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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99% A*-B grades / 90% A*-A grades
2018 96% A*-B grades / 89% A*-A grades
2017 99% A*-B grades / 92% A*-A grades

OXFORD INTERNATIONAL COLLEGE
全英國私立中學排名第一名
2019年 A-Level A*- A 成績達92.1%
Ranked Top Independent School by The Times
畢業生可以入讀英國10大最優異名校，包括牛津、劍橋、Imperial、LSE、香港大學和香
港中文大學之醫科、法律等。
Oxford International College 特別為2021年及2022年入學之學生提供獎學金最高至學費50% 
。學額無多，額滿即止。
現招： 2021年9月入學之學生
(A) 兩年GCE A-Level課程  (適合現讀中四 / 中五或Y10/Y11 同學)
(B) A-Level 特別一年制  (適合現讀DSE / AS 同學)
(C) 一年GCSE課程  (適合現讀中三 / 中四或Y9/Y10 同學)

CARDIFF SIXTH FORM COLLEGE (CSFC)
2010-2018年全英國中學排名第一名
2019年全英國中學排名第二名
Ranked Top Independent School by The Times, Daily Mail & Telegraph

2012-2019 年考入香港大學及香港中文大學醫科學生超過60名。寰雅教育集團有數十
名學生曾在CSFC修讀
現招： 2021年9月
  (A) 兩年GCSE A-Level課程  (適合現讀中四 / 中五或Y10/Y11 同學)
  (B) 一年GCE課程  (適合現讀中三 / 中四或Y9/Y10 同學)

QUEEN ETHELBURGA’S COLLEGIATE
全英國私立中學排名第10名 --- A- Level A*/A 成績達 80%
(依據 The Telegraph Independent School League Table 2019) 
現招： 2021年 9月入學之學生
  (A) A-Level  2 年制課程  (適合現讀中四 / 中五或Y10/Y11 同學)
  (B) GCSE  1 年制課程  (適合現讀中三 / 中四或Y9/Y10 同學)
  (C) GCSE 2 年制課程  (適合現讀中二 / 中三或Y8/Y9 同學)
  (D) Year 2 - Year 9  (適合現讀小學至初中同學)

英國 ‧ 澳洲升學
 提供免費一站式升學服務 — 中、小學學校申請、辦理簽證、安排住宿及入學後支援。
 提供英澳大學基礎班課程資訊
 專業科目課程介紹醫科、物理治療、職業治療、營養、獸醫及藥劑。

歡迎小學生至中五及應屆DSE學生及家長查詢

✆ 2520 0803 / 5348 9723     9657 5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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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本書部分圖片為星島圖片庫資料圖片。

《進修生活》每期於指定地點之便利店免費換領，換領券刊於《JobMarket
求職廣場》、《頭條日報》、《星島日報》內及EDUplus.hk 網頁，讀者
可剪下或下載換領券到指定7-11免費換領。

不一樣的學生
第一萬次在媒體報道中看到「疫情

反覆」四字時，內心的厭惡可想而知，
就算是「恭喜發財」，聽一萬次也會
覺煩厭吧？更何況在抗疫抗疫又抗疫
之後，盡頭彷彿看不見，疫境無止境，
苦海更無涯。

相信大家也不是第一次聽到有人
談論疫情下學生的「異樣」的學習生
涯。早前總算復課了，但全港性系統
評估（TSA）又暫停，公開試不知如
何安排，學生成績又會如何計算呢？

2020 年入讀一年級的學生，感覺
應該最為特殊，很多同學甚至有可能
是素未謀面，在街上碰到也未必喊得
出名字。然後，又可能不知怎地聽說
某同學已經舉家移民了，連一起玩耍
的機會也沒有，也沒有機會說再見。

不過，世事無絕對，這些「有名無
實」的同學說不定日後又會在香港重
聚。根據《維基百科》介紹香港回流
潮（https://zh.wikipedia.org/wiki/ 香港
回流潮），上世紀八十年代因政治理
由移民的港人，在 1996 年（即回歸前
一年）又開始回流香港，同時有不少
到海外升學的學生，最後也決定回港
發展。

素未謀面的小學同學，他日或者可
以在不用戴着口罩的情況下碰面，似
曾相識的感覺油然而生，然後，為着
疫情早已成為過去，互相道賀。

Column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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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澳洲爭拗的啟示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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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情人在情人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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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考怡                 圖：王考怡、受訪者提供

隨着各國陸續放寬移民政策細則，不少家長積極考

慮及部署移居升學方案，帶子女移居海外及在當地升

學。惟相關政策方案細節尚待確定，有教育專家認為家

長可利用這段時間，多做資料搜集，並詳加部署海外升

學事宜。為讓家長了解子女負笈外地升學須知，星島新

聞集團旗下 EDUplus.hk 將於 3 月 13 日（星期六）舉

辦「2021 海外升學教育展」，網羅英、澳、紐、美、

加等熱門國家的升學資訊，並提供包括移民升學、選校

策略、大學選科，以及備考頂級大學部署等升學須知。

掌握升學資訊
仔細部署每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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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放寬 BNO持有人的定居政策，令更多家長有意移

民讓年幼子女赴英升學。《移居英國升讀公立學校全攻略》

作者及出版人、求職廣場出版人及行政總裁陳筱芬教育博士

（Fanny）最近也收到不少個案反映，在去年底以酌情入境

（Leave Outside the Rules，LOTR）方式安排十七歲孩子

移民英國，「惟因香港與英國學制不同，該學生未能銜接當

地的公立學校，全因他沒有英國中學公開試GCE O Level 的

成績而被拒申請。」

Fanny 表示，家長須了解英國教

育制度，當地公立學校在年齡上要

求十分嚴格，也不會讓學生留級。

英國公開試GCSE及 A-Level 都是

兩年制，十四歲入讀第十班，十五

歲便是第十一班，「以上述個案為

例，十七歲的學生到英國只可中途插班

A-Level 第十三班，惟課程已經讀了一半，故

一般學術表現較佳的公立學校都不會在第十三班收生。」家

長欲安排適齡讀預科的子女到英國升學，如經濟許可，

Fanny 建議可考慮報讀私立中學，「子女可由十二班開始，

讀兩年 A-Level 課程，再以此成績申請大學。」

Fanny 強調，有意讓子女到海外升學的家長，應仔細部

署升學事宜，始終高年級生插班到英國公立學校的風險很

大。「沒有公開試成績難以讓預科學校受理申請，因他們難

以評估學生水平，故家長要為高中子女部署考取 GCE O 

Level，以此公開試成績獲取入讀預科學校的入場劵，亦在移

民費用中預留部分金額報讀私立中學。」

有意在醫護界別發展的年輕

人，有一個新途徑可以到英國修讀

護士課程。Oxfor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Group, Director of 

Recruitment Services 古茵藍表

示，該教育機構提供多樣化的基礎

班及文憑課程給有意在英國升學的學

生，其中包括護士基礎班課程。「該課程接

受十六歲或以上及在港就讀中六或以上的學生，沒有修

讀科學科目的學生均可申請，並且沒有名額限制。」

她表示，有興趣報讀護士課程的學生，入讀大學前

只需要修讀為期九個月的大學基礎課程，及格後便可銜

接到英國大學排行榜排名第十九的鄧迪大學（University 

of Dundee）。「這對有意向護士行業發展的年輕人提

供進入大學的踏腳石。」學生可在大學報讀 Adult 

Nursing、Child Nursing 及 Mental Health Nursing 三大

主要類別，如想向某個專業範疇發展，可再持續進修。

古茵藍將會出席「2021 海外升學教育展」，屆時會向在

場人士講解「成為英國註冊護士之途徑」、護士行業在

英國的就業發展及其他相關資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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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英國BNO「5+1」政策外，

