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申請酒牌續期公告
財記辣蟹

現特通告：黃秀萍其地址為香港灣
仔軒尼詩道418-430號友光大廈
13/F 6室，現向酒牌局申請位於
香港灣仔謝菲道392-402號地下
G & H舖財記辣蟹的酒牌續期。
凡反對是項申請者，請於此公告登
報之日起十四天內，將已簽署及申
明理由之反對書，寄交香港灣仔軒
尼詩道225號駱克道市政大廈8字樓
酒牌局秘書收。

日期：2017年1月4日
APPLICATION FOR RENEWAL

OF LIQUOR LICENCE
Choi Kee Spicy Crab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Wong Sau Ping
of Room 6, 13/F, Yau Kwong Bldg.,
418-430 Hennessy Road, Wan Chai, H.K.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renewal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Choi Kee Spicy Crab at Shop G
& H, G/F., 392-402 Jaffe Road, Wan
Chai, H.K. Any person who knows any
reason why this renewal should not be
granted should send a written and signed
statement of the facts to the Secretary,
Liquor Licensing Board, 4/F, Tai Po
Complex, No.8 Heung Sze Wui Street, Tai
Po, New Territories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Date:4-1-2017

申請酒牌續期公告
King Ludwig Beerhall

現特通告：李國強其地址為香港灣仔
謝斐道414-424號中望商業中心23
樓，現向酒牌局申請位於香港灣仔皇
后大道東213號胡忠大廈2樓02號舖及
餐廳A之King Ludwig Beerhall的酒牌
續期，其附加批註為酒吧。凡反對是
項申請者，其請於此公告刊登之日起
十四天內，將已簽署及申明理由之反
對書，寄交香港灣仔軒尼詩道225號駱
克道市政大廈8字樓酒牌局秘書收。

日期：2017年1月4日

NOTICE ON APPLICATION FOR
RENEWAL OF LIQUOR LICENCE

King Ludwig Beerhall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Lee Kwok Keung of
23/F., Chinaweal Centre, 414-424 Jaffe Road,
Wanchai, Hong Kong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renewal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King Ludwig Beerhall situated at
Shops 02 & Restaurant A, 2/F, Wu Chung
House, No 213 Queen's Road East, Wanchai,
Hong Kong with endorsement of bar. Any
person having any objection to this application
should send a signed written objection, stating the
grounds therefor, to the Secretary, Liquor
Licensing Board, 8/F, Lockhart Road Municipal
Services Building, 225 Hennessy Road, Wan
Chai, Hong Kong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Date:4-1-2017

申請酒牌轉讓及續期公告
美軒餐廳小廚

現特通告：楊燦陽其地址為新界荃
灣梨樹路9號地下，現向酒牌局申請
位於新界荃灣梨樹路9號地下美軒餐
廳小廚的酒牌轉讓給陳美英其地址
為新界荃灣梨樹路9號地下及續牌。
凡反對是項申請者，請於此公告刊
登之日起十四天內，將已簽署及申
明理由之反對書，寄交新界大埔鄉
事會街8號大埔綜合大樓4樓酒牌局
秘書收。

日期：2017年1月4日
NOTICE ON APPLICATION FOR TRANSFER

AND RENEWAL OF LIQUOR LICENCE
美軒餐廳小廚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Yeung Tsan Yeung
of G/F, No. 9 Lei Shu Road, Tsuen Wan, N.T.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transfer and renewal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美軒餐廳小廚 at G/F, No. 9 Lei Shu
Road, Tsuen Wan, N.T. to Chan Mei Ying of
G/F, No. 9 Lei Shu Road, Tsuen Wan, N.T.
Any person having any objection to this
application should send a signed written
objection, stating the grounds therefor, to the
Secretary, Liquor Licensing Board, 4/F, Tai Po
Complex, No.8 Heung Sze Wui Street, Tai Po,
New Territories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Date:4-1-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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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陳惠芳綜合報道：
陪着無數香港人成長的經典漫畫《老夫子
》，作者王家禧（筆名：王澤，又稱 「老
王澤」），於美國時間元旦日凌晨因年老
器官衰竭，安詳離開人世，享年九十三歲
。不少讀者得悉噩耗後，紛紛趕往正舉行
「想入非非——老夫子漫畫作品展」的灣

