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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股市或樓市
中美磨擦將會是市況主導因素
2019 年投資策略

理財策劃 • 資產管理 • 證券交易 • 個人保險策劃 • 強積金計劃
九龍尖沙咀彌敦道 132 號美麗華廣場 A 座 10 樓 1003-04 室
Units 1003-04, Mira Place Tower A, 132 Nathan Road, Tsim Sha Tsui, Kowloon
客戶服務熱線：（852）2501 0888

電話：（852）3966 6666

傳真：（852）2374 3330

網址 : www.centawealth.com

聲明：
本刊物的數據及資料，是根據可靠來源編製，但本公司（中原金融集團有限公司及其以下子公司）對所提供之數據及資料的準確性及完整性則無需負上任何責任。所有提
供的資料及分析源自歷來的數據，閣下不應將之視作選擇投資的全部根據。本刊物僅供參考用途，本公司對任何人士因直接或間接使用此等資料及內容所引起的可能損
失或損害並不承擔任何責任。投資者應注意，投資涉及風險，基金單位價格及其收益可升可跌，過往業績並不代表將來業績之保證。投資者作出投資決定前，應參閱有
關基金銷售文件，或與理財顧問查詢有關詳情。

• 中原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 中原理財（國際）有限公司

• 中原理財有限公司

• 中原證券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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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理財精英會 慈善你我他 和諧中原家：

身體力行 支持聯合國
兒童基金會慈善跑 2018
b 中原理財一眾精英會同事，齊來參與 UNICEF 舉辦的迪士尼慈善跑。

「聯

合國兒童基金會慈善跑 2018」於 2018 年 11 月 25 日，
假香港迪士尼樂園度假區舉行。

中原理財精英會一眾熱心公益的同事多年來一直熱衷參與此慈善跑，今年亦不例外，繼續以行動支持善舉，為慈善出一分
力。比賽當日天氣不錯，雖然不是陽光普照，但吹著陣陣涼風，令人格外醒神。慈善跑賽事設有半馬、10 公里、5 公里、
3 公里少年及親子跑項目，一眾參賽健兒一大清早便到達迪士尼樂園度假區熱身，準備就緒，希望創出個人佳績。
是次活動善款將用以支持「為兒童．抗愛滋」全球運動，保護嬰幼兒免經母體感染愛滋病病毒、擴大治療覆蓋率、並為受愛
滋病病毒或愛滋病困擾的母親及兒童提供治療、輔導及支援的工作，令預防及治療愛滋病病毒計劃於發展中國家得以延續。
所有賽事完畢後，一眾精英會同事，一同享用公司為大家準備的豐富午餐。
期待來年的慈善跑活動，同事們可以再接再厲，攜手同行，再創佳績。

03

二〇一九年 一月號

集團活動

《知多一點點》健康講座系列 ：

預防子宮頸癌及
人類乳頭瘤病毒 HPV
中

原金融集團與 VIE SIMPLE 及 Merck Sharp & Dohme（MSD）美國默沙東藥廠攜
手合辦的免費健康講座，已於 2018 年 9 月 30 日（星期日），在中原

薈九龍會所圓滿結束。
是次健康講座主題為《知多一點點－ 預防子宮頸癌及人類乳頭
瘤病毒 HPV》。子宮頸癌於女性最常見之癌症中位列第四。研究

a 中原金融集團營業董事
劉啟明分享健康生活保
障的資訊。

顯示，高於 99.7% 的子宮頸癌是由人類乳頭瘤病毒 HPV（簡稱
HPV）所引起，而當中高達 70% 的子宮頸癌是由 HPV 16 及 18

_ 家庭醫生胡暐醫生講解
及分享子宮頸癌及人類
乳頭瘤病毒 HPV 的相關
資訊以及預防小貼士。

型病毒感染而引起的。HPV 疫苗能預防子宮頸癌及其他因感染
HPV 而引致的疾病。
為增加普羅大眾對子宮頸癌及人類乳頭瘤病毒的認識，中原金融
誠邀家庭醫生－胡暐醫生，來到當中為客戶講解更多相關資訊及分
享預防小貼士。而我們的同事－劉啟明先生亦在是次講座中跟客戶分享
了健康生活保障資訊。