最近加拿大亦公布全新移民措施，

降低港人簽證門檻，增添永久移

居另一個選項。天達海外升學中

心（Skyreach Education）高級

經理何卓彥（Jonathan）指，以往

港人須在加拿大獲得學士學位，才能申

請兩年工作簽證。現時，只須於過去五年內得到大專資格，

即使在香港修讀，並且課程年期足夠兩年，便可赴加申請

三年工作簽證。

他強調，當地的傳統名牌大學為教研型，競爭激烈，

若DSE成績或英語不出眾，可考慮報讀社區學院應用型科

目，如剪片、航空、電工、電腦等。他又建議港生考慮文

科或管理類以外之學科，「除了工程、商業、會計及金融，

電腦及資訊科技較易找到工作。現時很多公司轉用網上通

訊系統作業，懂編寫程式者，優勢倍增。」活動當日，天

達海外升學中心代表會為有意了解移民加國升學的家

長及子女，提供新簽證方案的詳細情況、移民升學所

需費用等相關資訊。

美國和德國也是港人可以考慮

負笈升學之地。麗斯美國留學中心

總監鄔慧潔（Kitty）表示，近年美國

升學查詢一直都有增加，「主因是世界頂

級學府都集中在美國，加上美國留學生於畢業後有一至三

年的Optional Practical Training（OPT），可留在當地找

工作，這也是吸引香港學生的地方。」

她續指，有不少公開試成績稍遜的香港學生，會選擇

到美國升讀社區學院，「當中大部分是由社區書院畢業的

學生，更可以自由選擇入讀心儀的名校，如加州大學柏克

萊分校（UC Berkeley）、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

等；大部分大學不會要求提供SAT成績，只評核申請者於

兩年社區學院修讀副學士的表現，認受性高，是升讀名校

的另一個選擇。」

EF 海 外 課 程 總 監 孫 柏 恩

（Jennifer）則指，近五年港人查

詢德國升學每年遞增，全因當地公

立大學是免費的，「它們均歡迎海

外學生，他們須完成中六學位，且

文憑試考獲六科三分或以上才符合條

件。」她續指，德國較著名及較多人修

讀的學系包括工程、生物科技、科學如物理、化學等研究，

甚至哲學、政治都是其中選擇，「當地政府投放很多資源

發展科學研究；亦培育了許多哲學家或取得諾貝爾獎的學

者，吸引了不少對這方面有興趣的學生。」

為讓香港家長及學生更深入了解美國和德國，以及其

他國家的升學情況，Kitty 和 Jennifer 將會親臨「2021 海

外升學教育展」，分析及探討香港學生海外升學的出路。

日期：2021 年 3月 13 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 10時至下午 4時 30 分

地點：旺角康得思酒店 7樓

查詢：3181 3322

* 免費入場，請預先登記：www.eduplus.hk/oef4

由EDUplus.hk 主辦的「2021 海外升學教育

展」，將於3月13日假旺角康得思酒店7樓舉行。

是次教育展專為學生及其家長提供海外升學諮

詢，屆時將有星級講者獲邀出席，並擔任講座嘉

賓，向在場人士分享子女升學須知及部署心得，

歡迎家長與學生一同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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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使費方面，每年只需要預

港幣十萬至十五萬元，當中每月租屋

費約五千至八千元。學費則由每年十

多萬至二十多萬元不等，視乎學科所

需。

若從當地中學讀起，按心儀大學

學系編讀高中課程，能提高日後升學機會。

Jonathan稱，「私立中學非唯一選擇，香港

學生可入讀公立學校，學費較相宜。一年中

學學費可控制至港幣十萬元以內，另加伙食

全包的homestay，全年花費十七萬元左右也

足夠。」

或有學生認為自行報讀院校，能省時省

錢，事實又是否如此？Jonathan表示，「除

了安大略省，加拿大大學一律要求申請者，

以正本證書逐間報讀。若自行處理，文件來

回容易出現失誤，費時失事。如報讀社區學

院，升學顧問更較熟悉每間院校銜接優勢，

從而助整個升學流程，事半功倍。」

「至於中學報讀程序，跟自行報讀不

同，升學顧問會事先知悉哪個校區、哪所學

校願意錄取，方便學生提早確定落腳點。」

Jonathan又補充，繁瑣行政事項諸如安

排當地住宿、監護人、律師、宣晢及簽證文

件、機位、防疫酒店及隔離住宿，甚至日後

希望轉科轉校等，升學顧問都能一一協助，

絕非僅只「幫忙報名」而已。歡迎有意人士

向他諮詢。

機構小檔案
機構： 天達海外升學中心（Skyreach Education）

地址： 香港灣仔告士打道109-111號

 東惠商業大廈18樓1804A室

 （近港鐵灣仔站）

查詢： 2520 3303

電郵： info@skyreach.com.hk

網址： www.skyreach.com.hk

facebook：www.facebook.com/skyreachedu

YouTube：Skyreach Education

（以上資料由客戶提供）

加國政府早前宣布兩大方案，供港人直

接申請永久居留權，日後能與家人盡享公民福

利：第一，具一年加拿大工作經驗，且符合語

文及學歷最低要求；第二，於加拿大大專院校

畢業，此細節將於年內落實。

天 達 海 外 升 學 中 心 （ S k y r e a c h 

Education）高級經理何卓彥（Jonathan）

指，以往港人必須在加拿大獲得學士學位，才

能申請兩年工作簽證。現時，只要其大專資格

於過去五年內拿取，即使在香港修讀，並且課

程年期足夠兩年，便可赴加申請三年工作簽

證，機會難得。

各國疫情漸入佳境，加拿大就業市場步進

新秩序。Jonathan建議，港生宜考慮文科以外

之學科。「除了工程、會計及金融，電腦及資

訊科技較易找到工作。現時很多公司轉用網上

通訊系統作業，懂編寫程式者，優勢倍增。」

他續指，「傳統名牌大學為教研型，競爭

激烈，若DSE成績或英語不出眾，不妨報讀社

區學院應用型科目，如剪片、航空、電工、電

腦等。」而較「渴市」的醫療科，可選讀護士

或長者護理文憑課程，修畢後投身就業市場。

加拿大剛公布全新移民措施，降低
港人簽證門檻，為大家在英、澳等英語
系國家以外，增添永久移居上佳選項。
年輕一代欲遷往加國，該如何為選讀中
學、大專及大學鋪路？讓資深升學顧問
跟你分享有用「貼士」。

天達海外升學中心

高級經理

何卓彥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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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 2020 年 12 月 30 日《東周刊》A038-041 人物傳奇

跑
出
堅
強

●

從
會
考
只
有
六
分
到
成
為
獲
獎
無
數
的

長
跑
好
手
， 

常
沚
柔
深
深
體
會
到
跑
步
給

予
她
的
正
能
量
。

●疫情下，常沚柔 (左三) 與一班參加礦山挑
戰賽的義工一起前往礦山村，向村民派發口
罩。

跑壇
，近
年愈
來愈
多女
飛人
。

才三
十四
歲的
常沚
柔是
隱性
地中
海

貧血
患者
，跑
齡長
達二
十年
。從
中

一開
始，
總是
跑鞋
不離
身；
因為
好

跑得
，二
十年
來身
輕如
燕，
體重
只

得九
十八
磅，
最輕
時，
只得
九十
二

磅。
但纖
瘦身
軀藏
着一
份堅
持，
雖

然不
是港
隊選
手，
仍每
月參
加大
小

跑步
賽，
享受
競爭
的樂
趣。
她的
足

迹遍
布全
港，
跑步
令其
重拾
自信
，

由會
考只

得幾
分的

谷底
爬上

來，

200
5 年
更奪
得渣
打馬
拉松
賽青
年組

第二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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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來，常沚柔曾因壓力太大離