仔動漫基地悼念。特首梁振英昨日傍晚在
facebook表示，《老夫子》是香港一代傳奇
，並對作者家人表示慰問，願王先生安息。

特首小時愛看《老夫子》
梁振英表示，小時候因為家境困難，

買學校的教科書也不易，沒有餘錢買漫畫
書，唯一有機會看漫畫書就是去理髮店，
「尤其是去設在皇后大道西一條橫巷的理

髮店理髮。老闆很懂得招徠，《老夫子》
漫畫書大量供應，因為最受大人和小朋友
歡迎。」他更指當時漫畫中的三個主角老
夫子、秦先生、大番薯，經常被孩子們用
來起 「花名」。

特首續稱，他近年經常看到《老夫子
》的地方便是中環高級會所 「中國會」的
電梯，因該處經常掛着相關漫畫，指每次
到中國會吃飯都會仔細地看，並憶記小時
候的理髮店。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Greg
）亦對王家禧離世表示深切哀悼，他讚揚

王家禧透過獨特的繪畫風格、簡單而詼諧
的故事，展現香港社會不同年代的生活面
貌，反映人生百態。而各個家喻戶曉的漫
畫人物，亦都陪伴香港人成長，深受不同
年齡層讀者喜愛。

王家禧於一九二八年在天津出生，亦
在天津度過小、中學的成長年代。他於一
九四四年考入北京輔仁大學美術系的西畫
組，四九年後曾在天津擔任美術工作。至
一九六○年在香港法屬天主教會擔任《兒
童樂鋒報》雜誌美術指導與畫家，並於六
○年初開始漫畫創作。

一九六三年，王家禧以長子王澤為筆
名，推出首本描寫市井小民生活百態、真
實且具親和力的《老夫子》，隨即引發閱
讀熱潮。一九七四年移居美國後，王家禧
仍繼續創作《老夫子》漫畫。老夫子、秦
先生、大番薯的一言一行，成為七十、八
十年代許多人的童年記憶。

學建築的兒子王澤，因見父親年紀漸
老，於一九九五年毅然接下父親的棒子，
繼續老夫子漫畫的創作。為了分辨兩個時
期的作者，讀者遂以老王澤、小王澤區分
漫畫家王澤、建築藝術家王澤。

漫畫記錄了時代變遷
二○一三年，第二代作者王澤出席 「

老夫子五十周年懷舊展」時曾表示，他約
於父親七十歲時才接力畫《老夫子》，並
笑言當初要由抹枱做起。《老夫子》漫畫
「耐人尋味」逾半世紀，故事內容記錄了

時代的變遷。多年來漫畫裏的老夫子造型
不斷在變化。早兩年王澤在港舉辦展覽時
，就挑選了三個經典的造型做成雕塑，分
別是一九六二年、一九六八年和一九八五
年的老夫子，王澤就是以此表揚父親對老
夫子的貢獻。王家禧生前曾說過： 「我的
一生就像漫畫，我盡可能的讓 『老夫子』

，也就是讓自己耍寶去逗樂讀者。」
今年二月才從大學建築系專任教授退

休的王澤，十分佩服父親王家禧，他一直
是個充滿活力與想像力的創作者，他創造
的《老夫子》就是描寫平日生活的漫畫，既
是你我日常的趣味，更是各種天馬行空的
想像。經歷半個世紀，時空雖已改變，每
個人對生活的期望也都不同，但其中的酸
甜苦辣，透過耐人尋味的漫畫，仍然直入
人心，與大家分享老夫子式的幽默。

王澤說： 「父親是個純粹的漫畫家，
內容簡單很易理解。」王家禧一門六傑，
除王澤畫漫畫，也有三位兒子搞動畫。王
澤曾說： 「遺傳是個奇妙的東西，兜兜轉
轉，還是做回父親所做的，儘管父親反對
我們以美術為生。」

第二代王澤眼中的父親是個潮爸，也
非常感謝母親陳玲玲（漫畫中的陳小姐）
， 「日夜體貼悉心照顧父親的飲食，自從
移居美國加州後，父親平日最大嗜好除了
畫漫畫就是釣魚，還迷上做陶器。」一生
酸甜苦辣都嘗過的王家禧，對於人生起伏
處之泰然，始終能從困境中自我調侃。他
對生命的熱愛，透過幽默的筆，一一展現
於《老夫子》，陪伴一代又一代的讀者。

