFEE越南咖啡代售
3 合 1速溶咖啡 20 條 x16 克 HK$33
純黑速溶咖啡 40 條 x2 克 HK$45
2 合 1無蔗糖速溶咖啡 15 條 x10 克 HK$28
美式咖啡 15 條 x1 克 HK$22

光波專利產品代售
光生物安全CE認證，改善病痛症，療效高，

安全，無副作用

光波精準理療產品，透過光波直入細胞產生生化作用，活

躍、修復及再生細胞，促進新陳代謝，增加蛋白質、鈣

質，排出體內垃圾、毒素，從而增強人體免疫力，提高自

癒能力，對各種痛症尤其見效。元之光查詢方法：網址：

www.perfectlw.com，產品多達三十幾樣，經校友會購買
75折優惠，優惠後實價如下：

頸帶（頸部酸痛、骨刺、椎間盤突出） HK$1,485
肩套（五十肩痛、肩周炎、肩膀酸痛） HK$1,800
腰帶（腰酸痛、腰椎間盤突出、骨刺、坐骨神經
痛、軟骨磨損）

HK$2,175

披肩（肩背酸痛、富貴包、感冒、鼻敏感、咳嗽、肺
虛弱）

HK$2,175 

臍下貼（前列腺炎、腫脹、刺痛、小便暢通） HK$1,485
膝套（膝蓋痛酸、半月板撕裂、膝冰冷、骨刺、關
結炎、軟骨磨損）

HK$1,800

小肚帶（痛經、宮寒、子宮肌瘤、便秘、胃氣脹、
胃痛及減肚腩）

HK$2,175

踏板（三高、睡眠、便秘、性功能、腳脫皮、灰
甲、腳氣）

HK$2,700

以上代售貨品，有需要的校友可來電2381 7262或以上代售貨品，有需要的校友可來電2381 7262或
WS5403 8598訂購，註明產品名稱和數量，貨到校WS5403 8598訂購，註明產品名稱和數量，貨到校
友會後會通知來付款取貨。友會後會通知來付款取貨。

每盒 30片	每 5片一個袋，折實 $42

校友優惠價 $200/ 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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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張相片 一個故事
　　編者按：當我們翻開舊相冊，看着一張張發
黃、褪色的老照片，當年讀書、學習、生活的情
景，不其然浮現眼前。老師的關顧、同學的友誼都
定格在相片上，背後都會有個說不完的故事。
　　各位校友，快快打開你的相簿，尋找那些珍貴
的老照片，細述相片背後鮮為人知的人和故事。
　　這個欄目上期會訊開始，得到校友的熱烈反
應，請放心，所有的投稿，都會安排刊登。請大家
繼續支持，繼續投稿，讓香島故事繼續傳流。

十月會員康健顯關愛
目的： 提倡保健的重要性和健康知識分享
日期： 2022年10月19日（星期三）
時間： 9:30-12:30 孔慶浩校友中醫師
 14:00-17:00 伍兆明校友中醫師
地點： 校友會荔枝角新會所
對象： 永久會員、高齡教工
名額： 約30位。需電話預約
內容：1.  專業護士為每位參加者檢查血壓，脈搏，

血氧，血糖和血脂 
 2. 註冊中醫師在場按需要作健康指導
費用：全免
預約方法： whatsapp校友會專線54038598登記姓

名，屆別、電話以及所需時間 
截止日期：25/9/2021(六)

齊齊為健康身體打氣

香島校友合唱團招收團員
　　香島校友合唱團自2011年成立以來，每年均會參
加比賽和參演不同類型音樂會，獲得好評。我們誠邀有
興趣合唱的校友加入本團，共同努力唱好每一場比賽和
音樂會，合唱團逢週四晚上7:45-9:45假九龍塘桃源街
香島中學小禮堂練習，團費一季$150。

查詢電話：23817262
Whatsapp：54038598

注： 需試音，然後有一個月適應期，適應期內不收團費，期
滿後需通過團長指揮的考核，則可正式加入。

近期活
動

精美校友公仔
　　為慶祝50週年會慶而設計的校服公仔甚受歡迎，
現有此幾款，如需購買的校友，請即致電校友會登記，
每個$20。
因 數 量 有
限，售完即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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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新屋 賀一賀
更改地址 記得做

　　校友會每期寄出會訊後，都會收回一大批因搬遷
而被退回的會訊，這樣不但無法將最新的資訊傳送給
校友，難以維持彼此的聯繫，更甚的是浪費了校友會
的資源。故此，提醒各位校友，在喬遷之時，不要忘
記將新地址通知本會，以讓本會可以準時寄上會訊。
改地址可以透過Whatsapp54038598通知，也可利用
信封後面的表格或QR CODE通知。多謝合作！

　　廣告的效益有目共睹，每期會訊都會
預留一些位置，供校友或各界人士刊登廣
告。如有意為自己的公司或機構推廣活動
或產品，歡迎致電查詢及刊登。本會會訊
每三個月出版一次，免費寄給所有校友、
各友會等。有關資料如下：

會 員 校 友
4×3.5 吋 內頁 $300 $600

查詢：2381 7262 或 WhatsApp 5403 8598

《《WENS 香香港港》》獨獨家家代代理理 

天天然然香香茅茅精精油油沐沐浴浴露露((升升級級版版))    

馬馬來來西西亞亞  製製造造  

．．無無添添加加人人造造香香精精．．無無化化學學藥藥物物．．全全天天然然萃萃取取精精油油．．可可長長期期使使用用  

．．天天然然釀釀造造適適合合任任何何膚膚質質．．馬馬來來西西亞亞衛衛生生局局 KKM認認證證  

滋滋潤潤皮皮膚膚      皮皮膚膚敏敏感感      皮皮膚膚乾乾燥燥爆爆裂裂      抗抗氧氧化化      

頭頭皮皮煩煩惱惱      背背後後痘痘痘痘      驅驅蚊蚊      淨淨化化磁磁場場      消消炎炎

殺殺菌菌      除除臭臭      香香港港腳腳      汗汗酸酸      驅驅魚魚腥腥味味      主主婦婦手手  

會會員員價價  ::  $$128/支支  非非會會員員價價：：$$138/支支  

1-2支支    加加$$30運運費費  3支支或或以以上上  免免運運費費  

查查詢詢  WhatsApp 6112-2860 或或  微微信信  wens_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