開過跑壇，最後鳥倦知還。如今她放

輕鬆地跑，十次參加比賽，反而有九

次拿獎。到底甚麼是真正的跑者？甚

麼是真正的跑步？「對跑者而言，跑

步是一份力量，一份堅持。能一直跑

下去，才是最重要！」常沚柔如是說。

擁有一雙圓杏大眼，笑容甜美的

常沚柔，近年成為跑壇的 KOL，不時

在社交媒體分享跑步心得，Fit 爆身形

加上小腹肌，高峰期每天都吸引逾百

名網民想加她做朋友，但常沚柔並未

為此感到飄飄然，反而直率地自揭身

世：「我是醜小鴨，小時候又瘦又黑，

生得一棚『爆牙』，讀書又經常考第

尾，會考只得幾分，更差點連中六也

升不到；就是因為讀書成績差，我才

走去跑步。」

從小跳跳紮的常沚柔，中一開始

加入田徑隊，因為讀書成績差，長期

「滿江紅」，她形容自己只是校內一

舊石頭，毫不起眼，只有踏進運動場，

她才找回一點自信。有天田徑隊教練

告知有個學界越野跑，半推半就下上

陣，結果跑得第五十四名而回。這次

打擊，令常沚柔狠狠地跌了一跤，「我

站在台下看着身旁的人為冠軍拍掌，

心想，下年我一定要贏到第一名。」

懷着要一雪前恥的決心，每天下課後

她飛快換上運動衫，直奔隔鄰的運動

場，「喪跑」個多小時，小小身影不

停在運動場上打轉，一直跑到黃昏五

點多，才拖着疲累但快樂的身軀回家

吃飯。風雨不改獨自苦練一年，成績

突飛猛進。中二那年她戰戰兢兢再次

參加學界越野跑，如願登上冠軍寶座。

同學都驚訝，這個曾跑包尾的女孩竟

快速蛻變成為女飛人，漸漸由不聞不

問，開始跟她成為朋友，常沚柔開始

意識到，跑步帶給她無窮樂趣，接着

五年，她都穩守冠軍寶座。即使會考

那年，她照樣參加比賽。

包尾變第一
因為不是讀書的好材料，那年會

考成績只得幾分，連升讀中六的門檻

也達不到，「幸好周校長見我跑步成

績好，給我機會升中六，否則早就沒

有書讀，更沒有今天的我。」中七那

年，常沚柔繼續參加學界越野跑，雖

然不再拿到第一名，也得了季軍。

高中畢業後，她自覺英文麻麻，

於是報考廣州暨南大學的新聞系。入

讀首兩年，她想專心讀書，暫時將跑

步擱在一旁，直至二年級下學期才再

次加入田徑隊，很快狀態又回復高峰。

然而跑步的興趣隨着她踏進社會工作

擔任一所戒毒機構的輔導員，又再次

冷卻了下來。除了每天堅持恒常跑步

三十分鐘，她甚少再刻意練跑。不過

命運總是將她拉回跑步道上，05 年參

加渣打馬拉松比賽，她輕易取得青年

組第二名，是跑步以來最好的成績。

跑步對她而言，始終只是生活的

調味品，可有可無，直至 17 年她放

下工作，做回家庭主婦，萌生再次投

進運動的念頭。不過常沚柔並沒有揀

跑步，而是玩起健身來，更一星期操

足五天。為鍛煉腹肌，她每天堅持做

一千下仰臥起坐。很快，令人羨慕的

腹肌躍現眼前，有天看見有健美小姐

選舉，於是報名參賽。首次穿上性感

的三點式泳衣，將一身剛練成的肌肉

塗得油油亮亮，常沚柔鼓起勇氣，叉

着腰肢登場，但這張新鮮的面孔並未

換來評判的掌聲，「輸得很徹底，我

是包尾！」回想落敗的原因，原來是

輸在太瘦，「當日對手其實不多，只

得幾位，但她們已玩了健身幾年，肌

肉很結實，而我只玩了幾個月，體重

得一百磅，可能綫條操得不夠美！」

為比賽，她戒鹽戒糖多月，失落比賽

後，決定狂操，「試過一日食四包薯

片，有天上磅，發現體重攀升至一百

零九磅，於是馬上控制飲食加做運動，

用一天時間減回至一百零五磅。」不

過最惱人的，是放棄操練後遺留下來

的「豆腐肉」，「肌肉不練就鬆鬆的，

很難看，用了幾個月時間練跑，才踢

走『豆腐肉』。」

●媽媽很支持她跑步追
夢，兩人無所不談，早前
結伴遊天壇大佛。

●
2019

年
參
加
一
項
越
野
跑
，

拿
得
女
子
組
全
場
第
四
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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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窮跑靚啲

經此一役，令她明白跑步才最適

合她，重拾輕量的跑步練習，也間中為

失明人士擔任領跑員，漸漸燃起她對跑

步的一團火，足迹跑遍吐露港、飛鵝山

和寶雲道。為突破樽頸位，更認真地找

來教練作有系統的操練，「原來二十年

來我用了最差的跑姿，雖然贏了比賽，

但很『符碌』。由細到大我的跑姿都很

肉酸，經常被人取笑，但每次當我請教

教練如何改善，對方只叫我『跑靚

啲』，卻點不出問題所在；直至在跑步

會遇上王教練，她一針見血道出我的問

題，教我跑步時要盡量抬腿，運用盤骨

那組肌肉，而不是一味用雙腿去跑，被

這麼一點，我就明白了。」

開竅後，常沚柔更愛跑步，幾乎

每月都參加比賽。可惜今年遇上肺炎疫

情，連場比賽都要取消，「去年除了參

加 1 月 1 日的保良局慈善跑外，其他

比賽全部取消，包括 2 月份舉行的渣

打馬拉，4月及 7月舉行的山野賽；本

來備戰了一年，現在結果無法參加，很

無奈。」

疫情令常沚柔更珍惜自由地跑的

時光，每星期堅持練跑三天，「今年

還有不少賽事，包括3月舉行的山賽，

5 月在台北 101 亦有跑樓梯比賽，10

月又有『渣馬』賽事，希望疫情退卻，

能如期舉行。」現在的她，只想快樂

地跑：「以前跑步是為了拿獎，結果

壓力太大，愈跑愈厭倦。現在只想開

心地跑，對每場賽事都充滿期待，沒

有獎項也沒關係，長跑長有就足夠

了！」

跑了二十年，常沚柔近年也感到傷患浮現，「以前還年輕，怎跑也不會痛，現在卻偶爾

會感到膝頭、腳腕、腳底痛，然後一處傷患痛完，又到另一處隱隱作痛。」

2018 年進行例行身體檢查時，常沚柔發現自己原來患有隱性地中海貧血，「若不是

驗身，也不知原來有隱性病，難怪有次去雲南操練時，突然感到全身乏力，愈跑愈差，

幸好那次沒出意外。現在聽從醫生吩咐，不能跑得太過量，也要定期服食鐵丸補

充體力。」

然而，跑步還是令她變得強壯，近幾年鮮有患感冒，即使近日天氣轉

涼，街上的人已一身厚衣，常沚柔仍只穿短袖 T恤，在山野間飛馳！

患隱性地中海貧血

●常沚柔（右）感恩遇上伯樂
王教練（左），教她如何改善
跑姿。

●愛上健身的她2016年參加健
美小姐選舉，沒想到包尾而
回，非常失落。

●「我是醜小鴨，小時又瘦又黑，生得一棚爆牙；
就是因為讀書不叻，才走去跑步。」常沚柔說。

血血血
爾偶爾卻偶卻在現現痛會不也不也跑怎輕年還還前以「

痛作隱隱隱處另另到又完完

是不若

，差愈跑愈跑愈力乏身乏身全到感感然突時練練操南雲 差愈差愈跑愈力乏力乏身全到到然突時時練南

補丸補丸鐵食服服期定要也也量過太得跑能能不 補補丸鐵食服食服期定要要也量過過太得跑跑能不

轉氣氣天日近使近使即冒冒感患有有鮮年幾近 轉氣轉氣天日近近使即冒感患有鮮年幾幾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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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好業務的發展方向後，學員可學習「破解／解鎖營運和執

行」，包括規劃給予團隊年終花紅或獎勵，並估算投資回報率及

作出風險評估；為業務或產品設計路綫圖，解讀數據背後的含

意，以及快速塑造業務原型（Prototyping），改造業務正在進行

的項目。學員掌握了創業前置的作業後，可加深了解如何塑造最

輕量級的可行性產品（Minimum Viable Product），在真實世界

中 獲得第一個客戶，並通過籌集資金（Fundraising）或財政預

算（Budgeting）來獲得資金；學員亦可認識槓桿及徵

兆或迹象的概念，當面對經濟下滑或衰退時，作

為堅持經營或是戰略轉向的決定因素。

業界精英
    組成導師團隊
實踐式學習的課程有助學員掌握設計思

維技巧的精髓，導師分享實戰例子，引導學

員了解及釐定不同持分者的需要，作出創新意

念規劃，並透過反覆測試及有系統的驗證，引發並

帶領參與者嘗試創業。

活動小檔案

Hack!
TM
 Growth Training 課程

開課日期： 2021年3月19日( 星期五)

時間： 19:15 - 22:15

地點： Online 及實體上堂

講者： 矽谷創新思維企業家 Dr. Ernest Lo & Mr. Leo Chiu

學院：英華美教育（香港）有限公司

 Informatics Education (Hong Kong) Ltd.