（MSD）
美國默沙東藥
a 中原金融集團與 VIE SIMPLE 及Merck Sharp & Dohme
廠一眾代表合影留念。

a 當天參加者都很專心聆聽講者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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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角度分析 樓市講座系列 ：

中原數據助您剖析樓市現況
抓緊入市時機
由

中原金融集團主辦的《樓市進入下行週期 ?》講座已於 2018 年 12 月 1 日（星期
六），在尖沙咀中原薈九龍會所舉行及圓滿結束。

當日講者中原證券執行董事梁鈞宇先生，為投資者及客戶，剖析樓市未來的發展。
他從以下三大因素剖析樓市走勢，配以圖表數據，協助投資者或有意置業人士更清

《樓市進入下行週期？》 �
講座，主講中原證券執
行董事梁鈞宇先生。

晰地判斷樓市形勢。

❶ 供求
本地房屋供應量在過去十多年可謂停滯不前，供求失衡問題嚴重。在過去十年，
平均每年的供應量只有兩萬多伙，遠低於平均約四萬伙的需求量。即使未來幾年供應
量上升，亦未能大幅度解決過往累積短缺數目。

❷ 經濟增長
貿易戰為中港兩地的經濟增長帶來陰霾，加上人民幣年初至今已貶值逾 5%，內地資金減少，已令樓價
缺乏上升動力。另外，本地經濟增長放緩亦響起樓市調整訊號。

❸ 利息成本
過往十年 QE 造就大量低息按揭，實質按揭利率更達負利率，遠低於 97 樓市平均 7.81% 的水平。現時
香港已隨美國步入加息周期，但利率水平仍處於低位，具漸進加息的空間。在壓測下，即使加息 1% 亦
不會明顯削弱供樓負擔能力。

綜合分析，樓市現階段已進入調整期，或會持續一至兩年，跌幅將約一成半，與 2008 年金融海嘯相似。
最後，在發問環節中，現場觀衆踴躍發問，講者亦分別就觀眾們的問題提供了專業的建議。

a（左二）中原地產新九龍資深營業董事蔡日基先生、(中) 中原證券執行董事
梁鈞宇先生、中原金融集團行政總裁王紅衞先生
（右二）及中原地產山頂南
區、愉景灣及離島區資深營業董事何兆棠先生
（右一）合照留念。

a 問答環節中，觀眾踴躍發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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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施永青

|

鄺：鄺敏業

|

羅：羅燕玲

施生專訪：

不論股市或樓市
中美磨擦將會是市況主導因素
鄺： 施生認為 2019 年的投資焦點是 ?
施： 不論是股市或樓市，中美磨擦將會是來年市況的主導因素，這一因素將會貫穿未來投資市場一段時
間，而中美磨擦現時整體影響並未完全反映。中美磨擦並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隨著時間過去，各種小
型衝突日積月累，2018 年開始得到廣泛重視。漸漸大家發現兩國的爭端並不是單純貿易磨擦，有意
識形態、有經濟發展模式矛盾、爭取全球領導地位的衝突等等，上述的問題亦不是短期可以解決的。

羅： 反映樓價的中原城市領先指數 CCL 目前連跌 11 周共 5.9%，施生你認為目
前影響樓價的最大因素是什麼 ?
施： 中美兩個大國的貿易磨擦是來年樓市的主導因素，雙方矛盾屬於根本性衝突，估計會維持一段較長
時間。如果撇除這個宏觀因素，純粹觀察本地房地產市場的自身因素，例如 : 供應、加息、發展商質
素等，並不構成本地樓市泡沫和樓價下跌。唯一較大問題是，樓價已超出大部分用家的購買能力。
不過，香港是自由市場，我們還要考慮投資因素。綜合而言，我預計第一階段樓價會下跌 10% 至
15%，然後取得支持位。下一階段則要視乎貿易戰進展。

