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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勤是岸
今屆 DSE 放榜日期暫定為 7 月 21
日，只餘下不足一個月的時間。本來，
返學放學日復日，考試放榜年復年，
筆者有一刻「竟然」萌生隨便找某年

www.eduplus.hk

放榜前寫下的前言循環再用便算；但，
世上有很多事，你瞞得過別人，卻永
遠騙不倒自己，正如宇宙裏面有不少
有識之士抄襲網絡上的文章，堂而皇
之挪為己用；甚麼良方秘技，不註明

Vol.213
JUN~JUL

出處，訛稱是獨門暗器。
臨摹也好，翻炒也好，未必因為力

6-10

有不逮，而是最簡單的理由：懶。

的，如何知道他對知識吸收、消化的
但無法增進知識，而且難以提升智慧，
又變成了一個人云亦云、跟紅頂白的
尖子，又如何理性地判斷是非黑白？
勤力是有回報的，但勤力不止為了
回報，更為了肯定自己。面對一千種
躲懶的理由，用一個理由便可以 KO：
「我不想懶。」到了放榜之日，成績
無論是否理想，你還是可以理直氣壯
地說：「我有努力過。」畢竟，要上岸，
也要用力向前游才行。

出版：求職廣場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1 年 6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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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E放榜升學博覽
專家分析本地及
海外升學重點資訊

如果一個學生，所有功課都是抄
情況？如果他根本「消化不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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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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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部分圖片為星島圖片庫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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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陳文禮、李永康

圖：受訪者提供、星島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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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屆中學文憑試 (DSE) 即將於 7 月 21 日放榜，
一眾應屆畢業生須考慮去向，面對本地及海外升學選擇甚多，
難免感到迷茫。本來已打算讓子女在本地升學的家長，見加拿大及英國
陸續放寬移民資格，紛紛考慮安排他們到海外升學順便移民。為讓家長及
學生了解更多本地及海外升學資訊，並詳細計畫前路，星島新聞集團旗下
EDUplus.hk 將於 6 月 26 日舉行「DSE 放榜升學博覽」，屆時將有多家升學
機構參展，提供本地和海外升學諮詢，亦有嘉賓來臨演講，傳授升學秘笈。
歡迎家長、應屆畢業生，以及中四、中五學生到場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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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學生將獲安排於本地的幼稚園或幼兒中心實習，將專業
知識與實踐融合。」張杏冰表示，修讀幼兒教育高級文憑課
程的畢業生，可向教育局申請註冊為合資格幼稚園教師；亦
可向社會福利署申請註冊為合資格的幼兒工作員和幼兒中
心主管；及獲社會福利署認可為特殊幼兒工作員。為讓家長
及學生了解修讀幼兒教育及相關行業發展，宏恩基督教學院
幼兒教育學院導師布定邦會親臨升學博覽提供更多資訊。

大學英文預備班
助學生提升能力
海外升學熱潮再起，不少本

本地升學出路：
幼教課程 着重體驗式學習

港學生都希望負笈海外學習，但
同學要留意當地大學的入學要求。
EF Education First 海外升學課程

幼兒教育一直是學生大學選

總監謝貫姿表示，熱門升學國家

科的熱門學科之一，每年相關學

包括英國、加拿大及澳洲，多數

科在聯招中都是「爭崩頭」。宏

大學都要求申請人的雅思國際英

恩 基 督 教 學 院 署 理 副 校 長（ 學

語水平測試 (IELTS) 分數至少達六

術）及幼兒教育學院系主任張杏

點五分，或在文憑試英文科中獲取及格分數。她得悉，每年

冰教授表示，本港於九十年代開

都有不少文憑試考生成績相當不錯，卻在英文科遭遇「滑鐵

始展開幼兒教育老師的資歷認

盧」，不符合升讀海外大學的資格。「這些同學可考慮報讀

證， 在 職 老 師 必 須 接 受 職 前 訓

教育機構開辦的大學英文預備班，在入讀大學前，提升自己

練。「最初只有香港教育大學（前稱香港教育學院）提供職

的英文能力。」

前學士課程，而且只有十八個學額，數量十分少。雖然香港
中文大學及香港大學其後亦開辦銜接學士課程，仍未能滿足
市場需求。」

她以 EF 開辦的大學英文預備班為例，學生於半年至一
年內密集式學習英文，「課程特別針對大學的學術英文，例
如會有小組匯報及小組討論等，讓同學可以逐漸適應當地的

因應政府數年前推行免費幼稚園教育，並將幼稚園師生

學習模式。」她稱曾有一位學生的文憑試英文科成績不及格，

比例逐步下調至一比十一，令社會對專業的幼兒教育工作員

其後入讀該機構的大學英文預備班，「他最後僅用了半年時

需求更加殷切，「在政府的鼓勵下，近年不少自資院校均開

間，便成功考獲澳洲大學的入學資格，並在翌年入讀。」

設幼教課程。本校亦於 2017 年開辦幼兒教育高級文憑課程，
致力培育學生成為專業的幼兒教育工作者。」她指出，該課

此外，德國近年成為新興升學選擇，謝貫姿說：「當地

程提供專業及有系統的幼兒教育培訓，並透過體驗式學習及

公立大學學費全免；加上德國的科技工業發展蓬勃，相關行

教學實習，讓學生在實際幼兒工作環境中實踐所學。

業發展前景理想，故吸引不少學生選擇在當地留學。」她續
指，EF 在德國亦設有專為留學生而設的課程，讓他們可在

「由於實習對學生掌握教學技巧及與幼兒相處十分重

cover story.indd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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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大學基礎班
1+3 銜接最佳橋梁

要求高。相反，英國學位較多，成功入讀的機會較大，對有
意修讀治療學科、但成績未如理想的學生是選項之一。

為成績未達標但有意到外國

Stephanie 補充，其中一所職業治療及物理治療科目相

讀書的學生，提供修讀銜接大學

當有名氣的大學是 University of Bradford，學科排名分別為

的機會，麥理博精英教育主席何

全英第三及第八。如學生一早決定前往英國修讀該學科，可

永釗教授表示，英國國立大學及

於 中 五 起 程， 入 讀 該 校 為 期 九 個 月 的 大 學 基 礎 課 程

二十四所英國一流的研究型大學

(Foundation)，其後銜接三年本科課程。假如學生在應考

組 成 的 羅 素 大 學 集 團（Russell

DSE 後，才決定英國升學，亦可申請。該校會向合資格學生

Group Universities）均開辦英國

發放有條件取錄通知書 (Conditional offer)，放榜後學生成績

大學基礎班。「DSE 學生只須以

如達標，便會收到正式取錄通知書，即可準備前往英國。「英

文憑試成績申請報讀，中五生則只須呈交全學年校內成績

國大學一般要求學生達 IELTS 六點五分，而 foundation 則五

單，成功被錄取者將在大學修讀一年基礎班，再銜接三年大

點五分。因應不同情況，學校可能要求學生面試。」

學。」
行業發展前景亦是學生其中一項重要考慮因素，她表
何教授指，基礎班協助成績稍遜的學生，鞏固及加強他

示，職業治療師及物理治療師前景樂觀，據香港衞生署資料

們對選修科目的基礎；課程亦設有與大學相關科目，「有意

顯示，二級物理治療師起薪約三萬元，同時英國因脫歐，對

在大學修讀工程系的學生，若中學時沒有選讀 M1（微積分

人 才 需 求 增 加， 要 取 得 tier2 技 術 勞 工 簽 證 亦 較 容 易。 但

與統計）及 M2（代數與微積分），也可在基礎班重新學習，

Stephanie 提醒：「假如對職業治療及物理治療沒有熱誠，

爭取考上大學專科的條件。」他續稱，學生只要每科考獲

修讀過程將十分艱辛，因為三年期間須實習不少於九百小

四十分，便可直接升讀該聯繫大學，「如要考入名牌大學則

時。假如學生以目標為本，只希望修讀後，可順便移民，不

平均每科須達到六十五分或以上，個別科目要達七十分。」

宜選擇該學科。」

在英修讀職業治療 前景理想
港人留學英國除可選擇主流
的 商 科 及 工 程 學 科 外， 英 國
Oxfor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Group 的 Director of Recruitment
Service 古茵藍 (Stephanie) 表示，
近年香港人口老化，對職業治療
及物理治療等人才需求大增，然
而香港相關學位競爭激烈，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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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國學校選擇多
認可 DSE 成績
近年愈來愈多港人前往加拿大升學，加拿大總領事館
商務專員張涴彤 (Carol) 表示，自 2012 年起每年申請學生
簽證的人數持續上升，2020 年共四千二百二十五人前往當
地留學，比 2019 年上升百分之四點九，於留學生來源地中
排名十八。但她補充：「有些香港人本來已持有加拿大護照，