查詢電話： 3556 6000

（以上資料由客戶提供）

辦「HACK! TM Elite Circle」 課程

Ernest和Leo作為課程導師，二人分別具備創業經驗，前

者曾協助研究院開設亞洲分部，亦於香港開辦個人業務；後者

則早於初中時期，透過組織共享小組，收取十元會員費，和同

學互換遊戲帶輪流玩。

Leo不諱言，有意創業人士可留

意市場需要甚麼，「其實我們都

是消費者，有意創業者只要留意

常規需求，或市場有哪些痛點

便可發掘商機。」Ernest亦表同

意，每人都可以創業，首要關鍵

是認識自己的價值，「我可以為

他人提供甚麼價值呢？確立業務

願景及定位，最重要是留意不同行

業發展及政策，業務願景會隨世界改變而

調整。」

分享失敗個案  
提高創業成功率

不少人認為創業會「九死一生」，為讓學員深入了解創業的

實際情況，二人會與學員分享實戰經驗、了解個案失敗的原因，

並帶領他們從思考點子，衡量人力資源、時間等條件，並與其他

學員互相認識及交流累積人脈，一步一步實踐個人業務。課程適

合任何有興趣與時並進人士、想透過創新及科技推動改革者、學

習矽谷成功公司案例來建立創新文化的團體，以及不想被淘汰的

業務發展經理。

該課程分為三階段，包括「預測和啟動業務」、「破解/解鎖

營運和執行」和「從0到1，從業務增長（Grow）到規模化業務

（Scale Up）」。學員可於課程中了解啟動業務前，應預先為公

司文化、專家團隊、財務預算及創新改革等方面作好準備；不但

要預測發展領域或業務在五至十年內的趨勢，亦要發掘新的收入

來源，並為自己業務設定「視野」和「高度」，以及「現在」和

「未來」的定位。

近年不少人冒起創業的念頭，要由零開始
是每名創業者必然面對的首項挑戰。為讓有意
創業人士獲得實踐機會，英華美教育（香港）
有 限 公 司 (Informatics Education (HK) Ltd.)
夥拍香港物聯網聯盟（IOTA）創會會長 Dr. 
Ernest Lo 和粵港澳大灣區青年總會執行主席
Leo Chiu 合辦「HACK! TM Elite Circle」課程。 

洞悉市場需要 創突破性商業成果

informatics advertorial LLM.indd   1 9/3/2021   17: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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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 2020 年 12 月 21 日《星島日報》A11 每日雜誌 人物誌 

正生書院受經濟不景及疫情夾擊，

一度只剩下兩個月營運經費，校長陳兆

焯早前在網上告急，呼籲熱心港人出資

助學。這所隱匿於大嶼山芝麻灣的私

校，二十五年來堅持自主學習、煮食自

理、凍水沖涼，像修行一樣。陳兆焯慨

歎，社會富庶及科技進步，為年輕人帶

來更大的迷失。眼見社會轉變，學校由

專收吸毒及有案底的年輕人，到近年兼

收沉迷打機的隱青，及有情緒問題的學

生。他堅信，學生置身在山野般的校舍

後，可以對過去紛擾的生活按下「暫停

鍵」，重新尋找自己所嚮往的未來。

●疫情下，位處偏遠的正生書院依然照常上課

及活動。受訪者提供

●正生書院校長陳兆焯
期望，正生獨特的校園
生活可助學生找到未來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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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基督教正生會。」擔任