羅： 今年人民幣貶值逾 5%，施生你對人民幣走勢有何看法 ?
施： 人民幣匯率和美元強弱亦值得市場關注。今年市場十分關注人民幣能否保住 7 算和中央政府取態，因
為這會影響大眾對人民幣的信心。從貿易或國際競爭角度分析，我認為人民幣應該下跌。因為特朗
普期望美元下跌，而不是人民幣，人民幣下跌可成為中方與美方討價還價的工具。

投投是道

二〇一九年 一月號

羅： 近日內地樓市政策開始有放寬現象，施生你對內地樓市有何看法 ?
施： 樓市泡沫有三種，分別是 Overpriced、Overbuilt 和 Overleveraged。以上三種情況在內地均有出現。
首先，三、四線城市出現供應過剩；另外，普通人及內地發展商都有過度借貸。現時內地發展商的
負債比率高達 8、9 成；從樓價與工資收入負擔比率看，北京、深圳和上海等一線城市的比率接近 20
年，比香港約 18 年更嚴重。道理上，政府應嚴控房地產過度發展，以避免資源錯配。但當經濟缺乏
動力，不排除政府會借助房地產推動經濟。目前內地需要維持金融系統穩定，若房地產大跌將不利金
融系統穩定，所以我認為政府現時一定不會加辣，部分城市或會放寬調控，先逐步提高市場信心。

鄺： 施生個人對企業傳承有何看法 ?
施： 我認為人去到一定年齡應有自知之明，我自己都接近 7 旬，當人年紀大的時候，經驗雖隨歲月累增，
但進取心及精神亦會比年輕人沒有那麼強。我認為年輕人的動力、眼光、接受新事物的能力亦會較
強，因此應讓年輕人在時機合適時接棒。

鄺： 那麼施生今季的投資比例會否有調整？
施： 今季投資組合比例不變，跟上季相同如下：





物業
股票
債券與現金
黃金

股票

35%
35%
15%
15%

35%

物業

35%
黃金

15%
債券與現金

15%
施生建議資產組合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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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探討：

2019 年投資策略

1 股票市場
� 發達國家：從增長到價值投資
2018 年環球市場經歷反高潮，港股年初曾一度升至 33,484 點，但年內中美貿易磨擦、歐洲預算風波
及英國脫歐問題懸而未決為市場帶來不明朗因素，令市況波動。另一邊廂，美國加息步伐放慢，令市
場憂慮環球經濟增長減速，下行風險日增，拖累年末環球股市表現。展望 2019 年，預期發達國家經濟
增長將會放慢，投資取向將由增長主導轉向價值主導。

� 發展中國家：從亂局中尋找增長機會
2018 年發展中國家整體表現慘不忍睹，美元強勢令投資發展中國家的海外投資者除承受市場風險外，同
時亦飽嚐貨幣貶值的惡果。展望 2019 年，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未來經濟增長或停滯不前，資金將來或
從其他市場如發展中國家另覓增長機會。除此之外，美國未來加息步伐減慢，過往美元強勢或不再，令
發展中國家未來的貨幣風險暫得到舒緩，間接增加發展中國家的投資吸引力。

� 美國：增長放慢，進入後增長周期
預測：標普 500 指數有機會下跌至 2,300 點水平
建議：持有－必需品、公用等防守類股份；
減持－工業、原材料、能源等經濟周期敏感度高的股份。估值過高的科技股亦要小心。
自 2008 年起，美國股市在科技股領軍下展開升浪，道指最高曾見 26,951 高位，但踏入 2018 年 10
月，大市受中美貿易戰等負面消息拖累而下滑。另外，美國國庫債券孳息曲線出現倒掛，根據過往經
驗，曲線出現倒掛，未來美國股市的上行空間或會減少，而下行風險會日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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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 12 月 20 日聯儲局加息 0.25%，並指 2019 或最多加息 2 次，比市場預期 3 次為少，更同時下調 2019
年經濟增長至 2.3%，顯示美國經濟增長較有機會放慢。
2018 年，以科技股為主的納斯達克指數跌幅高於標普 500 指數，但公用股在跌市中表現仍靠穩（圖一），
美國去年第 3 季經濟增長由 4.2% 下調至 3.5%，11 月年度通脹率達 2.2%，接近聯儲局 2% 的目標，因此
美國聯儲局表示或會減慢未來加息步伐此舉並不難理解。利用商業周期理論（Business Cycle）分析，推測
美國或已步入「後增長周期（Late Growth Phase）」。估值方面，標普 500 指數或會跌至 2,300 以下。