升學顧問公司 Sky Reach

不須申請簽證，因此實際前往加拿大留學的人數會較數據

董事及升學顧問部主管 Susan

多。」

稱，因應近期加拿大新政策，

加拿大的學制與香港大致相同，一般都是 9 月開學，
學生不須擔心銜接問題。一般而言，中學及小學合計十二
年，部分省會有些差異，如魁北克省則只須六年及五年便完
成小學及中學課程。至於大學，一般修讀四年榮譽學士學位
或三年學士學位。加拿大更設有學院 (Colleges)、專業學院
(Institute) 及理工學院 (Polytechnics)，提供學士學位、證書、
文憑等。Carol 補充，當地學校超過三十所院校認可 DSE
成績，學生放榜後可利用 DSE 成績報名。另外，加拿大學
校較注重學生的英語水平，學生可因應需要報考 IELTS 或
托福考試 (TOEFL)。

升學移民大熱
查詢加拿大升學增

很多人向他們查詢報讀加拿大
社區學院 (Community College)
的資料，而商科、媒體、資訊
管理 (Data Management) 及幼
兒教育是熱門選擇，因當地工
作機會較多。社區學院以職業導向為主，與大學同屬高等教
育，因應課程不同只須修讀一至兩年，學費約每年一萬五千
加元，普通家庭亦能負擔。學院亦有機會與工商界合作，提
供 實 習 機 會 予 學 生， 在 畢 業 前 可 獲 一 定 工 作 經 驗， 如
Seneca College、Georgian College 等。但她建議：「選
科應考慮自己的興趣。假如已工作一段時間，但有意升學移
民的打工仔，須考慮首個學士學位與進修科目的相關性。」

6 月 8 日加拿大政府宣布提供兩條獲得永久居留
〈Permanent Resident〉途徑予合資格香港人。第一條為在
當地就讀的香港留學生，可於畢業後獲得永久居留；另一途
徑是予五年內大專或大學畢業的香港人，三年內於當地工作
滿一千五百六十小時即可獲永久居留。新政策吸引不少香港
學生及打工仔查詢前往當地留學。

%4& ׳ʺኪ௹ᚎ
日期：6 月 26 日 (六 )
時間：上午 11 時至下午 4 時半
地點：尖沙嘴北京道 8 號香港朗廷
酒店 (The Langham) 宴會廳
查詢：3181 3322

https://www.eduplus.hk/expo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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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UK 是一個著名的英國升學集團，成立於 2003 年，升學中心遍佈全球 28 個國家，超過 60 多個辦事處。
基於擁有龐大而可信賴的學校網絡，加上升學顧問得到大學院校直接培訓，經 SI-UK 申請英國升學的學
生成功率高達 98%，高於學生自行申請成功率只有 55%。
SI-UK 與英國超過 400 間以上的優質著名學府有著緊密的聯繫，包括大學本科學位、研究生學位、國際
大學一年級課程、大學基礎班以及寄宿學校的申請服務。

我們提供免費的一站式專業升學服務，包括：
成績評估

揀選合適的院校

協助簽證申請

辦理入學申請

出發前準備

日後跟進服務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 145 號安康商業大廈 801 室
：2967 8199 / 2967 8009
：6513 5719
：hongkong@studyin-uk.com
：https://www.studyin-uk.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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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ople
本文摘自《星島日報》

每日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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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 指 鼓 吹 學 生 上 街 的 通 識 科， 最 終 迎 來 大 刀 闊
斧的改革。退休校長戴希立是二十年前推動教改
的「 三 頭 馬 車 」 之 一， 回 首 通 識 科 的 初 心， 他
不認同科目「第一日已經有問題」，其異化的
過程，更像是政府處理問題的縮影，「有原來
的想法，但落地的時候散晒；一早已經見到問
題，但沒有處理。」當年推動教改，有一句話，
他一直提醒自己：「在排山倒海的改革之際，
會 不 會 連 原 本 的 優 點 都 拿 走 了？」 改 革 需 要 溝
通，昔日教改大小諮詢過百場，刻下官民關係疏
離，他慨歎溝通橋梁，不知從何搭起。

通識科過去一年受盡千夫所指，任內一手推動通識教育

事， 因 為 要 將

的前特首董建華去年亦承認科目徹底失敗，是導致年輕人出

通識融入傳統科目很困

現問題的重要原因。昔日為董建華教育施政出謀獻策的戴希

難，創立新科目可以更容易將新理念放入去。」

立則不敢苟同，因為在他眼中，年輕人每日流連社交網站，
當中吸取的資訊，遠比通識科來得多，「我之前見到董先生，
也當面說不同意他的說法。」他為通識科辯護，不代表認同
通識科無問題，早在科目設立前，他已認為應以「不達標」、
「達標」和「達標並表現優異」評分。

教不好《基本法》
因政府無支持
回首通識科設立的初心，曾任教育統籌委員會委員的戴
希立憶述，當時教統會構思二十一世紀的教育需要，提出培
養下一代的公民素養，又提倡「文中有理、理中有文」的教
學理念。課程發展議會基於以上理念，建立必修必考的通識
科，「創立通識科不是教統會的建議，但我當時也認為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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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希立（左一）在前特首董建華在位期間，不時為教育出謀獻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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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與民間愈行愈遠
戴希立於是邀約對方見面，解釋教改的理念除了與時並
的理念
與時並
方認
進，亦有不少承傳過去的思路，最終得到對方認同，「我相
信『道不同，相為謀』，只要不動氣，不懷疑對方動機，會
發現共通點是多於分歧。」然而，社會撕裂如斯明顯，要有
傾有講，談何容易？在戴希立眼中，政府與民間愈行愈遠，
是有迹可尋。他憶述教統會當年不過是諮詢組織，卻在教改
的過程擔當官民溝通的橋梁。對上，他們不時出席政府會議，
了解內部對教育的想法；對下，教統會完成數百場諮詢，聽
盡各方意見，「但不知何時開始，民間就是民間，官方就是
官方，現在的校長連教統會主席是誰都不知，更加說不出教
統會的作用。」
● 擔任中學校長多年的戴希立，直至2013年始放下教鞭。

「不是有道理就可做任何事」
事」

縱然初心良好，但通識科的性質全球少有，實行期間固

去年理大衝突中，戴希立與前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法律
、法律

然會出問題，如考題涉及社會時事的比例過多，令教師花很

衝突。
學者張達明等人組成游說團，希望緩和警方與學生的衝突。

多課堂時間討論具爭議的時事，「我不反對教，但不應太多，

他認同過去一年的反修例事件，教育界要反思，但不一定要

正如歷史都不會教太多最近的事件，因為有些事件經過一段

將所有責任攬上身，「我覺得有部分學校放棄了講道理及管

時間後，會有不同的看法。」此外，昔日通識科要求學校自

理的責任。」他以學生在校門外拉人鏈的做法為例，撇除宣

訂教材，原意是方便學校適時加入新知識，最終造成不同學

示政治立場的問題，有學校容許學生在上課鐘聲響起後堅持

校的教學質素出現極大差異，「要做好件事，魔鬼在細節，

拉人鏈，做法並不理想，「不是有道理、有道德高地就可以

細節是政府的責任，例如現在《基本法》教不好，是因為政

做任何事，學校應該堅持原則，如果當時放棄了，現在要持

府無支持，只是提供指引，也沒有監察，學校怎會好好地執

守立場就很困難。」

行？」
和而不同是戴希立的信念，近年他向校長老師教授《基
「現在回看，通識科的設計缺乏教導學生處理資訊的素
養。」戴希立欣賞國際文憑課程（IB）中的建立知識理論課，