正生書院校長長達四分一世紀的陳兆

焯，不止教學生落力，連機構熱綫也是

他的手提電話號碼。兩小時的訪問，他

手上的電話從未放低過，連捐款退款的

行政工作，都由他包辦，「有時會有家

長打電話來求助，我希望盡快幫助他

們。」在正生書院內，落力的不止陳兆

焯一個，這裏的教職員須輪班住宿，全

天候照顧學生。陳兆焯苦笑說起，消防

員是「返一日放兩日」，正生的老師則

是「返兩日放一日」，每周工時七十六

句鐘，薪金卻比傳統學校還要低。

正生書院起初專收吸毒及有案底

的青年，初來報到的學生，總有一身

「江湖」味。近年轉變明顯，目前

三十六個學生，只有三分一因法庭判決

而來，更多學生是經學校、社工或家長

轉介，問題有打機、賭博成癮，以及情

緒問題，「我們有位女學生只是十二

歲，就已經有兩年幾無出過街，又不肯

與人溝通，也有學生不過小六畢業就打

媽媽，家長很無助，於是帶了他過來。」

學生性質的轉變連外人也看得到，

曾有家長笑着跟陳兆焯說：「你的學生

外表比其他學校更純品。」他卻認為新

一批學生更棘手，更需要耐性教導，

「以前就算做黑社會，都有基本的責任

感，大佬吩咐你斬人，你都知道要準時

到，現在的學生即使答應會做，也很容

易放棄；以前的學生加入黑社會，都是

為了跟大佬，只要我幫他轉另一個大

佬，以後跟耶穌就可以，現在的學生告

訴我，他甚麼人也不想跟。」

縱然有新舊對比，但陳兆焯絕不

認同一代不如一代的說法，只是社會富

庶後，青年問題不再一樣。過去一家

五六口擠住公屋單位，家中沒甚娛樂，

要學壞首先也要出街，一旦犯事被警察

拘捕，正生書院就有幫學生改錯的空

間；今日大部分家庭空間即使再細小，

年輕人也能闢出私人空間，躲在家中沉

迷打機上網，家長束手無策，社會也不

懂如何介入。

除了環境影響，家長的心態也有

責任，「以前的家長見到子女在這裏變

好，就叫子女留下來幫其他人，現在的

家長叫子女快點離開，會出錢供子女出

國讀書，不要在這裏浪費時間。」陳兆

焯慨歎，正生書院的孩子即使有再多的

問題，也不過是社會現實的縮影。

即使如此，在陳兆焯眼中，沒有

一個是壞學生，只是這一代的年輕人，

比過去更迷失，「以前年輕人犯事，之

後做的士司機、廚師，選擇雖然少，但

只要勤勤力力，也覺得過得去；現在選

擇很多，繼續讀書、出國都可以，但他

們不知道自己想要甚麼，結果勾起更多

情緒。其實很多隱青對自己有很高的期

望，但同時又知道自己達不到，於是情

願收埋自己。」

陳兆焯相信正生書院的教育方法，

可以幫助他們尋回自己，「我在正生書

院二十五年，發覺認識自己是要通過與

外在世界的互動。」在網絡世界，只要

懂得按封鎖鍵，不喜歡的人從此消失，

在正生書院寄宿的學生，不止要學會與

人相處，更要與世界及大自然互動，

「你不搬食物上來，不肯煮飯，就無飯

食；我們的食水不是扭開水龍頭就有，

要靠山水收集，落雨少就有可能不夠

水洗澡。」

正生書院的上課時間，只有早上

兩個多小時，學生下午需要工作，包括

維修校園及煮飯。陳兆焯的目的是要將

學習的主導權，交予學生身上，「很多

學校相信學生成績與留在課室的時間成

正比，我覺得動機才是最重要，學生認

為不夠時間，就會珍惜課堂，加上我們

的老師二十四小時都在學校，他們可以

隨時找老師求助。」

以私立學校營運的正生書院花費

不菲，每月開支達一百二十萬元，過去

一年善款收入大減，學校一度只剩兩個

月營運費用。陳兆焯於是啟動助學計

畫，呼籲港人每月捐款一百元，至今已

有逾三千人參加，解決燃眉之急。他期

望助學計畫有足夠人數參與，令捐款足

夠支付全年運作。

由三十五歲加入正生會，在一片

荒地上建立正生書院，轉眼間，陳兆焯

已屆花甲之年，身邊朋友問他何時退

休，他總是笑住回答：「我三十五歲已

經退休了，正生書院是我的第二人

生。」現實是，迷失的青年太多，正生

書院只有一所，他更清楚正生書院不止

是教學生，更是為一個個無助家庭，尋

求解決辦法，「我都是一個爸爸，如果

我的兒子需要人幫助的話，我也希望有

人可以嘗試幫助他。」

●在陳兆焯眼中，
沒有一個是壞學生，
只是這一代年輕人，
比過去更迷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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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過界
文：王考怡   圖：王考怡、受訪者提供

育港青辦 情 緒 教
疫情襲港一年多，迷茫及無力感籠罩日常生活，尋找情緒出口成為每個人的

人生課題。心理學系畢業生 Louisa 設計低成本手工教材，教導小朋友辨識情緒，

並有效而具體地表達感受。推動情緒教育的過程絕不容易，小朋友的回應教她堅

持推廣情緒教育，並積極裝備自己，冀將幼兒發展啟導至正向心理和價值普及化。

PAGE 20>

玩過界.indd   20 8/3/2021   15:31:57



訪問當天，個子小小、手挽着兩大袋手工教材的

Louisa，笑容滿臉地與記者打招呼後，細心的把每件手工

教材放在桌上。去年於澳洲國立大學心理學系畢業的她，

回港前想着自己怎樣實踐所學，「我出發到雲南鄉村學校

及柬埔寨山區小學義教。」一般義教服務都是教授語文為

主，她卻選擇與當地小朋友探討情緒。

一切由義教開始  
Louisa 觀察到外國手工或遊戲類型的情緒教材較昂

貴，「為配合柬埔寨當地的需要，我特意設計小朋友能動

手做的情緒教材。」她利用 A4 紙、紙碟和顏色卡紙等材

料製作表情臉譜，並配合兒歌及小遊戲，教小朋友辨識情

緒。完成兩次義教後，她希望更多人可以使用這些手工教

材，「於是我嘗試開設專頁，上載教材與有興趣的人分

享。」

她期望透過舉辦活動，走入社區接觸更多家

長和小朋友，於是參加了「今生不作機械人夢想

計畫」，並有幸入圍十強。「此計畫為我配對了

明愛青少年及社區服務的社工作我的導師，在他

的安排下，我在明愛轄下的社區中心舉辦綫下工

作坊，與小朋友及家長分享情緒教育。」

受疫情影響，Louisa 無法與小朋友實體上

課，唯有改以網上形式進行，「小朋友在家實在

太悶了，綫上工作坊『場場爆滿』。」她最初由

一家社區中心開始，後來陸續有不同機構主動向她發出邀

請，更有機會將教材帶給南亞裔小朋友，以「一傳十、十

傳百」的形式推廣情緒教育。

自我懷疑 歷情緒低谷 
Louisa 回想當初選讀心理學系，全因患有專注力失調

及過度活躍症（ADHD）的弟弟，「最初我們以為弟弟頑

皮，待他確診後才理解他小時候的表現和行為，這讓我更

明白認識心理狀況的重要。」

她在高中時期曾擔任「大姐姐」，協助低年級同學適

應中學生活，這段經歷令她有所啟發及成長。「過程中不

只是我照顧他們，從他們的回應中，也令我深刻體會『生

命影響生命』的力量。」後來，負責該計畫的輔導組老師

認為她適合在社福界發展，「於是我決定到澳洲修讀心理

學系。」

十八歲那年，Louisa 獨自一人到澳洲升學，卻發現自

己處於情緒低谷。「單是在外地升學已有許多不適應，我

要自行管理日常生活的各種事宜，加上學系裏有許多比自

己優秀的同學，難免會質疑自己的決定和能力。」

在學期間，她曾到求助熱綫及精神復康中心實習，為

有情緒困擾的成年人提供服務，更察覺自己的成熟度不足

以幫助個案，「曾有求助者對我說『你都未結過婚，你知

道結婚煩惱咩？』，這些時候我也會懷疑自己是否適合投

入這個行業。」

● Louisa 去年於澳洲國立大學心理學系畢業，冀發揮自己的微小力
量，加強社會大眾對情緒的認識及重視。

●在明愛青少年及社區
服務的社工的安排下，
Louisa 在明愛轄下的社
區中心舉辦綫下工作
坊，與小朋友及家長分
享情緒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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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過界

攻讀碩士增知識 擴闊服務範疇 

一路走來，Louisa 深切體會到推動情緒教育絕不容易，在香港更是

艱難。「香港社會氛圍主要是教導學生以讀書和成績為人生首要目標，

鮮有提及情緒教育，但辨認及管理情緒是人生重要的課題。」她期望能

發揮自己的微小力量，加強社會大眾對情緒的認識及重視。

全球受疫情影響一年多，她觀察到社會大眾的情緒均受影響，「小

朋友不能上學，人與人的社交接觸亦減少了，負面情緒隨之出現，例

如面對生命中各種不可控的情況，驚慌及無力感亦會湧上心頭。」要

舒緩負面情緒的關鍵在於記錄及觀察，「我們可以記錄當刻的心情及

感受，或細心留意身邊每件值得感恩的事，壞心情最終都會消散。」

Louisa 把所有心思都放在製作手工教材上，笑言未來目標是到訪全港十八區的社區中心辦工作坊，更計畫進修職業治

療的碩士課程，深入了解感覺統合這個範疇。「香港小朋友是全球感統較差的族群，主要是生活環境較少空間讓他們跑跑跳

跳。」她期望把相關知識融入在教材，提高教學的活動性，讓不同需要的小朋友得到幫助。

表情臉譜故事滿驚喜 
當你真心渴望某樣東西時，即使實踐過程中跌跌撞撞，最終都會找到自己的定

位。長着孩子臉的 Louisa，最終選擇為孩子提供情緒教育，她感激遇到的每一個機

會。雖曾經歷自我懷疑，也被家人笑說手工教材是「紙紮」、「爛銅爛鐵」，「但

只要我設計的教材能令小朋友享受其中，這就是我堅持下去的動力了。」

談起推動情緒教育最難忘的經歷，她首選到柬埔寨義教，「當地資源匱乏，

山區小朋友很珍惜製作手工的機會，更會和我分享表

情臉譜背後的故事，每次都令我驚喜連連。」她將這

套教材帶回香港時，也思慮本地小朋友會否享受製作

呢？「讓我驚訝的是，他們可以放下電子產品六十分

鐘，用心製作每一個表情臉譜。」

這一年來，Louisa 前後與近三百名小朋友製作表

情臉譜，每名小朋友製作的表情都是獨一無二且各有故事，例

如有小朋友呈現吃米綫「十小辣」後的表情；有無法到公園

玩耍而傷心的神態，亦有模擬媽媽日常生氣的樣貌。她以外

國教材為藍本，加入「在地化」的元素，冀將抽象的情緒具

體化，「通過製作手工讓小朋友辨識情緒分類，學習以適當

的方式表達心情。」

● Louisa 設計低成本手工教材，教導小朋友辨識
情緒，並有效而具體地表達感受。

●為讓更多小朋友更容易接觸情緒教育，她
利用 A4 紙、紙碟和顏色卡紙等材料製作手
工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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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uisa 笑言未來目標是到訪全港十八區的社區中心辦
綫下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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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學堂Learning Life
本文摘自《東周刊》親子天地PAGE 24>