納指（紅線）跌幅大於整體美國股市（藍線）
公用股（綠線）走勢仍企穩，美國股市正進入後增長周期（圖一）

資料來源：彭博

� 歐洲、英國：政治爭拗不斷，靜候價值投資機會
預測：德國 DAX 指數－最低或見 9,950；英國富時 100 指數－最低或見 6,550
建議：如形勢進一步惡化，估值或進一步下跌，未來或會出現更多價值投資機會。
歐洲 2018 年第 3 季經濟增長平均達 1.6%，較上季增長 2.0% 為低。歐盟規定各成員國政府開支佔 GDP 比
率需不可高於 3% 及國債佔 GDP 比率需低於 60%，政府開支佔 GDP 比率大部份成員國都合格，但各成員
國的國債佔比則明顯過高，如意大利的負債佔國內生產總值達 131.8%，成區內最大隱憂（圖二）。同時，
10 月區內失業率錄得 8.1% 的高水平。

歐元區各成員國債務過高，低於歐盟整體要求（圖二）
年度負債佔
GDP 比率（%）

預算佔 GDP 通關，但國債佔比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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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普路斯
克羅地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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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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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蘭
波蘭

-1

斯洛伐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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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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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立陶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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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

丹麥
保加利亞

2
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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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森堡

3

馬爾他

預算赤字佔
4 GDP 比率（%）

愛沙尼亞
資料來源：彭博

歐豬五國

09

投投是道

二〇一九年 一月號

過往 10 年，由於區內利率低企，加上歐央行實行貨幣寬鬆政策，令問題暫以舒緩。可是，歐洲央行的量化寬鬆
措施將於 2018 年 12 月結束及 2019 年秋季後或開始加息，這或會令高負債國未來雪上加霜（表三），區內高負債
的問題重新成為焦點。意大利的財政風波最近雖暫時解決，但區內高負債問題仍然存在。

歐央行秋季加息相信會大增（表三）

資料來源：彭博

英國方面，通脹現時為 2.3%，已超越英倫銀行 2% 的通脹目標。英倫銀行礙於英國脫歐問題仍未有定案，故 3 月
29 日前傾向按兵不動（表四）。英國經濟年度增長 1.5%，但如 3 月 29 日英國最終出現「硬脫歐」，會嚴重打撃當
地經濟。

英倫銀行脫歐前按兵不動，利率掉期預視如脫歐有定案，加息機會將大增（表四）

資料來源：彭博

根據利率及盈利預測，2019 年富時 100 指數最差可見 6,550，德國 DAX 指數則或會下試 9,950。

� 中國：增長放慢，經濟將靠政策拉動
預測：寬鬆政策陸續出台，A 股有望稍作反彈
建議：A 股估值低，政策利好經濟及股市，可分階段買入。
2018 年中國經濟面對內憂外患，GDP 增長由第一季按年
增 6.8% 逐步放緩至第三季 6.5%，低於預期。撇除貿易
戰，中國經濟本身亦有結構性問題。以往中國經濟增長主
要由投資帶動，資本支出佔 GDP 總值約 44%，個人消費
僅佔約 39%。近年不少基建和房地產投資開始出現過度
建設，其成本效益成疑，港珠澳大橋和三、四線城市房屋
庫存高企便是一些為人詬病的例子。這些項目的投資年期
較長，並需要持續融資，而中國的負債比率截至 2017 年
末已高達 265.85%，遠高於其他新興市場。中國若再靠
基建及房地產投資拉動經濟將會使負債問題惡化。故此，
中國過去數年積極推動經濟轉型、去槓桿和擴大內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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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中國 GDP 總值分佈（圖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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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 GDP 總值增長（圖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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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彭博

然而，貿易戰的出現將長遠影響中美關係，嚴重打擊國內投資及消費意欲，國家政策亦因此作出調整。
2018 年下旬起，中國陸續推出不同政策，以應對貿易戰和維持經濟穩定增長。市場普遍預期 2019 年內地
將力保 GDP 增長在 6% 以上。