《老夫子》成港人集體記憶

王家禧走完精彩人生

▲二○一七年一月一日出版的《老
夫子》第三百期特別珍藏版封面

▲老夫子與愛人陳小姐的有
趣漫畫

《老夫子》第三百期特
別珍藏版圖片

▲王澤去年十二月九日出席 「想入非非——老夫子漫畫作品
展」 開幕式 藝術中心供圖

▲香港蘇富比二○一四年八月舉行 「耐人尋味：王
澤（王家禧）老夫子手稿展覽」 ，展出上世紀六十
至八十年代的老夫子原稿作品逾百幀。圖為一九六
七年作《剃眉》 蘇富比供圖

▲《老夫子》第六十五期的封面，
漫畫主角坐飛毯飛越香港上空

《老夫子》第三百期特別珍藏
版圖片

【大公報訊】記者湯艾加報道：灣仔
動漫基地正在舉行 「想入非非——老夫子
漫畫作品展」，由於王家禧日前於美國逝
世，原定今日八時完結的展覽，將延長至
晚上十時才關門，明日加開半場至下午一
時，期望市民能把握時間參觀王家禧真跡
。展覽以人物為主題分區讓觀眾從新的角
度欣賞《老夫子》。

又一山人談策展感受
香港藝術創作人又一山人為老夫子策

劃了一場 「老夫子．妙不可言．開個展」
，於動漫基地第四層展出。又一山人透過
電話接受本報訪問時透露： 「非常榮幸獲
得 『小王澤』的推薦參與是次展覽，而我
非常之強調自己是該次展覽的策展人。我
將 『老夫子』想像成一位真實的藝術家，
為其策展。用老夫子的角度去詮釋 『他』
所理解的Ellsworth Kelly的簡約藝術及
Julian Opie的錄像藝術以及將漫畫中《耐
人尋味／洗手間》搬到真實空間。整個展
覽的人物全部在來源於《老夫子》，我只
不過是將其比例放大。」同時又一山人還
分享最初接觸《老夫子》是五、六歲時，
去理髮時必看的漫畫，隨手打開一本總有
不少碎髮夾在其中，《老夫子》也是他最
初的繪畫啟蒙。

又一山人回憶 「小王澤」曾對他談起
過父親 「老王澤」，在六、七十年代，老
王澤透過畫畫維持全家生計，直至出名後
，更自如地透過人情味的漫畫，展示社會
及生活的關係。而 「小王澤」還說過，老
夫子這個人物與一般的漫畫人物不同，並
沒有特定的社會、工作背景的設定，但其

人物性格非常鮮明，可以是執著，也可以
是頑固不化，總想做事但卻多數失敗的 「
Loser」（失敗者）。

香港著名漫畫家黃玉郎接受本報查詢
時表示： 「我同王伯伯兒子王澤比較熟，
他的作品好幽默，好過癮，我都希望似王
伯伯這樣出名。」

記者昨日到訪展覽現場，見到觀眾較
之前多，更有觀眾參與導賞團細細品味老
夫子的精彩。

觀眾陳小姐近年才開始看老夫子漫畫
，她覺得老夫子最有意思的不只是畫一個
一個人物，更多是從一個個小故事中，可
以感受到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社會生活
。而觀眾程先生十多歲開始接觸老夫子漫
畫，至今已有四十餘年，他表示在展覽現
場才知悉 「老王澤」去世的消息，覺得十
分惋惜，在現場已欣賞近兩小時的他說，
《老夫子》蘊含着簡單純粹地道的港式幽
默，是小時的一個重要回憶。

為配合展覽，動漫基地首層公眾休憩
空間擺放老夫子雕塑及一張大尺幅畫報，
在展場二樓更設有《老夫子》漫畫的互動
專區。於展覽結束後老夫子雕塑將移遷至
香港藝術中心戶外廣場。

當年真人版《老夫子》的經典電影角
色曾由高魯泉（老夫子）、矮冬瓜（大番
薯）扮演。雖然王家禧去世，但《老夫子
》漫畫暫未現搶購跡象。有報販稱《老夫
子》至傍晚仍有存貨。老夫子是港人的集
體回憶，去年有老夫子書迷開了一間老夫
子主題餐廳，開業當日 「小王澤」亦有出
席，記者昨日到訪時其門如市，往後要追
憶老夫子就只能到此餐廳尋找了。

老夫子作品展覽延時

◀位於太子的老
夫子餐廳，王澤
亦有份參與設計
。不少食客帶一
家老小慕名而來

大公報記者
何嘉駿攝

▲王家禧（右）與長子王澤
網絡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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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夫子》漫畫三主角：老夫子、
秦先生、大番薯

▲又一山人為「老夫子．妙不可言．開個
展」 策展現場 大公報記者湯艾加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