前無綫體育新聞主播伍家謙，2013 年跟圈外女友謝麗
萍（Betty）結婚，去年 4月太太誕下一對龍鳳胎，囝囝叫
Archibald（乳名怪獸仔）、囡囡叫Audrey（乳名怪獸女）。
初為人父的伍家謙，直言心情既開心亦帶點擔心和緊張，
「最初知道太太有 BB，心情是開心的，後來知道是孖胎就
覺得更興奮。當知道是一對龍鳳胎，心情簡直喜出望外；
但在醫學上龍鳳胎屬高風險懷孕，所以當時都擔心太太和
小朋友的健康，亦擔心自己的支援是否足夠。」

一對子女在疫情下順利、健康地出生，伍家謙終於放下
心頭大石，「我有替小朋友剪臍帶，當聽到 BB的哭聲，自
己都感動得哭了出來；有小朋友之前會有很多幻想，幻想小
朋友將來聰不聰明、靚不靚，但到小朋友真正出生時，就會
覺得只要他們健康快樂便已經足夠。」

生兒育女從來都是上天的決定，正如前無
綫體育新聞主播伍家謙與太太結婚六年多，第
一胎便來一對龍鳳胎，完全是意料之外，令他
既開心又緊張。在照顧初生 BB方面，這位新
手爸爸經不斷探索、嘗試，在錯誤中學
習，經過多月來的訓練，亦慢慢能
掌握當中竅門。湊兩個初生 BB
的確辛苦，但他享受其中，
並形容就如砌模型一般，
更將一幕幕育兒趣事作為
美好的回憶片段，好好
細味。

前體育新聞主播前體育新聞主播

●成為父親後，伍家謙
覺得自己比以前更有耐
性，「小朋友來到世
界，甚麼都不知，所以
做父母要有耐性去教
導。」

●一對兄妹表
情多多，精靈
可愛，深得父
母的寵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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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出世後，作為新手父母要迎接另一個新的考驗—
照顧初生 BB。伍家謙形容照顧初生 BB，就好似一盒沒有
說明書的模型，而他坦言玩這盒模型暫時不算「太叻」，
仍在模索中，幸經過多月來的練習，已慢慢上手，他亦盡
了作為父親和丈夫的責任，「BB出世後，我盡量將工作延
遲，可以有多些時間在家『踩』足更，與太太和長輩輪流
照顧子女；現在一對子女的睡覺時間開始延長，我亦開始
復工，但我多數是做夜更，照顧初生嬰兒是辛苦，尤其要
照顧兩個，我有時都會休息一陣或去跑步偷懶，但都不及

管教方面，伍家謙心目中都有一幅基本的藍圖，就是
希望自己與子女能夠如朋友般相處，讓他們有一個開心、
快樂的童年。

他認為子女有自己的人生，作為父母不應該設太多限
制，而是尊重他們的選擇，「我覺得作為父母，教育子女
的最終目的是要對自己的選擇承擔責任。」

太太辛苦，因為她要十月懷胎、要調理身體、餵人奶，更
要全天候照顧 BB，所以我不敢叫辛苦。」

除了辛酸事，湊BB趣事亦多籮籮，伍家謙體驗不少，
全都是珍貴和可愛的回憶，「好似最初我來餵 BB，最後自
己睡了，要由太太餵奶；擔心自己替 BB掃風不好，令 BB
嘔奶出來；替 BB換尿片時，自己所站立的位置不對，以致
BB請我『飲茶』等搞笑事。」

伍家謙亦與太太有共識，希望子女能夠快樂地成長和
做一個善良的人，「小朋友讀書成績如何，部分是靠先天，
但善良與否則可以自己選擇。」

這正正亦是伍家謙的父母，希望他成為一個好人和善
良的人；而他就將這種良好的品格世代相傳，造福人群。

●對於子女將來的選校問題，伍家謙表示現
時兩名BB年紀尚小，暫未考慮，「想珍惜
他們仍然是『一嚿飯』的時期，好好把握這
兩年時間，因為之後小朋友要讀書，便不會
有充足的睡眠。」

●一對孖生子女在疫情下出世，令伍家謙
印象難忘，「本來聘請工人姐姐，但由於
疫情關係來不到香港，所以要靠家人幫
手；其次很多醫院都不可以陪產或探訪，
幸而我揀的醫院，可以見證小朋友出世的
重要時刻。」

●兩年前，伍家謙孖住歐鎧淳去到澳
洲豪玩豪食，身形脹爆，但自龍鳳B
出世後，忙湊BB的他，只睡四小
時，短短時間輕了十磅，不用操都fit
了。

●經過兩個多月的練習，伍家
謙照顧初生BB沖涼和換片都頭
頭是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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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年伊始，相信大家都想來一趟開運之旅，位於日本本

州西部的岡山縣（Okayama），在 2 月 20 日舉行了一個開

運奇祭「西大寺會陽」，一眾只穿丁字襠布的「裸男」齊齊

在嚴寒晚上爭奪「寶木」，祈求在新一年得到好運氣。

裸祭。這個每年 2月第三個星期六（今年是 2月 20 日）上
演的盛會，取名會陽，是象徵一陽來復，有熬過嚴寒、迎來
陽春的寓意。祭典據說由奈良時代（公元八世紀）寺院開山
以來在修正會（新春法會）中爭奪高僧題字字條的習俗開始，
演變成為裸男競逐寶木的活動至今，已有大約五百年歷史，
並已被列為日本國家指定重要無形民俗文化財產。

作為日本的奇祭之一，西大寺會陽最震撼的時刻，便是
在祭典當晚由接近一萬名只穿上傳統丁字襠布的「裸男」，

襠布裸男爭寶木
說到岡山這個被譽為「晴天之國」的地方，大家可能會

想起日本三大名園之一的後樂園、古雅迷人的倉敷美觀地區，
以及白桃與香印葡萄等美味果物，但在冬日成為熱話的，便
是位列日本奇祭的西大寺會陽。

西大寺會陽，顧名思義，是在供奉千手觀音菩薩的岡山
縣岡山市西大寺（正名為金陵山西大寺觀音院）舉行的會陽

日
本
開
運
奇
祭 

日
本
開
運
奇
祭 

西
大
寺
會
陽 

西
大
寺
會
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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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大寺正殿前爭奪由住持拋下的兩根長二十厘米、直徑約
四厘米的「寶木」木棒的場面。由於住持會先行投擲大約一百根由
柳樹木條綁成的「串牛玉」擾亂視聽，才在現場燈光熄滅後拋出沾
滿香氣的「寶木」，一眾裸男便要循着香氣尋找「寶木」，形成一
場既混亂又緊張的大激鬥。至於搶得「寶木」的幸運兒，會被稱為
「福男」，據說可在隨來一年得到滿滿的福氣。

●備前市的頭島Restaurant Cucina Terada，取得米芝
蓮一星食肆頭銜。

●在往年的西大寺會陽中，便可看到由接近一萬名裸
男爭奪「寶木」的壯觀場面。

●頭島Restaurant Cucina Terada 供應以瀨戶內海食
材炮製的意大利菜。

●在岡山縣可嘗到散壽司等鄉土料理。

●

一
眾
裸
男
在
參
與
慶
典
前
，
都
要
經
過
垢
離

取
場
以
清
水
潔
淨
自
己
及
除
去
往
年
的
災
厄
。

米芝蓮食肆推介
若大家有興趣在疫情告終後來到岡山一遊，

除可按時到訪西大寺看會陽奇祭，也別錯過一嘗
縣內的美食。原來據日本地域情報網站 J-Town Net
最新發表的全國美食都道府縣排行榜，岡山縣便排在北海
道、福岡縣及大阪府之後位列第四位。

原來岡山縣這個朝向瀨戶內海、有着豐富美食資源的地方，在
日本 2021 年《米芝蓮指南》中，便有兩家餐廳取得二星榮譽，至
於得到一星的食肆也有十八家，另有二十八家及一百四十五家食肆
分別獲得必比登推介及餐盤推介，可見來到岡山縣尋味，肯定不會
失望。