政策包括：
一 . 財政和貨幣政策趨向寬鬆，以刺激內需及投資
 個人所得稅改革，徵稅門檻從月收入人民幣 3,500 元提高到 5,000 元
 首度設立子女教育支出、住房租金等 5 個專項附加扣除額
 製造業、交通運輸業、建築業和基礎電信服務的增值稅降低 1 個百分點
 10 月 15 日起將部分金融機構的存款準備金率下調 1 個百分點，是年內第 4 次降準
 增設定向中期借貸便利（TMLF），定向支持金融機構向小微企業及民企發放貸款

二 . 開放資本市場，以吸引外資流入及建立國際形象
 外國投資者關注、國內市場缺口較大的教育、醫療等領域將放寬外資股比限制
三 . 在貿易議題上展現開放及友好態度
 習近平在首屆進博會表示，預計未來 15 年中國進口商品和服務將分別超過 30 萬億美元和 10
萬億美元

四 . 「中國製造 2025」淡出，官媒：避免刺激美國
 中美貿易戰爆發後「中國製造 2025」在官方文件和媒體「消失」

股市方面，受惠於以上政策，2019 年國內整體的企業盈利理應較 2018 年有所改善，加上 MSCI 及富時羅
素指數宣佈在 2019 年起將分階段納入 A 股，中長期有助 A 股市場注入更多國際資金。現時 A 股估值偏低，
2019 年的反彈空間應較下行空間大，惟貿易戰仍會是主導大市走勢的關鍵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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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西：總統上台新氣象，市場改革或提振經濟
預測： 巴西 BOVESPA 指數或可上試 120,000 點
建議： 巴西正逐漸走出經濟衰退，如新任總統博索納羅推行經濟改革及市場化措施，對巴西經濟會有正面刺激
作用，可增持巴西市場資產。

巴西股市在博索納羅當選後曾一度升至今年高位（圖七）
2018 年巴西總統選舉年末以保
守派博索納羅當選總統告終，
投資者普遍對博氏勝出持正面
態度，巴西 BOVESPA 指數其
後，由 85,719 上升至 2018 年
高位 91,242（圖七）。

資料來源：彭博

新任總統將於 2019 年 1 月 1 日就任，未來巴西將有以下主要焦點 :
一 . 新任經濟部部長 Paulo Guedes:
博索納羅委任芝加哥大學畢業的投資銀行家 Paulo Guedes 出任經濟部部長，Paulo Guedes 主張市場
改革及國企私有化，亦是市場人士對博氏當選正面的主因之一。過往的貪腐案如洗車行動（Operation
Car Wash）與國有企業關連甚大，加上「打擊貪腐」是博索納羅其中一個競選承諾之一，因此國企改革
是博氏首要任務之一。如改革成功，令國企提高營運效率及透明度，可正面刺激當地金融市場。

二 . 退休金改革
巴西現時令人詬病的是退休金開支令國家社會開支負擔龐大。現時巴西並未有最低退休年齡，國民可
在 50 歲退休，全額提出之前每年繳納的供款作養老金之用，此舉令國家社福開支負擔增加。巴西現
時預算赤字佔國內生產總值 7.8%，屬高水平，如博索納羅政府最終能通過退休金改革，將有助減輕
國家預算赤字的問題，改善國家財政。

三 . 巴西經濟現時正慢慢復甦
截至 11 月下旬，2018 年 GDP 季度增長達 0.8%，較 2017 年第 4 季倒退 -0.3% 回復不少（圖八），增
長主要由投資及政府支出帶動。國內失業率亦由最高峰 14% 下調至 11.7%，通脹率現時 4.05%，較
2016 年時 11% 為低，物價正逐漸正常化，而國內利率仍維持低水平 。

