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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座運程星座運程
白羊座 3/21-4/193/21-4/19 金牛座 4/20-5/204/20-5/20 雙子座 5/21-6/215/21-6/21 處女座 8/23-9/228/23-9/22獅子座 7/23-8/227/23-8/22

天秤座 9/23-10/229/23-10/22 天蠍座 10/23-11/2110/23-11/21 人馬座11/22-12/2111/22-12/21 水瓶座座 1/20-2/191/20-2/19 雙魚座 2/20-3/202/20-3/20山羊座 12/22-1/1912/22-1/19

巨蟹座 6/22-7/226/22-7/22

D1廣告：工商

陶醉在個

人天地就是

這個假日的

寫照，投注

心力在嗜好

或有興趣的

事物上將是

有意義的一天。曾接受到別人

盛情的人，你也該回饋一些給

別人，在家裏邀請三五好友來

個小聚會，展現一下你招待客

人的誠意。購物運佳，會買到

一直想要的物品。

戀愛運很

不錯，可惜

金錢運卻不

成正比，這

個假日的約

會看來也只

好節省一點

，找些不花錢的遊樂吧。還有

，總是愛拿自己跟別人比較，

在發言和行動上有着無意義的

執著或好面子的心態，將因此

引來運氣敗壞的可能喔，要多

多注意。

因為你即

時的資金援

助或中肯實

際的建言受

到他人感謝

的日子。只

要打開天窗

說亮話坦白表達自己意見，還

可能因此與之前曾互有心結的

人修復關係。今天是個社交運

良好的假日，參加團體旅遊活

動等有機會成為領導人物，個

人評價也隨之大大上揚。

以意會代

替言傳、肢

體語言傳達

意思的日子

。不論是朋

友間互通訊

息、情人間

傳送秋波，你的一個肢體小動

作可是比說十句話來得更有用

。遇到心儀的異性就用目光表

示好感，在進行團體運動時能

互傳暗號，似乎跟對方的默契

很不錯呢。

頗懂得用

頭腦為自己

弄點好處的

日子，不論

是花錢、存

錢或其他撿

便宜的機會

，你都不會吃虧。有人邀約的

話更要跟着去，如果有人要出

錢請客就不用客氣搶着付賬了

，享受別人的美意也不錯呢。

與家人一起外出，也會有意外

驚喜。

這個假日

讓就未體驗

過的事情來

滿足你的好

奇心吧。總

是去差不多

的地點、相

同的遊樂方式似乎已感到煩悶

，與朋友們討論一下各出點新

主意，雜誌上介紹的新景點也

很值得參考。旅遊運將隨時間

而提升，要出門的話下午時段

出發要比上午來得好。

運氣平穩

的假日，早

上先將家裏

或自己的房

間整理乾淨

後再出門，

以環境清爽

的氣氛外出，福運也就跟着來

了。有什麼儀式、典禮的場合

就多多參加吧，沾沾喜氣外還

有些意外收穫的可能。今天與

你年齡差異較大的人會為你捎

來幸福呢！

散發出健

康氣息的美

更能吸引異

性的目光，

在戶外活動

的你也散發

出另一種活

潑性感的魅力。別整天躲在室

內，這個假日戶外活動對你的

運氣有幫助。今天與有趣的人

、有趣的地方有着不錯的緣分

，不妨翻翻雜誌上的介紹選個

感覺有趣的地方去玩玩吧。

外出到人

多混雜的地

方絕對沒好

處。特別像

是清倉特價

的店舖，看

到大家搶破

頭的樣子，很容易被氣氛感染

，一不小心就大散財。購物的

預算一定要先拿捏好才行，不

然就不要出門。另外還要注意

可能會遺失或掉落物品，隨身

的東西可要拿好了。

情人的行

動中無意識

地透露出心

裏隱藏的秘

密，或可能

背着你做了

什麼事而露

出馬腳。覺得最近情人的舉動

有異讓你起疑心的話，今天可

是個觀察重點日。還有，常識

、面子最好先擺一邊，今天的

你就是要坦承面對一切。在職

場上要少說話、多做事。

能夠讓人

感到精神安

定、具藝術

氣息的事物

，例如歷史

文物品的展

示、或現代

抽象藝術作品展等，都讓人有

時空交錯的另一番體驗。而愛

情方面內心還有一絲掛記的人

如果出現在你腦海中，就象徵

有機會復合，有什麼令你忘不

掉的人，跟他聯絡看看吧！

在優雅、

寧靜的環境

中不管做什

麼事都讓人

心情愉快，

而這個假日

就是適合往

這樣的地方去。景色秀麗的大

自然也好、小山莊也好，有着

悠閒氣息和美景環繞的地方對

紓解工作壓力最有用。即使是

假日仍需工作的人，也不妨在

辦公室放些盆栽吧。

老茶莊新格局
食得又搽得

1981年，張曉莊（Olivia）的父親在唐人
街開設全溫哥華第一間茶莊 「妙品馨」 。
35年過去，華裔搬走了一些、西人搬來了
一些，唐人街和昔日已是大大不同，唯一
不變的是，現已由第二代接掌的妙品馨依
然屹立喬治亞東街。要讓茶文化穿越兩個
世代繼續傳承下去，除了有高品質的茶葉
作脊柱， 「新元素」 也是讓傳統工業再度
活絡起來的活化劑。數年前，Olivia一手
開創了能吃又能護膚的 「茶籽油」 ，又利
用中國茶葉自製冷泡花果茶，搞作多多，
只為曲線推廣華人的精緻茶道文化。