本法》，其中一句評語，一直在他心中縈繞，更視之為讚許，
「我未必同意你觀點，但你說的東西，很多我都未聽過。」

當中教導基本知識概念及基本分析方法，讓學生有思考工具
分析事物，「我見到社交媒體很多人的說話是基於直覺，無
邏輯思辨過程。」此外，事實查證亦十分重要，「現在通識
的批判性思考，只要言之成理就可以，我覺得這樣做很危險，
因為我們應該教學生基於事實作多角度思維。」
通識科改頭換面在即，戴希立擔心課程改革猶如鐘擺，
由一邊極端走向另一極端。過去他推行教改，長期處於支持
與責罵聲中，過程他一直反問自己，在排山倒海的改革之際，
會不會連原本的優點都拿走？當時教統局推出的第二份報
告，名為「創造空間 追求卓越」，不久後他就收到一份題為
「創造空白 追求平庸」的回覆，洋洋灑灑十多頁紙，逐點批
評教改問題，他一看作者名稱，發現對方正是上一輪教改的
推手，「會罵你的人不一定是保守或既得利益者，有些當年
也是改革家。」

People.indd 13

● 戴希立憶述當年教改官民溝通緊密，他更參與過百場諮詢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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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產業發展蓬勃

在「 衣 食 住 行 」
中，住房是不少港人最
重視的一環。房地產長
期發展蓬勃，連帶對人才的需求亦持續上升，且愈見專業。根據職業訓練局《房
地產服務業2018年人力調查報告書》指出，逾七成四房地產僱主屬意經理及專業
級僱員擁有大學學位，可見一紙學位證書對業界人才的重要性。
香港理工大學專業進修學院（PolyU
合課程統籌鄧麗儀博士表示，房地產項目發

物管為「朝陽行業」
人力需求有增無減

展期往往長達逾十年，由土地規劃、開發、

面對反覆的疫情，失業率居高不下，

建築、物業銷售、維修保養、管理服務等，

但亦有行業「抗逆」能力極強，仍能繼續招

每一階段皆有不同專業人士的協作。PolyU

聘人才，物業管理業正是當中表表者。

SPEED）測量及建設環境學（榮譽）理學士組

鄧麗儀博士
香港理工大學專業進修學院測量及建設
環境學
（榮譽）
理學士組合課程統籌

SPEED的測量及建設環境學（榮譽）理學士組
合課程（BSc（Hons）Scheme in Surveying

PolyU SPEED物業及資產管理學（榮

and Built Environment）包括三個課程：物

譽）
理學士課程學銜統籌陳慶麟博士指出，

業及資產管理學（Property and Asset Man-

房地產服務業多年來一直推動香港經濟發

agement）
、建築工程及管理學（Building En-

展，其中又以物業管理和保養機構所聘用

gineering and Management）、地產及建設

的僱員人數最多。「根據政府《長遠房屋策

測量學（Surveying），涵蓋房地產發展的不

略2020年周年進度報告》顯示，由2021年

同範疇。她續稱，這三個課程既集中個別專

起十年期的房屋供應目標約為四十五萬個

業，同時亦起協同效應，分享資源。組合課

單位，增加住宅供應自然能為房地產服務

程內修讀不同專業的學生可以一起上課及參

業創造大量就業機會。由此可見，物管業

與工作坊，有助互相認識，加強宏觀了解，

可謂
『朝陽行業』
。」

並擴大業界聯繫，對日後投身職場帶來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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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慶麟博士
香港理工大學專業進修學院物業及資產
管理學
（榮譽）理學士課程學銜統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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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性高 涵蓋面廣

●鄧麗儀博士表
示，測量師工作範

陳博士並認為，物管業的專業性近年不斷提升。物業管
疇較為多元化，覆蓋土
理業監管局負責為物業管理公司和物業管理人實施發牌制
地運用、城市規劃、建築
法例、財務管理、施工
度，有助加強從業員的專業地位。當局曾表示物管公司及物
程序，以至樓宇落成
管人員在協助業主妥善管理物業方面擔當重要角色。物管講求
後的市場推廣、
保養重建等。
多方面的專業服務，包括一般物業管理服務、物業所處環境的管
理、物業維修保養、財務及資產管理、設施管理等。
陳博士稱，物管服務涵蓋住宅、工廈、商廈、商場、停車場、大學，
以及私人和政府設施等。隨着政府於2017年「香港智慧城市藍圖」的制定，
未來的建屋項目糅合智能概念，物管人員亦要掌握相關科技知識，因此物
管職能已晉升至更高層次。

物業及資產管理畢業生
就業率百分百
因應市場對物管專才需求殷切，PolyU SPEED優化了原來的房屋管理
學（榮譽）文學士課程，於今年開辦物業及資產管理（榮譽）理學士課程，協
助有意入行的副學位畢業生及現職從業員取得學位。物管業不乏經驗豐富
但欠缺大學學位的從業員，此課程正好為他們帶來更上一層樓的踏腳石。

測量師如城市守護者

陳博士明言，房地產課程學生畢業後往往
很快獲聘，PolyU SPEED 2019年房屋管理學
（榮譽）文學士課程畢業生，平均入職薪金逾一萬
六千五百元，去年更增加至近一萬七千元，前景
樂觀。
據了解，物業及資產管理學（榮譽）理學士課
程預期今年8、9月可獲英國特許房屋經理學會認
可，並期望在今年內獲物業管理業監管局認可。
畢業生在行內工作滿三年，便可申請成為英國特
許房屋經理學會會員。

物管行業晉升階梯清晰，從業員若持有相關學位，一般
可直接入職助理物業主任，累積一定經驗後，可晉升至物業主
任、高級物業主任、助理物業經理，以至物業經理。

●房屋管理學（榮譽）文
學士畢業生Sam Chan，
現職仲量聯行助理經理。

陳博士指出，這個綜合學位課程涉獵層面更廣，既有為未曾修讀相關
學科的學生提供的基礎課程「建築科技及物料 I」（Construction Technology
and Materials I），亦設「屋宇設備工程 I」（Building Services I）科目，涵蓋
俗稱「風火水電」四大屋宇設備工程範疇。其他必修科包括環境管理、建築
物維修保養、業戶管理及社區服務、設施管理、應用法律、財務及資產管
理，以及人力資源管理等，為學生灌輸全面知識。選修科則包括「資訊科技
和建築資訊模型技術」和「消費者心理學」等，前者教授應用於物管和維修保
養的最新科技，後者則貫徹物管以人為本的精神，一直頗受學生歡迎。

校企協作教育 理論實踐並行

除了物管專才，測量師及建築工程管理人員亦屬房地產業
熱門崗位。身兼地產及建設測量學（榮譽）理學士課程學銜統籌
的鄧麗儀博士解釋，測量師工作範疇較為多元化，覆蓋土地運
用、城市規劃、建築法例、財務管理、施工程序，以至樓宇落
成後的市場推廣、保養重建等。測量師須與其他專業人士如投
資經理、工程師及建築師等合作，掌握土地投資角度，包括成
本控制和回報，並致力提升項目價值，發揮土地最大用途，猶
如建築項目的CFO（首席財務總監）。她續說：「測量師在房地產
發展不同時期均起關鍵作用，亦能保障市民安居樂業，擔當着
城市守護者的角色。」