巴西經濟重拾增長步伐（圖八）
現時巴西正處於經濟復甦期
（Early Cycle），利好各行業，
特別是金融、消費、工業類股
份。如政府能順利推動改革，
有助推動巴西未來經濟發展。
一般投資者難以直接投資巴西
市場，可考慮巴西市場相關基
金或交易所買賣基金。
資料來源：彭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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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債券市場
� 不利因素在 2019 年有望緩和
預測：美國加息步伐放緩，新興市場貨幣回穩
建議：亞洲高息債的價格和孳息率吸引，債券投資者可考慮買入。
回顧 2018 年，主要受加息、政治及匯率風險影響，環球債市（特別是新興市場）的表現遜色，過去一年大部分債
券類別均錄得負回報。理論上，債券價格與利率呈反向關係，利率上升，債券價格便下跌。有見及此，2018 年
整體債市表現略為遜色是合理且符合預期。而難以預期的是，2018 年貿易戰正式展開，投資者風險胃納轉弱，
此不利於非投資級別、信用評級較低的債券需求。
匯率風險是導致 2018 年新興市場債券表現更遜色的主因。新興市場貨幣（包括阿根廷、土耳其、印度和俄羅斯
等）出現大幅波動，削弱了新興市場債券的保本和抗通脹能力。另一邊廂，美國經濟增長強勁且漸進加息，導致
美匯走強，加快新興市場資金流走和貨幣貶值。
聯儲局最新預計 2019 年加息次數會由 3 次下調至
2 次，同時表示利率已步入中性水平下限。加息步
伐放緩將有助穩定債券價格；這亦有助壓制美匯升
勢，降低新興市場貨幣持續貶值的可能性；另外，
中美貿易戰目前停戰 90 日，談判結果雖是未知之
數，但近日中美雙方態度均有軟化跡象。
2019 年首季較大的政治和匯率風險將聚焦於英國
會否出現「硬脫歐」，歐元及英鎊資產價格因此會
有較大變數。在各債券類別中，目前亞洲高息債的
價格和孳息率較為吸引，加上摩根大通的數據顯
示，2018 年亞洲高息債的違約率少於 2%。違約
風險可控。因此，以外幣發行、且年期較短（約 2
年至 3 年期）的亞洲高息債券將是不錯的投資選擇。

不同債券類別的孳息率、息差及回報（表九）
債券類別

孳息率（%）

息差（基點）

過去 1 年回報（%）

亞洲債券－企業

5.650

293.700

-0.81

亞洲債券－房地產

8.750

604.600

-2.84

亞洲主權債券

4.840

202.900

-1.96

新興市場債券－高息

8.567

583.900

-5.00

新興市場主權債券

6.598

381.009

-4.35

美國－企業投資級別

3.454

61.508

-1.54

美國－高息

7.967

513.545

-2.19

美國主權債券

2.732

0.202

0.74

資料來源：Bondsupermart, S&P Dow Jones Indices
資料截至：2018 年 12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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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康有良方：

老字號屹立超過三十載
民間百寶盡在「百寶堂」
撰文：張嘉慧

相片：張嘉慧、百寶堂

話說當年…

在

六十至七十年代，涼茶舖不單是喝涼茶的地方，更是一
個供市民聽歌、看電視的休閒場所。因為當年唱機和電

視機並不普及，而且價錢昂貴，有些涼茶舖為了吸引客人光
顧，而安裝唱機和電視機，因此涼茶舖便成為很多家中未有
唱機、電視機街坊的聚腳點。時至今日，有些新派的涼茶舖
除了涼茶，更會售賣茶葉蛋、燒賣、魚蛋、甜品等食品。

何謂「涼茶」？
「涼茶」流行於廣東、香港等天氣炎熱、多雨地濕的地區。「涼
茶」是以藥性寒涼和能消解人體內熱的中草藥煎水而成的草本
飲料，除了可以清熱消暑，亦有保健養生的功效。因此，「涼
茶」是四季皆宜的飲品：春夏季飲用，可以消除人體內的濕氣
暑氣；而秋冬季則可滋陰潤燥。