當地的兩家米芝蓮二星餐廳便是鮨緣及喰切料理八方，都是提
供廚師發辦料理的和食食肆，前者是家只有八個座位的壽司店，後
者則提供會席料理。一星餐廳方面，備前市的頭島 Restaurant 
Cucina Terada 便深受注目，主廚寺田真紀夫選用瀨戶內海時令食
材炮製的意大利菜，向來教人期待。米芝蓮餐盤推介方面，岡山市
內以吉列豬扒拉麵見稱的中華蕎麥麵老鋪淺月，以及可嘗到散壽司
等鄉土料理的福壽司，都是人氣推介。

在疫情下，本屆西大寺會陽雖仍如常上演，規模卻大為
縮減，除謝絕非相關人士進場，重頭戲「寶木」爭奪戰更只
限平成至令和時代的一眾「福男」參與，其他如會陽宵祭、
少年版裸祭、會陽演舞、冬日花火會及露天攤檔等活動均告
取消，只保留成人裸祭前的會陽太鼓表演，幸好大家仍可透
過網絡看直播或重溫（https://www.saidaiji.jp/cms/live），欣
賞到本屆西大寺會陽的實況，有興趣者不妨按時觀看。

查詢：www.okayama-japan.jp（岡山官方觀光網頁）

查詢：www.okayama-kanko.jp/news/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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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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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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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
藝
展

●鄭波着重觀眾於展覽中的視
覺經驗，將文字裝置置於高低
不同角度，也不影響園內原有
的植物。 
 （圖：Cheung Chi W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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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照萬物生命
《Life is hard. Why do we make it so easy ？》（《生命

如此艱難，何必搞得這麼簡單？》）位於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
的藝舍，走上小山坡便見幽靜的雅舍，內裏置放了藝術家鄭波
在隔離時期每天繪畫的蘭花素描與速寫，細緻地展現植物的生
命力。展覽從此處開展，記載了藝術家對自然生態一事一物的
觀察與想像。展覽名稱緣自泰北農民 Jon Jandai 的 TED講座題
目「Life is easy. Why do we make it so hard ？」，鄭波將句子
反轉作展覽名稱，意圖喚起人類對自然環境遭受破壞的關注。

「原來題目中的『Life』是指人類，但我希望能擴闊看的角
度──『Life』所指的不但是人，可以是地球上的萬物生命，提
供另一種視野。」鄭波道。因此，是次展覽，他將植物轉化成
題目中的文字，隱藏在園林當中，也讓觀者步進密林的同時，
能思考人類與自然的緊密關係。

倡物種平等共生 
人與自然的關係密不可分，

可惜自然因現代發展而屢遭破壞。近

年，不少藝術創作也重新探索自然，嘗試開

拓人與自然共生的可能性。好像多年來以自然

植物為創作對象的藝術家鄭波，其最新策展的視

覺藝術展覽《Life is hard. Why do we make it so 

easy ？》，便從另一角度引領觀者走進嘉道理農

場暨植物園，探尋自然氣候的生態系統。展覽延續

他在 2018 年泰國喀比雙年展的同名作品，並與園

內的蘭花專家合作，通過以本地蘭花製作的植物

標語裝置作品，提倡物種平等共生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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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字記之曰蘭
鄭波這次與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的蘭花專家紀仕勳博士（Dr. 

Stephan Gale）合作，從本地花中挑選合適的品種，栽培出本地
蘭花，並創作出獨特的裝置，在園內的「葛先生花園」展出。鄭
波解釋選取蘭花的原因：「這次展覽是我在 2018 年泰國喀北雙年
展同名作品的延續，當時展覽與非牟利機構（NGO）合作裁種蘭
花，並於泰國的國家公園展出。碰巧嘉道理農場也有不少蘭花品
種，可見泰國與香港都是大型生態圈，乃適合蘭花生長的地帶。」
他續說，香港有超過一百種蘭花，「為何在作品中才能得見蘭
花？」他希望重新凸顯蘭花於我們日常生活中的普遍性與重要性，
並以此重新連結我們與自然生態的關係。

他謂，這次的創作與過往不同，更着重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
的環境，以及園內科學家等人的參與，讓展覽成為更寬廣的入口，
讓大眾理解與體察自然。因此，鄭波亦將作品融入於園林空間內，
不會造成額外的破壞。「作品因應植物的生存狀態來發展，不影
響原來的植物。」

一直在園林中步行，發現「植物裝置」般的文字，隱約在叢
林之間，有時則高掛在樹上，猶如捉迷藏般尋索作品。「希望展
覽能給予觀眾行走的經驗，因此作品置於高高低低不同的位置與
角度，能讓視覺經驗更為有趣。我希望大人與小孩進來園林也覺
得有趣，尋找不同的『文字』。」

《Life is hard. Why do we make it so easy？》

日期：即日（2月11日）至3月14日（日）

地點：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
           葛先生花園及藝舍

網頁： www.newartspower.hk/
 event/life-is-hard-why-
 do-we-make-it-easy

註： 因應疫情最新狀況，展期或會更改，
請留意官方網頁最新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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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波是次展覽
延續 2018 年泰國
喀北雙年展的同名
作品，同樣以蘭花
製作裝置，形成文
字。
 （圖：Cheung 
Chi Wai）

●不少文字裝置隱
藏於密林中，讓觀
眾細心尋索，體會
自然。

沉浸大自然經驗
鄭波坦言，多年來以自然生態為創作媒介，初期

會想像植物的用途，如今則更轉化成思考植物需要甚
麼。「植物比人類的物種擁有更悠久的歷史，經驗也更
多。當我不斷以植物創作，便更覺萬物尚未發掘。而且
植物也比我們想像中厲害，即使在艱難的環境、狹小的
空間也能生存。」他邊說邊指向園林間的小草，在凹凸
不平的地上也茁莊成長。

人與自然共生，彷彿是難以企及的理想，自然生
態時常遭受破壞，鄭波也希望其創作能引起關注。好像
這次以植物轉化成字，他謂，事實上植物中的分子與
DNA，也是自然生態中的語言及文字，只是我們一直
忽略。如今他通過創作與科學跟植物交流，並以此向公
眾展示。「我希望這次的展覽能讓觀眾多點時間慢慢
走，浸淫在自然的 Immersive 經驗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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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偉峯

擁有工商管理博士及三個碩士學位，從事資訊
科技超過三十年，現為香港理工大學專業進修
學院講師及課程總監、香港零售科技商會副會
長、香港互聯網論壇副會長、亞洲域名爭議解
決中心專家名冊成員、香港調解資歷評審協會
認可綜合調解員、英國特許仲裁學會（東亞分
會）委員、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學科專家、
香港、新加坡及英國電腦學會資深會員、英國
特許市務學會資深會員、國際扶輪3450區中環
海濱扶輪社創社社長。
電郵地址：mail@joseph.hk‧個性全面睇‧職場Q&A‧智富增值‧書評

職場升呢
 創新學堂‧靈巧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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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 
與澳洲爭拗的啟示

社交媒體過去十年的發展迅
速，不僅已經成為大眾生活的一
部分，更改變了大家獲取資訊的
習慣和模式，成為不可或缺的資
訊平台，漸漸取代電台、報章、
電視台等傳統媒體。回想在這些
平台興起時，不少人認為它們的
生存是需要依靠用戶提供內容 

（User Generate Content，簡稱 UGC）才能
夠變得精采；時移勢易，現在大家只要看看
YouTube 便略知一二：其內容比一個大型電視
台的節目還要豐富，再加上新一代對觀看電視
毫無興趣，在此消彼長下，傳統媒體收入大減，
無奈它們需要繼續製作節目才能生存。