建築工程管理 帶動千人團隊
另一方面，建築工程管理人員則須在工程建設的階段，統
籌不同專業人士及項目，確保工程得
以按財政預算和時間表順利進行。
「一個工地往往有逾千人同期參
與不同工作，工程管理人員
便要帶動和協調不同團隊，
也須面對和解決不同的挑
戰，工作可以帶來極大
滿足感。」

除 了 課 堂 學 習 ， 此 課 程 亦 重 視 校 企 協 作 教 育（ W o r k - I n t e g r a t e d
Education）。全日制課程要求學生須完成一百七十六小時的實習要求，方
可畢業。陳博士：「我們與不少具規模的物管企業和公營機構合作，包括信
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康業服務有限公司、夏利文物業管理有限公司及香
港房屋協會等，為同學提供工作機會；學生亦可自行安排實習。不少學生
在實習期內表現理想，畢業後隨即獲機構聘為全職僱員。」
為了讓學生了解行業的最新發展及緊貼市場脈搏，課程亦會安排不少
課堂以外的活動，例如在疫情前，安排學生參觀香港不少智慧型商廈，包
括位於西九龍的環球貿易廣場（ICC）
；並會邀請業界翹楚出席講座，與學生
分享物管行業的最新情況及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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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學術專業兼重
鄧博士補充，一如物業及資產管理學（榮
譽）理學士課程，地產及建設測量學（榮譽）理
學士及建築工程及管理學（榮譽）理學士兩個課
程不但協助學生建立全面的學術基礎，亦重
視專業應用。全日制學生須在承建商、測量師
行以至政府部門，完成不少於一百七十六小
時的實習。此外，課程亦會安排在香港理工大
學的工業中心上課，並到工地實地了解運作情
況。以地產及建設測量學（榮譽）理學士課程
為例，學生須完成一個跨國研究的專案項目
（International Studies），同學有機會自行組織
海外研習，聯絡和參觀當地公司、專業團體、
大學及政府部門，培養領導才能，開拓國際視
野，回港後舉辦簡報會分享學習成果。

專業認可
課程認受性高
PolyU SPEED地產及建設測量學（榮譽）
理學士畢業生可擔任見習測量師職位，經過兩
年的在職培訓及通過專業考試，便可成為測量
師，並加入香港測量師學會及英國皇家特許測
量師學會成為會員。建築工程及管理學（榮譽）
理學士課程獲香港工程師學會認可，畢業生有
資格參加建築（Building）專業的Scheme“A”
畢業生培訓計畫，亦可成為香港營造師學會會
員。「獲香港工程師學會認可的本地建築工程及
管理學學位課程不多，人才需求相對較大，畢
業生一般甚為吃香。」

歡迎各科學生
按專長入讀
鄧博士認為，學生應按個人興趣、志向和
長處選擇學科。強於數理、較為外向和勇於排
難解紛的同學，可考慮建築工程及管理學；對
財務管控、投資和法律感興趣、兼具創意者，

則可選擇地產及建設測量學；擅於商業管理和
人際溝通等軟技能的年輕人，不妨修讀物業及
資產管理學。「測量及建設環境學（榮譽）理學士
組合課程轄下三個課程，著重跨學科應用，歡
迎修讀不同學科的同學按個人的專長入讀。」
三個課程均提供兩年全日制及四年兼讀
制，除了副學士或高級文憑畢業生，亦有不少
業內人士在公餘時間修讀。她說：「有意轉行的
在職者亦會報讀兼讀制課程，他們當中不少已
具備大學學位，有機會申請學分轉移和學科豁
免，縮短修讀時間。」

●根據政府《長遠房屋策略2020年周年進
度報告》顯示，由2021年起十年期的房屋
供應目標約為四十五萬個單位。

「重返校園獎學金」
鼓勵在職人士持續進修
成立於1999年的 PolyU SPEED 提供
二十八項全日制及九項兼讀制自資學士學位銜
接課程，範疇涵蓋會計、測量及建設環境學、
商業、工程、健康學、資訊科技、數據科學、
款待業及旅遊業管理、語言及傳意、市場營
銷、社會科學及人文學，以及
設計等多個專業範疇，學位
由香港理工大學頒授，其
中二十項課程更獲專業
團體認可。學院更提
供「重返校園獎學金」
，名額四十名，每
名得主可獲一萬
元，以鼓勵在職人士
持續進修，以加強職場
競爭力。

●鄧博士（左）認為，學生應按個人
興趣、志向和長處選擇學科。

歡迎副學位畢業生及
在職人士報名
查詢電話：3400 2828

●房屋管理學課程的學生，參與英國皇家
特許測量師學會舉辦的研討會。
（以上資料由香港理工大學專業進修學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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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水埗主教山配水庫

●

深水埗主教山配水庫因為拆卸工
程，其逾百年羅馬式歷史建築曝光。

去年 12 月，深水埗主教山配水庫因

ੇⅥ㏗㍪ເᢏ٣ᇹ

蘇
彰
德

為拆卸工程，藏在地底的一百一十七年
歷史石柱建築曝光，驚艷很多港人，原
來這座山下竟有這樣震撼人心的古迹建
築。那一天，身為古物諮詢委員會主席
的蘇彰德收到很多朋友電話和訊息，希
望他想辦法保留這配水庫建築。而讓他
感到振奮和感動的是，保育主教山配水
庫已成為全城共識，是香港久違了的團
結聲音，他不禁形容是「香港的勝利」。
社會有不少評論質疑古物古迹辦事處為
何事前沒察覺到主教山配水庫的文物價
值，蘇彰德經此一役，更體會到保育工
作沒有捷徑，必定要親身參與，不能單

經過主教山配水庫一役，蘇彰德
認為要完善保育古迹制度，除了政府
要提供相片等充足資料，還應親身到
現場視察，評估歷史價值。

有逾百年歷史的深水埗主教山配水庫一度險被拆卸，引
來全城熱話。古迹辦事處早前建議將主教山配水庫和油麻地
配水庫列作一級歷史建築，並在古諮會會議中討論。
蘇彰德憶述當日從網絡上看到配水庫的相片，驚為天
人，「相信大部分人，包括我，都會覺得這是驚世大發現，
百年歷史建築出現眼前，我第一次看那些相片，都認不到那

靠文件紙上談兵。事實上，蘇彰德也是

是香港。」更讓他感動的，是港人很快便對保育配水庫形成

親力親為活化古迹的一員，本身為攝影

共識，甚至對將來可如何活化運用提出很多建設性的意見，

發燒友的他，早年購入了跑馬地一幢三
層高戰前洋樓，活化成 F11 攝影博物館。

People.indd 18

●

還四處尋找外國保育經驗，「我們這二十年在學習保育，過
去為了應否保育往往爭吵很長時間，但現在很快便一致要保
育，聚焦討論下一步，市民這次十分團結和充滿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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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麻地配水庫