百寶堂的故事
百寶堂是由姜氏家族經營的傳統涼茶舖，於 1981 年在
油麻地廟街成立第一間店舖。而深水埗分店是在 1988
年開業，至今屹立區內三十年，以售賣涼茶和龜苓膏為
主。深水埗分店負責人姜先生說﹕「姜老先生表示，涼
茶取材自多種藥草，《本草綱目》中的中草藥更是前人
留下來的『寶』庫，加上以前的老人家比較喜歡用『百』
字，所以就取名『百寶堂』。」
（左）
a 百寶堂的百年古方由香港著名中醫師伍卓琪博士所鑑定。
姜老生生與 (右）著名中醫師伍卓琪博士於油麻地總店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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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寶堂」小百科

「獨門涼茶」

五草茶

 火麻仁

 廿四味

 五花茶

 龜苓膏

主要成份：雞骨草、
夏枯草、百花蛇舌草、
野葛菜、車前草等

主要成份：炒熟加工
的大麻籽、炒香的白
芝麻等

主要成份：廿九種不
同的藥材中選取材料
煮成

主要成份：金銀花、
菊花、雞蛋花、葛
花、木棉花等

主要成份：龜板、
土茯苓和另外廿多
種藥材

功效：袪除骨火、
清熱袪濕

功效：潤燥、通便、
滑腸

功效：清熱解毒、化
濕利尿、健胃消滯

功效：明目、平肝火

功效：袪濕、清熱
解毒

至於當初為何選址深水埗，姜老先生留意
到此地區大多為基層人士，而每當他們遇
上小毛病時，礙於診費高，求醫往往不是
他們的首選，他們多會選擇喝涼茶或龜苓
膏來紓緩病情。正因如此，姜老先生希望
能從中略盡綿力，幫助一班在深水埗的基
層街坊。姜先生把父親助人為樂的美德一
直秉承至今，已是第三十個年頭，這種堅
持實在令人尊敬。
訪談期間，留意到不乏街坊身影，他們與
伙計們尤如朋友般，無所不談。他們到來
不只是為一碗涼茶，更多的是為了細嚐當
a 店內龜苓膏銅鼎內滿載著一盅盅温
暖的龜苓膏，供客人隨時享用。

中的人情味。伙計英姐更表示，當年自己
以新移民身分來港，幸運地遇上姜老闆，
又細數姜老闆如何善待員工，轉眼間，就
替姜老闆打工廿多年了。
姜先生表示，雖說「涼茶」是四季皆宜的
飲品，但夏季暑假及冬天農曆新年前後都
是「涼茶」旺季！暑假期間，因為天時暑
熱，飲杯涼茶可清熱消暑；而農曆新年期
間，必定多吃了煎炸油膩的食物，此時飲
杯潤燥涼茶，實在是不二之選。
a 百寶堂保留著傳統涼茶舖的特色，門口擺放
著兩個銅壺，形狀似鼎非鼎，似壺非壺，一
個用來盛載苦茶，另一個則盛載甜茶。

百寶堂（深水埗）

百寶堂（油麻地）

百寶堂（旺角）

地址：深水埗元洲街 29 號
電話：2720 6895

地址：油麻地廟街 134 號地下
電話 ：2332 8916

地址：旺角西洋菜街 218 號地下
電話：2398 1183

中原按揭保

*

多方面的按揭
保障計劃 –
令客戶無後顧之
憂，安心置業。

見微 知您
*「 中原按揭保 」（即蘇黎世「智選人生」計劃）由中原理財有限公司銷售 – 香港專業保險經紀協會會員
地址：香港尖沙咀彌敦道132號美麗華廣場A座10樓1003-04室 電話：+852 2106 3301 傳真：+852 3119 0326

電郵：gi@centawealth.com

「中原按揭保」由蘇黎世國際人壽保險有限公司承保，並全面負責一切批核、保障及賠償事宜。

蘇黎世國際人壽保險是蘇黎世國際人壽保險有限公司的商業名稱。蘇黎世國際人壽保險有限公司為人島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所認可，提供人壽保險、投資及保障產
品。於人島的註冊號碼為20126C。
註冊辦事處：Zurich House, Isle of Man Business Park, Douglas, Isle of Man, IM2 2QZ, British Isles 電話：+44 1624 662266 傳真：+44 1624 662038
香港辦事處：香港港島東華蘭路18號港島東中心25-26樓 電話：+852 3405 7150 傳真：+852 3405 7268 網址：www.zurich.com.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