至於社交媒體，從技術角度而言，它們需要大量

資金和資源去維持營運，故此它們需要不斷擴張去保

持競爭力，例如Google 透過搜尋器去推動互聯網廣告

來增加收入。

筆者想說的爭拗，始於澳洲正立法「新聞媒體協

議規範」（News Media Bargaining Code）草案， 要

求這些數碼平台巨頭為原始資訊付費，它們從這個操

作中得到想看新聞的客戶，因此科企要就媒體的新聞

工作以公平價格付款。澳洲政府的法案，同時亦牽動

了其他國家政府考慮訂立類似法，包括英國、加拿大

以及歐盟國家等。

然而，facebook 面對壓力並沒有就範，反過來禁

止澳洲用戶分享和閱覽新聞內容。它不但封殺多個新

聞媒體專頁，更一度清空多個澳洲政府專頁的貼文內

容，導致澳洲各個新聞機構的 fb 專頁呈現一片空白，

無法閱覽報道的連結、貼文和相片，連慈善機構、大

學及工會專頁都受到影響。是次舉動帶來更大迴響，

有政治領袖批評這些科網巨企的權力不能夠比政府更

大，理應受到規管；同時，愈來愈多國家憂慮科網巨

企的行為──雖然這些企業可以改變世界，但不代表

在管治世界。

筆者認為，是次事件不論結果如何，都已經帶來

一些重要啟示。首先，各國政府因為facebook的反擊，

開始擔心這些科技巨企的營運及管治對社會甚至政府

管治帶來甚麽潛在影響。畢竟，巨企不僅富可敵國，

更可以影響人類的思維和行為，特別是近年充斥着假

新聞和假消息，令市民作出錯誤的判斷。另一方面，

互聯網令人鍾情的地方是自由空氣，任何人都能夠擁

有自己的空間去分享及發表個人意見，一旦被嚴格監

管， 便與真實世界無異，這會窒礙未來互聯網的發展，

實在不是一個理想發展方向。然而，事實上社交媒體

衍生的社會問題漸趨嚴重化，例如網絡欺凌等已經去

到不能容忍的地步。

筆者認為，如此發展下去只有「雙輸」， 大家各

執一詞並非理想的做法，唯有合作才能夠造福世界，

令互聯網健康地發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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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志康

香港投資培訓學院（HKITI）講師，專長教
授 CFA 備試課程，為香港財經分析師學會
會員，參與制定持續專業培訓研討會。為香
港電台普通話台節目《e 線金融網》及Now
財經台的嘉賓講員之一。曾從事香港地產發
展業、擔任股票分析員，碩士畢業於新加
坡國立大學，2001 年取得財經分析師資格 
（CFA charterholder）。閒時喜愛閱讀，深
信知識可以改變命運。
Email : tedkwan@gmail.com  創新學堂‧靈巧技能‧職場升呢‧個性全面睇‧職場Q&A‧

智富增值
‧書評

無可否認，做投資的人都重
視數據分析，現在更是用

大數據做分析，並以此作為買入
的基礎，跟過往通常限於財務比
率的數據分析不同。大數據可以
搜尋到的資訊，包括地圖、社交
媒體上的留言、航運貨運資料
等，這些資料都大量存在網上，
但其缺點是這些數據都不能有系

統地加以分類。如果以數學模型去分析，一般
的電腦程式都不能做到，需要用人工智能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或 機 器 學 習 
（Machine Learning）這些不一樣的程式，歸

納一個大的圖畫以達至投資結論。 

舉一個例子，你透過觀察大數據如社交媒體的關

鍵字、大市成交量，加上新開股票戶口的數目及買賣

成交的落盤地點，得出一程式程序（Program Logic）

去賺取每年足以跑贏大市那百分之零點零一的回報。

在過往，要得出這樣的結論，需要搜集數百或千個的

數據，然後經過統計學的驗證，才會被接納，成為有

用的投資結論，繼而執行，相當花時間。

數據太多反而是問題

但數據太多卻衍生了另一問題，就是在統計學

上，如果數據的量夠多，就算是一個很細小的結論（如

只有百分之零點零零一的回報），都可被認為是一個

有效的結論。但當你真的以此進行買賣時，卻不會帶

來實際上的差異，特別是當考慮當中的交易費用、差

價、人為的延誤等。所以，今天可能有不少人都能提

出一眾投資策略，宣稱可以跑贏大市，此時投資者卻

要自己想清楚其背後的科學根據是否成立。

依筆者所知，大數據的威力在於它能使用哪些支

離破碎的數據，達至一個預測的結論。這種方法用於

推測人類行為表現相當得心應手，因為人的行為不能

單用傳統經濟邏輯及理性分析就能預測得到，而大數

據可彌補不足；但應用在股市中，其必然的回報可能

太少，在扣除手續費後可能得不償失，沒有實際效果。

當然，大數據放在分析客戶的信用卡還款狀況，

絕對有助降低銀行的風險；用在了解客戶的基本資產

分配，亦減省了前綫人手的時間；又可以藉此了解股

民對大市的看法，可更準確預測大市的轉捩點；或用

作了解對沖基金回報與大市及其他經濟指標的關聯性

（Correlation）等。

畢竟，掌握更多數據可以幫助我們獲得更多洞見

（Insights），但以為每個洞見都必然有科學上論證

的背後，卻令我們容易迷失，容易忽視了其他觀點，

例如公司是如何管理？憑甚麼賺取利潤？為甚麼客戶

喜歡其產品？

金融科技應用的好與壞

<PAGE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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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重盛

簡重盛醫生，香港精神科醫學院精神科醫生，
中文大學醫學院 1988 年畢業，1993 年取得英
國皇家精神科學院院士專科資格，並在英國劍
橋大學深造精神科近一年。自畢業後一直在政
府醫院工作，自 1991 年在青山醫院工作，任
職老人精神科高級醫生，及屯門精神科門診部
（又名屯門精神健康中心）主管多年，自 2010
年起私人執業。

‧職場Q&A‧智富增值‧書評

個性全面睇
 創新學堂‧靈巧技能‧職場升呢‧

情人在情人節

<PAGE 34

今
年的情人節在赤口，即大

年初三星期天。花店大失

所望，因為情人送花愛在工作日

送到辦公室，招搖顯擺，令旁人

羨煞，所以星期日沒戲了；加上

今年受疫情影響下經濟不景，生

活困難多，疫症限令下食肆下午

六時後沒有堂食，燭光晚餐報銷，赤口的情人

節似乎導致情人間容易產生衝突。

筆者大學時讀精神科，某高級講師告訴我們，學

好精神科對追逐愛情有好處，所以我們必須精神科考

試及格。執業多年，只覺愛情的起起落落帶給普通人

精神困擾，是精神科生意的重大來源。

電影《被偷走的那五年》中，有句台詞如下：「只

要在你人生中每一個重要的時刻，我知道你心裏有

我，那我就無憾了」。

而《玻璃之城》則有一句：「我手上的愛情綫、

生命綫和事業綫，都是你的名字拼成的」。

還有《金枝玉葉》裏，男主角對女主角表白：「我

不管你是男是女，我只知道我好鍾意你」。

在文學藝術中，愛情總是令人不能自已。

平凡非凡

學好精神科或心理學，有助自我認識，知己知

彼，可能幫助我們追尋愛情。「眾裏尋他千百度，驀

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

真正值得我們追求與珍惜的往往並非在水一方的

亮麗伊人，往往是身邊被忽略最美最好的守護者。這

是人們的盲點，而精神科的訓練有助察覺盲點。

再者，有老人家曾說出一句幽默而令人深刻的

話：「我不會嫌你又老又煩，希望你也不會嫌我又老

又殘。」話中沒有一個「愛」字，卻有「死生契闊，

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的平凡日子的愛情

味道。

愛情從來都不是短暫投資，不是激情或迷戀，而

是天天深耕細作，努力經營天天的情人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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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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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CV
諮詢服務

線上首播

精彩行業專訪及
職場實用講座

搜羅熱門行業

全職、兼職、合約、

畢業筍工

隨時隨地透過

電腦、智能手機及
平板電腦搵好工

即時申請、

進行互動Live-chat及
與參展機構安排

視像面試

3月29至30日
（星期一、二）

上線時間

上午10時至下午6時

嶄新實時

網上
招聘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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