雅賓利配水庫
●

蘇彰德曾到雅賓利配水庫視察，為了進入這位於地底配水庫，
他必須報讀課程學習進入密閉空間的技術和知識。

工

●

雖然油麻地配水庫面積比深水埗主教山配水庫細，但兩
者關係密切，可代表九龍的供水歷史。

水務署在工程前曾按程序請古迹辦評估配水庫的文

配水庫是 1894 年興建，比 1904 年興建的主教山配水庫

物價值，但結果在拆卸時才讓市民知道原來地底別有洞

歷史更悠久，這兩個配水庫有很大關係，當年因為油麻

天，令人質疑把關制度不完善。蘇彰德形容，政府部門

地配水庫體積太小，應付不到人口增長，所以才興建主

的溝通有改善空間。原來政府以水缸形容那配水庫建築，

教山配水庫。」他又提到，早前團結香港基金舉辦座談

古諮會以為那只是以前討論過不會進行評級的外置鐵皮

會，有講者提到當年英國將港島和九龍變成殖民地後，

水缸，造成不必要的誤會，「所以政府部門向古迹辦提

再提出要新界，便是因九龍不夠水源，形容供水問題與

供的資料要齊全，不止文字歷史資料，還要有圖片，甚

香港歷史關連很大。

至是拍影片。最重要是親身實地視察，可以將誤會風險
減到最低。」

主教山配水庫如何活化，並非簡單問題。蘇彰德舉
例說，前往配水庫所在地，需要走十多分鐘彎曲路窄的

另一項反思，是古諮會要開始研究那些藏在地底的

斜路，有些路段更只容一人身位進出，對於長者或輪椅

古迹，「有人講笑說，我們整天都抬頭看，今次是否需

便用者來說是一大挑戰，而且配水庫的設計從來不是為

要開始向下望？我們從配水庫開始看，根據水務處提供

了讓遊人瀏覽，裏面甚麼設施都沒有，沒有樓梯，也沒

的名單，香港有二百多個配水庫。」古迹辦當然不會全

有廁所。他形容，外國很多配水庫活化例子值得參考，

部配水庫都看一遍，因為很多配水庫目前仍然在使用中，

「在外國見過有團體在配水庫舉行時裝表演，做得好靚，

暫未有活化需要。今年的重點工作，是研究當中五個配

亦有在配水庫舉行交響樂團音樂會、鋼琴表演等，氣氛

水庫，分別是深水埗主教山配水庫、油麻地配水庫、雅

很好。」除了活化用途外，蘇彰德認為整個方案可以更

賓利配水庫、歌賦山配水庫和山頂配水庫。

創新，因為附近是很多人居住的社區，活化配水庫可以
考慮如何與社區互動，不會滋擾居民之餘，還帶動整區

研究地底歷史建築
為了親身到現場視察，蘇彰德等古諮會委員和古迹

蘇彰德已出任古物諮詢委員會主席兩年，去年底再

辦的職員要讀書考試，「配水庫是密閉空間，要考試才

度獲委任新的兩年任期。任職多年律師的他看似與古迹

能進入，上一堂朝九晚六的課，並在勞工處編制的測驗

保育沾不上邊，但他早在 2012 年已經自行保育了跑馬地

中及格才能拿到證書。」密閉空間有很多安全陷阱，例

一幢三級歷史建築，活化成「F11 攝影博物館」。蘇彰

如可能有沼氣等有毒氣體，需要全副裝備，甚至要懂得

德是攝影發燒友，更是 Leica 相機的收藏家，熱愛相機

如何縋繩到地底。蘇彰德記得早前進入雅賓利配水庫，

的程度，甚至讓他當年不惜花九千萬元購入該幢洋樓來

要佩戴安全帽，穿上手套，爬近四十呎長梯，「回程爬
上去最吃力，我爬了一半，都要休息一會才行。」
他最感興趣的，還是油麻地配水庫和主教山配水庫，
原來這兩個配水庫可以代表九龍的供水歷史，「油麻地

People.indd 19

發展。

作展館。選擇那幢建築，是因為有童年回憶，「我在跑
馬地長大，兒時已經常經過那幢建築物，很喜歡那種藝
術建築風格，有特別的感情。後來我看到研究說，這種
中東和埃及的建築特色，在香港可能只餘一兩幢，令我
覺得更加要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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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修都爹利街古迹
然而，當年購入那幢建築時，蘇彰德已體會到保育工作
十分艱辛，「決定了保育活化後，便不能回頭，不能三日後
便改變主意。就像跑馬拉松一樣，頭一段路會容易些，但之
後會愈跑愈辛苦。」剛開始時雄心壯志，但之後的維修保養
問題才教人頭痛。
那幢差不多九十年歷史的建築，沒有業主
立案法團，沒有管理公司，如何裝修和保養，
蘇彰德都要親力親為。為了讓建築原汁原味保
育，他請教了保育專家，還讓他們為自己製作

● 蘇彰德形容，保育法定古迹的原則，
是要原汁原味。幾年前颱風「山竹」毀壞
了都嗲利街的石梯和煤氣燈，古迹辦頂住
用新物料重建的壓力，成功以原來物料重
修。

了一本保育「天書」。「2013 年完成第一次
大維修，那時連電綫水喉都重新鋪過，並請保
育團隊留下錦囊給我。那就像一本《聖經》般，
具體列出做了甚麼維修工作，更列明將來維修
保養的工作安排，例如每三年及五年要做甚麼
保養等。」最近因為漏水和外牆油漆剝落問題，
蘇彰德又要將整幢建築包住進行大維修，「漏

最幸運的是，在「山竹」吹襲之前，古迹辦剛巧為都爹

水問題十分困擾，始終做博物館不可以經常漏水，因為要確
保展品不會受損。」
沒想到當年私人活化歷史建築的他，今天成為了古物諮
詢委員會的主席，參與全港的歷史建築保育工作。這兩年來，
讓他最深刻的經歷，是重修被颱風「山竹」摧毀的中環都爹
利街。都爹利街的石階和煤氣路燈是法定古迹，很多電影場
景都在那拍攝，但「山竹」將四支煤氣燈毀了三支，很多石
階也被倒塌的樹木壓碎，慘不忍睹。「當年八號風球一落下，

利街進行了三維掃描打印，結果將保育和現代科技結合，很
快便能將碎片重新砌回。然而，重修煤氣燈是最大難題，「那
時區議會有聲音認為應改用電燈，但古迹辦頂住壓力，謹守
專業的保育原則。結果我們在英國找回當年建造這個煤氣燈
的公司，重新駁回那些折斷的煤氣燈。」他形容：「這是很
好的公眾教育和參與，要珍惜城市寶物，保育沒有捷徑可走，
一定要原汁原味。」

古迹辦同事即時趕到現場，拍攝照片及收起那些碎
片，第一時間啟動重修工作。」

● 啟德地區出土宋元文物展早前舉行
開幕禮，發展局文物保育專員任浩晨
（左起）、古物諮詢委員會主席蘇彰德
和古物古迹辦事處執行秘書蕭麗娟齊主
持開幕儀式。

愛拍路人百態
蘇彰德中學時已開始熱愛攝影，直到今天，他都
愛拿着相機四處逛，尤其喜歡拍攝路人的自然表情，
他形容：「當我拿着相機時，我就像變了另一個人，
觀察力都馬上提升，因為走在街上時，會特別留意身邊有沒有值得
拍下來的場景。」然而，他坦言現在要拍攝路人，已不像以前般容
易。以前的人很單純，不介意被拍攝，但現在會質疑你侵犯他私隱。
他記得有次在瑞典公園拍照，突然一個男人走上前來要看他的相片，
原來在那畫面中拍攝到那男人的孩子，對方不想相片中有那孩子的
容貌。一談及攝影和相機，蘇彰德便顯得眉飛色舞，他笑着問記者
知否拍攝主教山配水庫古迹最好用甚麼相機，「一定是用你家中最
好的相機，帶埋腳架，將每一個細節都拍得鉅細靡遺。」

● 蘇彰德熱愛攝影，更是相機收藏家，尤其鍾情 Leica 相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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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Perseus Tsang、明愛專上學院
圖；Hardy、明愛專上學院

現時經濟環境復甦需時，明智的上班一族宜盡快趁勢增值轉型。除了全日制課
程，各界從業員、計畫轉職者，或一眾自僱人士，不妨考慮選讀課程結構較靈活的兼
讀學位，使工作與進修能雙管齊下。明愛專上學院
（CIHE）
廖湯慧靄商業及款待管理
學院工商管理
（榮譽）
學士
（兼讀制）
課程具多元專修組合，範疇涵蓋會計學、企業管理
及管治等，更可原校銜接企業管治碩士課程，為商界和企業界成就新型專業人才。