文／圖：陳韻如

「七十年代我們全家移民溫哥華，那時人們

想喝茶只能靠自己或托朋友由香港帶過來，很

不方便，於是我爸爸就說， 『不如開間茶莊吧

！』，便在喬治亞東街開了第一間舖。」Olivia

說，當年華人習慣到唐人街辦貨，然而喬治亞

東街並非 「鬧區」所在， 「我爸爸認為，我們

走精緻專門店路線，大家如果想買高級貨，走

遠一點也無妨！」於是，妙品馨就成了本地首

間賣高級中國茶的專門店，堅持只賣極品正貨

，35年皆如是。

茶農家發現靚油

Olivia從不畫地自限，繼承父業後，便嘗試走

出傳統茶道的框架，發展周邊產品。 「我每年

都會去中國鄉郊村落選購茶葉，2004 年，我在

上海近郊一戶茶農家作客，看到他們用一款自

製的油來煎蛋，火明明很大卻不冒煙，我覺得

很神奇，就問對方這是什麼油。他們告訴我，

這是茶油，很多農民都吃這種油。」好奇的

Olivia於是向茶農要了一些茶油和茶籽樣板，回

到溫哥華後開始試食。

「我做了些調查，發現茶籽油的冒煙點比一

般油高很多，可達華氏480度，飽和脂肪比橄欖

油更低，而且可以增加好的膽固醇。」於是

Olivia就膽粗粗嘗試自行生產茶籽油並帶入溫哥

華市場。

永遠謹記父親一句話

「爸爸話，我們的東西一定不可以吃壞人！

」這是張父生前留下來的教誨，Olivia銘記於心

。直至現在，她做任何事都會謹守這個原則，

由試食、資料搜集、開設生產線、取得加國食

品認證等，一共花了約兩年時間，第一瓶由妙

品馨自家生產的茶籽油才正式面世。

當初Olivia在中國試驗了很多次都不滿意，油

的顏色不對、包裝不好等，後來乾脆自行開設

生產線， 「我要逐個步驟去教當地人，連貼標

籤都要教！」妙品馨的茶籽油採用冷壓製作，

務求盡量保留油中的營養成分，顏色清澈透亮

， 「我喜歡這油是因為它的味道很清淡，不會

搶去食材的原味。」Olivia表示，許多本地廚師

在參加廚藝競賽時，為了不影響味道，均會指

定用茶籽油入饌。

因茶籽油的冒煙點高（油加熱後開始冒煙的

溫度，超過冒煙點後油會開始變質），故非常

適合用來煎炒煮炸；但因為此油乃經冷壓榨取

，質地輕薄細緻，用來涼拌亦佳。

老店，也可以很潮！

Olivia特別強調，茶籽油和 「茶樹油」是兩回

事，茶樹油是用來治療皮膚炎的，絕不能食用

， 「茶籽來自一款綠茶樹的果實，但並非大家

常喝的綠茶。這款樹是喬木，長得特別高，待

開花結果後才取其果實種子，因葉子太老，一

般不喝這茶。」
由於綠茶含有豐富的抗氧化功效，因此茶籽

油用於護膚效果也十分理想。 「我們的皮膚很

聰明，純天然的東西一下子就會被皮膚吸收！

」把自己當成 「白老鼠」親身將茶籽油試塗在

臉上，Olivia認為其保濕及滋潤功效絕不遜於名

牌護膚品，對於消除眼袋效果尤其顯著， 「我

們和本地一位香薰師合作，以茶籽油為基底，

混合各種天然精油，創作出一系列的茶籽精油

，可當作護膚品，也可用來按摩。」
食用油、護膚品感覺上和中國茶風馬牛不相

及，但Olivia總算是做出了口碑來。訪問期間，

一位顧客一進門就問是否有賣油，完全不用多

作介紹，買了就走。

華埠老店總是給人呆版、脫節的刻板印象，

但像Olivia這樣引入新產品、搞網站、搞臉書社

交媒體的，倒也是十分前衛。原來只要肯走出

既定框架，老店，也可以很潮。

籽油

冷泡花果茶 大溫第一名
除了茶籽油，Olivia 亦與時並進，加入

「冷泡茶」行列，與連鎖茶店、咖啡店一較

高下，去年更取下西人雜誌《Scout》的大

溫冰茶類第一名寶座。 「外面賣的冷茶質量

有高有低，有些是用粉開的，但我們全是用

真正茶葉加冷水浸泡出來的，有些茶葉甚至

要泡24小時！」Olivia解釋，真正的冷泡茶

必須用冷水泡，若用熱水泡開後再冷凍，就

會破壞了茶體的風味。今年春夏季，Olivia

就推出了三款冷泡茶，包括鮮橙烏龍、白茶

莫希多（Mojito）以及薰衣草普洱，全是用

新鮮水果、香草及蜂蜜調配，不添加任何人

工糖漿。 「夏天確實很少人會來喝熱茶，所

以就研發出這種真正能解渴、能嚐到茶香的

飲品，十分受歡迎。」夏日限定冷泡茶在天

氣轉冷後便會停售，想飲一定要快手！

另外，Olivia 也會不定期舉辦講座，教大

家如何分辨好茶和添加了人工香精的茶，詳

情可留意妙品馨臉書及網站 treasuregreen.

com。

茶

與香薰師合作推出的茶籽精油，男女都適用與香薰師合作推出的茶籽精油，男女都適用。。

涼拌熱炒皆宜的茶籽油，店內售價為涼拌熱炒皆宜的茶籽油，店內售價為$14$14。。

▲愛嘗試新事物的Olivia，帶着茶莊走入另一
個時代。

▲張父乃書生一名，當年
經常親手替茶罐題字。

▶ 「不可以吃壞人」 是
張父的遺訓，這句說話
讓妙品馨在唐人街屹立
3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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