明愛專上學院
工商管理榮譽學士及企業管治碩士課程

成就公司秘書
培育會計專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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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理及管治課程
培育公司秘書大本營
企業管理及管治課程向來是培育公司秘書（Company
明愛專上學院廖湯慧靄
商業及款待管理學院院長

明愛專上學院協理總監（就業中心）

袁麗薇教授

李家禧

Secretary）的大本營。跟執業會計師一樣，欲成為特許秘
書，必須通過專業考核，應考香港特許秘書公會（HKICS）專
業考試乃主要途徑。袁麗薇教授表示：「每當公司上市、進行
IPO（首次公開募股），甚或收購、合併時，整個過程都須交由
熟識法規（compliance）的持牌專業人士仔細處理。隨着公司

無懼市場風浪
會計執業轉型添優勢

管治日益重要，以企業管理及管治為專修的畢業生，無疑獨
享就業優勢。」
CIHE工商管理（榮譽）學士企業管理及管治（BBA(Hons)
Corporate Management and Governance）畢業生，可獲豁免

本港會計從業員晉升路徑清晰，欲拿取專業資格，成為香港

香港特許秘書公會的特許公司治理專業資格課程（Chartered

執業會計師，須報考大量會試。透過修讀獲專業團體認可的學位

Governance Qualifying Programme，CGQP）七個學科中最多

課程，跟同伴一起上課學習、備考，成效自然遠勝自修。

四科，意味只需考取三科試卷。值得一提，企業管理及管治專

明愛專上學院工商管理（榮譽）學士課程，經審批及通過資格

修全部學科，覆蓋考試 範圍比率高達八成，大大減輕學員的備

認證，是少數認可的本地面授兼讀制課程。會計學課程專業嚴謹，

試壓力。成功通過所有考核後，且具有規定年限的相關工作經

在豁免試卷及緊貼考試內容上，跟本港傳統「八大」所辦課程不遑

驗，便可使用香港特許秘書公會會士（ACS）及特許公司治理公

多讓。CIHE廖 湯慧靄商業及款待管理學院院長袁麗薇教授稱，畢

會會士
（ACG）
兩大稱銜，正式成為持牌專業人士。

業生（BBA(Hons)Accountancy）除了可註冊成為香港會計師公會

企業管理及管治課程偏重多元且專門的知識領域，核心

（HKICPA）學生會員並報考其專業資格，還可最多獲特許公認會計

科目如管理及決策會計、經濟學、市場營銷導論、管理資訊系

師公會（ACCA）豁免其專業考試十五張考卷內指定九張，同時還可

統、組織行為等；專修學員亦須修讀企業管治、公司秘書實務

直接報考澳洲會計師公會
（CPA Australia）
專業資格課程。

與合規、企業行政實務、香港公司法、風險管理等實用學科。

行內專業試固然關鍵，課程緊貼實際市場趨勢同樣重要。羅

袁麗薇教授指，企業管理及管治從業員必需具備跟不同部門溝

兵咸永道中國稅收政策服務組總監黃宏泰先生認為：「全球化和數

通，尤其是跟董事要員洽談的良好技巧，課程專修學員在「董

碼化，在過去十年間對商業世界起了巨大的變化，大數據和自動

事會動態治理」
一科便能高度提升有關知識。

化逐漸融入專業服務。」因此，明愛的會計課程核心科目如會計、

袁麗薇教授表示課程師資人才輩出，教學人員至少持有博

策略管理和商業財務，當中會計學專修科目涵蓋審計學、公司

士或 碩士學位，有些更俱為持牌公司秘書；亦有具多年教學及

法、香港稅務等，提供實用的專業知識；學院還要求專修學生率

行內經驗 的高層人員出任榮譽教授，盡心栽培後輩。她又指，

先裝備數碼資訊技術，例如接受商業應用程式編寫訓練，及學習

學院定時邀請 持牌公司秘書，或執業會計師，跟學生分享最新

以雲端會計於資訊系統處理和運用數據，以應付現今大量運用資

行情，更會為學員 安排資深從業員，以
「師傅」
身分帶領新人，

訊及通訊科技
（ICT），而趨向無紙化的會計業。

給與學生難能可貴的專 業指導
（mentoring）。

袁麗薇教授表示會計行業日益數碼化，善於大數據分析、兼

值得一提的是，明愛專上學院的第一個碩士課程（企業管

具備高度決策能力者持續「渴市」。她指：「近年大環境經濟下滑，

治碩士課程MCG）已獲得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通過准予開

時聞公司重組架構或清盤，專門處理此等工作的從業員需求卻不

辦。正待香港特許秘書公會（HKICS）完成審批Collaborative

跌反升。為此，學院新增專修科目『破產與接管』，讓學員深入了

Courses Agreement（CCA）。此協議一經落實，MCG畢業生

解行業特定範疇最新屬性。與此同時，偵查詐騙個案等繁複法務

可獲豁免所有特許公司治理專業資格課程（CGQP）考試。該

事項，會計職責亦會覆蓋。課程開辦的『法證會計』一科，正正訓

碩士課程為兼讀制，並將於2022年1月開辦，有志獲取特許

練學員從財務交易和報告入手，學習專業蒐證技術。」不少學生誤

秘書Chartered Secretaries（ CS）及Chartered Governance

以為會計學要求優異數學能力，她指本學科跟數學優異與否並無

Professional（CGP）專業資格，或投身特許公司秘書行列者，

關連，但對數字敏銳者較具入學及晉升優勢。

敬請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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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綜合模式靈活選讀
重商業道德培養
袁麗薇教授深明，並非所有上班族或學員均打算成為專業
人士。有些學校行政主任（EO）、社工，或者非商界人士，可能
只希望增進部分工商管理知識。有見及此，工商管理
（榮譽）
學士
課程另設「市場學及活動管理」及「酒店管理」兩大專修，又提供
●陳錦榮表示，工商管理榮譽學士課
程全面涵蓋會計及經濟行業內最新的
知識和技能，為日後欲投身相關行業
的人士作好準備。

「綜合」選項模式，讓不同背景學員於各專修科目靈活選讀。
「學院強調商業道德及價值觀判斷，亦重視學員品格塑造
（character building）
。」
袁麗薇教授總結時補充，「入學面試時，
有志者須展示對課程 的充分認識，並以將來工作崗位要求的裝
束出席更為有優勢。更重要是表現出完成學位的能力及決心」

兼讀第二學位成常態
擴闊職場人脈良機

口碑載道
業界見證學院課程迅速成長
各大行業步入新常態，明愛專上學院保持敏銳的市場觸覺，
不斷改進課程要素，確保每位學生投身職場前已作最佳裝備。多

CIHE協理總監（就業）李家禧留意到，在職進修已成常態，

年來，廖湯慧靄商業及款待管理學院工商管理（榮譽）學士課程

學位持有者另修第二學位（second degree）亦愈趨普遍：「部分

和畢業生的成長令人鼓舞，成為業界喜歡僱用的對象。廖湯慧靄

畢業生只持有副學士或高級文憑，即使持有學位亦可能專門性不

商業及款待管理學院顧問、立信德豪審計部董事總經理陳錦榮喜

足，難以轉行或比不上業內人士。善用本科及自身職場經驗，

言：「過去六年間，我見證着工商管理（榮譽）學士課程的發展。

再額外考獲專業認可，競爭力自然大增。」他表示近年不乏「打工

課程全面涵蓋會計及經濟行業內最新的知識和技能，為日後欲投

仔」果斷自我轉型、變身專業人士之例；更有不少人選擇另起爐

身相關行業的人士作好準備，我誠意推薦這個工商管理課程給大

灶，自設初創企業。最教他深刻是，曾有學生放棄護理發展，轉

家。」

至CIHE入讀會計學專修課程，幾經努力終順利轉型，投身會計

業界重視員工實力，同樣着眼其就讀課程是否獲專業團體認

師行列。亦有持非專科學位的學生，半工讀修畢企業管理及管治

可。香港投資者關係協會主席陳綺華博士對上述課程表示欣賞：

專修課程後，現已成為特許公司秘書，聲價十倍。如果選擇初

「明愛專上學院的工商管理（榮譽）學士學位企業管理及管治專修

創，這兩項專業資格更為重要。
李家禧揚言，不管學員來自甚麼背景，CIHE就業中心皆能

課程，獲香港特許秘書公會（HKICS）認可為『學位課程合作夥伴』
（PBP）。學院亦設兼讀制模式，為在職人

提供充分就業或轉職支援，為其針對性地提供就業配對、面試、

士提供獲取特許公司治理專業資格機

求職訓練、就業講座等，角色超越一般獵頭公司。他透露去年跟

會。畢業生除了有機會得到HKICS會員

業界舉行多場網上招聘會，更有不少機構頻密地向他們尋找合適

資格外，課程還涵蓋公司治理及公司秘

的應徵者。現時在綫宣傳日益普及，中心迅即提供剪片及網上會

書服務領域，勢為公司在投資領域上提

議禮儀課程，以完善學生求職體驗和應徵能力。

高專業和道德水平。」

李家禧見證着CIHE學生發展得心應手，具多年工作經驗的
一群對公餘持續進修愈來愈積極，他特別欣慰，「從業員以兼讀
身分修讀學位課程、拓展職場人脈，勢必更利升遷。

●陳綺華博士表示，明愛專上學院
設有兼讀制模式，為在職人士提供
獲取特許公司治理專業資格機會。

●李家禧（右）親身見
證不同行業人士選擇
在職進修，提升學歷
之餘更考獲專業資
格，晉身會計師及公
司秘書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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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永康

圖：李永康、受訪者提供

● 阿逸去年回到坪洲創辦
「騎住鳳凰沖咖啡」。

坪洲，一個面積不足一平方公里的小島，人口約有七千人。這裏保留着淳樸風味，
正是這份休閒舒適，吸引不少都市人搬來，咖啡師阿逸是其中之一。他幾年前遷居坪洲，
但一直在市區工作。直至去年，一個人生轉捩點，驅使他回到坪洲，經營咖啡品牌「騎
住鳳凰沖咖啡」。「以前的我做事是為了滿足他人期望，現在卻渴望獲取知識多於金錢。」
在這裏，他學懂放慢節奏，平靜地過自己想過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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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環坐船到坪洲，約四十分鐘船程。走出碼
頭，沿着海旁行人路前行，約十分鐘就來到阿逸位於
永興街的咖啡店。店內書架上放了不少書籍，散發着
一股文青氣息；另一邊則擺放着古玩，充滿懷舊格調。

ڀזˢ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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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逸與兩位拍檔，合租這家
店鋪，各自經營小生意。「拍檔

● 阿逸推着「鳳凰牌」單車，
在坪洲餐廳門外擺檔，為顧客
即沖咖啡。

主 要 從 事 買 賣 舊 物及雜貨等，我則經營咖啡相關
業務。」阿逸並非首次經營咖啡生意，他曾在上環開
咖啡店，經營五年，去年 11 月結業。後來他回到住
了幾年的坪洲，繼續經營咖啡事業。
他初次接觸咖啡，是大專時期，在一家連鎖咖
啡店做兼職，「當時只想賺點生活費，之前對咖啡是
零認識，但工作一段時間後，漸漸覺得做咖啡的過

ʔฌաછՓ
഼͛௴ׂุ᎘

● 樽裝咖啡的
中文字由阿逸
親自設計。

程，原來可以很吸引。」當時咖啡拉花是新興潮流，

阿逸雖然不是從小就了解咖啡，但一旦愛

阿逸亦喜歡鑽研各種拉花技巧，並愛跟同事比較，

上，便會全神貫注的鑽研箇中學問，包括咖啡

「看到自己的手勢比其他人好，加上被顧客稱讚，便

豆的種類、咖啡烘焙技巧及沖泡方法等。「當

愈來愈有滿足感。」

我立定決心加入咖啡行業，就開始儲蓄計畫，

對咖啡興趣日漸濃厚的阿逸，有日看到一則拉

並在工作期間吸收各種與咖啡相關的知識，希望三十歲前實現

花比賽的報道，「我發現參賽者的掌握力比自己強，

開咖啡店的夢想。」結果，他未到三十歲已圓夢，2015 年與兩

頓時覺得天外有天。」於是他慕名到奪冠店鋪工作，

位合夥人在上環開設咖啡店。

擔任前綫管理。三年後，他轉至一家售賣咖啡機器、

「我由細到大都不喜歡被別人控制的感覺，即使打工時，

兼辦咖啡店的品牌工作，負責店鋪管理及咖啡豆出入

都喜歡在工作中加入一些個人元素，因而萌生創業念頭。」惟

口等後勤工作。

阿逸不諱言，創業後遇到的問題也不少，例如與合夥人之間的
矛盾。他稱，與其中一位合夥人因經營
策略分歧，對方中途離開。除此之外，
他亦要面對營運壓力，「尤其知道從開

● 現時阿逸與兩位拍檔，合租店鋪各自經營小生意。

店一刻，自己的財務狀況是負數，這種
壓 力 不 是 每 個 人 都 handle（ 處 理 ） 得
到。」還有員工間的紛爭，都令阿逸承
受着不少壓力。
最終，阿逸去年 11 月結束營運了五
年的咖啡店。他直言，店鋪在疫情期間
仍沒有錄得虧蝕，「結業純粹是希望放
慢生活節奏，而且感覺自己完成了人生
其中一個階段，遂趁着租約期滿結束店
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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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感會影響人的心情，也會改變人與人之間的關
係。阿逸提及自己之前住在深水埗，「那裏人多車多，環
境非常嘈吵，根本不會想落街散步，只會留在家中休息及
打機。」現在的他不時沿着海旁散步，並留意更多身邊事
● 阿逸也有到梅窩的周末市集設檔。

物，「碰到認識的街坊會同你 say hello，不認識的都點頭
問好，鄰里關係深厚好多。」

ᕎᔖ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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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過三十的阿逸以「咖啡佬」自居，他認為這稱號代
表懂得了解自我，知道自己想過甚麼生活。「以前的我做
事可能是為了滿足他人期望，即使開店都要顧慮很多外在

阿逸 2017 年搬到坪洲居住，

因素，但現在反而渴望獲取知識多於金錢。」現時阿逸的

他說是源於一次到訪坪洲朋友的經

盼望是有更多人支持本土咖啡產業，尤其是近年愈來愈多

歷：「那位朋友住在近山頂位置，我站在他家的天

本地烘焙商出現，「我最想見到香港咖啡品牌打出國際市

台，清楚看到兩邊海岸綫，當刻便很想搬到坪洲。」

場，自己也會協辦咖啡比賽，讓更多人留意本土烘焙。」

一個月後，他坐言起行，與當時的女朋友，即現時

在人生路上經歷過起起跌跌，阿逸希望向現時對前景

的太太遷居坪洲。阿逸當時除了經營咖啡店之外，

感到困惑的年輕人說：「其實『撞板』是一個很好的學習

也同時是一家咖啡店品牌的高層，後來因理念不同

過程，正如二十歲的我，都不知道三十歲會在做甚麼。只

而離職，「那是去年 2 月，朋友知道我的情況後，

要憑着熱誠，就能夠把事情一直做下去，但最重要的，是

建議我回坪洲工作。」

能否真正了解自己。」

休息是為了走更長的路，阿逸放慢腳步，細聽
自己內心的聲音，重整自己的人生。去年 5 月他創
立「騎住鳳凰沖咖啡」品牌，推着舊時運送石油氣
工人常用的「鳳凰牌」單車，在坪洲餐廳門外擺檔，
為顧客即沖咖啡，重新感受當初愛上咖啡的初心。

● 每逢周四至周日阿逸都會留在坪洲
營業，並開辦烘焙工作坊。

現在他與友人合租，各自經營小生意，阿逸的咖啡
店也移到店內。每逢周四至周日他都會留在坪洲營
業，並開辦烘焙工作坊。「我也有從事咖啡批發生
意，供應給全港各區的咖啡店。」

● 現時阿逸的盼望是有更多人支持本土咖啡產業，讓
更多人留意本土烘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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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 eduhere
eduhere 是由一群來自不同背景，對教育充滿熱誠，並在
教育界擁有多年經驗的教育專才所成立。我們深信「每個學生
都應充分得到適合自己的教育」，一直致力為香港的 HKDSE
學生、副學士、高級文憑畢業生及在職人提供優質的教育服務，
包括但不限於 IELTS 雅思（國際英語測試系統）、商管及技術
型短期課程、海外升學、跨國教育等多種教育選擇。

為學生提供最合適的升學方案
我們過去曾為數千名 DSE 學員提供升學顧問，並為
他們在香港及外國找到最適合的升讀大學途徑。每一位
學員的學歷背景，語言及學習能力各有不同。過去二十
年香港的教育制度有着飛躍性的改變，我們深明要獲取
大學學歷不再只限於傳統的升學模式。
我們的升學顧問十分了解香港不同的教育選擇，會
先了解學員的未來工作前景及學習能力。他們樂於協助
學員仔細分析及策劃他們的前途，從而尋找合適的升學
方案。eduhere 的升學團隊會在整個過程中全力解答及
支援學員。

《創新初創比賽 2021YOUTH INNOVATION STARTUP》
自新冠肺炎（COVID-19）爆發以來，肆虐全世界，
衝擊我們的生活日常與經濟發展。隨着疫情發展趨緩，
營商及生活模式大洗牌，全球亦開始步入「後疫情時代」
（The Post-COVID-19 Era） 的「 新 常 態 」（The New
Normal）。疫後新常態是危機，也是契機；作為教育界
的一份子，eduhere 決定今年舉辦首屆《創新初創比賽
2021 - YOUTH INNOVATION STARTUP》，希望能凝聚
有志創業的年輕人，教育並協作他們成為未來的創業家。
此外，eduhere 會於未來致力為大專生及青少年提
供各種創新、創業支援及配套活動，包括設立「eduhere
創業起動基金」支持青年創業、舉辦創業培訓講座及工
作坊等。

比賽主題
是 次 比 賽 會 以「 後 疫 情 時 代 的 新 常 態 」（The
New Normal in the Post-COVID-19 Era）為主題。全
球市場不分產業皆受疫情的嚴重影響，在整體經濟經
過去年的動盪後，隨着後疫情與疫苗完成逐步恢復的
過程中，各類適應市場與改變商業進行的模式形成新
主流。是次創業比賽的主題將圍繞着五大方向：
●
●
●
●
●

智能生活應用
環保回收應用
金融科技相關應用
商業資訊科技應用
餐飲、零售和服務相關應用

參與 Youth INNOVATION 創業比賽可令你獲得
曝光率及投資機會
● 現金獎
｜ 六個獎項，爭奪五萬現金獎
● 創業專家輔導 ｜ 一眾專業評審將給予參賽者最大
幫助並即時的反饋
● 參賽證書
｜ 所有參賽者均將獲發證書
● 創業資源
｜ 本機構將提供創業及法律諮詢
● 投資機會
｜ 本機構將協助優勝團隊配對及申
請合資格的創業基金；具創新意
念的作品將有機會被物色作進一
步投資。

請掃瞄以下
QR Code
了解更多 :

( 以上資料由 eduhere 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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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恩基督教學院
兼讀制高級文憑課程

商業及心理輔導從業員進修增值
宏恩基督教學院（下稱「宏恩」）於 2015 年成立，除
了為 DSE 學生提供全日制學士、高級文憑及文憑課程外，
學院亦致力為不同背景人士提供進修機會。兼讀制高級文
憑課程靈活性高，在職人士可於公餘時間進修增值。

轉化型商業管理
傑出青年回饋社會
楊思齊（Victor）大學畢業後從事活動策劃及廣告業，曾籌辦
逾萬人的大型跑步盛事，又以大自然理念創立「Healthee Hong
Kong」健康品牌，今年更榮獲《亞洲周刊》頒發之全球傑出青年

宏恩基督教學院心理學院
副教授兼署理系主任黃葉仲
萍博士（左一）表示，學院
特別安排跟港大表達藝術治
療課程合作，培養學員以藝
術手法進一步助人自助。
█

領袖獎項。於職場打拼八年後，他重返校園，修讀宏恩基督教學院
的「轉化型商業管理高級文憑課程」。
因工作關係，Victor 認識了宏恩基督教學院商學院副教授兼系主
任楊慕貞博士，楊博士推薦他修讀「轉化型商業管理高級文憑課程」。
Victor 希望可以透過修讀相關科目提升商業管理新型知識，他選修
了其中兩科：「創新服務品質管理」（Innovative Service Quality
Management）及「人材培訓以建設能力」（Talent Development for
Capacity Building）。Victor 分享： 「我選擇進修時會考慮課程內容
及學習氣氛，而非在意課程銜頭，我很慶幸選擇了宏恩。」在修讀課

心理及輔導學
助人自助的熱門學科

程期間，他曾參加宏恩為他安排的各類商會活動和研討會，他直言：

以兼讀制模式修讀宏恩的「心理及輔導學高級文憑課程」的學員，

「宏恩老師跟學生們亦師亦友，不但保持恆常溝通，課餘時還會一

很多是來自社會服務界的從業員。擁有八年社福前綫經驗的陳嘉盈

起遠足，感受到過往大學時期未曾有的人情味！」

（Irene）因為工作關係，對人的行為及心理興趣日增，希望加強自己

身為年輕初創企業家，Victor 對於僕人領袖身分多了體會，懂

與不同人士溝通的技能，於是在網上搜尋相關的課程資料，最後於去

得以謙卑、感恩之心回饋公眾，例如捐助予低收入人士及寵物機構

年入讀宏恩的「心理及輔導學高級文憑課程」，現已完成首學年的課

等。他又表示考慮攻讀碩士或博士，繼續深造市場學。

程了。
Irene 須全職工作，每學期卻積極修讀三至四科，皆因每次回校也
別具動力。她笑言：「宏恩師生討論氣氛融洽，加上學院地理位置方
便，每當下班後我也很渴望前來上課。」「僕人領袖」是 Irene 印象
最深刻的科目，因課業多元化，大大提升她學習興趣。 至於其他科目
亦透過不同媒體影像，生動地深化心理輔導知識。在第一年的學習中，
Irene 出席過各項講座活動，亦跟隨師生到離島當長者義工。她計劃
在畢業後以公餘時間繼續修讀心理學學位課程，持續增值。
最後，宏恩基督教學院心理學院副教授兼署理系主任黃葉仲萍博

楊思齊（Victor）和陳嘉盈（Irene）
分別選讀了宏恩的「轉化型商業管
理高級文憑課程」和「心理及輔導
學高級文憑課程」，利用公餘時間
進修增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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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補充：「為了讓學員多動手、增創意，學院特別安排跟香港大學表
達藝術治療（Expressive Arts Therapy）課程合作，培養學員以藝術
手法進一步助人自助。」
（以上資料由宏恩基督教學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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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工作榮譽學士課程 (全日制)
•心理學榮譽學士課程 (全日制)
•服務管理榮譽學士課程 (全日制)

(社會工作榮譽學士課程三年級入學申請
已額滿，現時只接受一年級入學申請)

接受一年級及
三年級入學申請

•幼兒教育高級文憑課程 (全日制) - 增設入學獎學金 $20,000，成功獲取錄的同學可申請
•心理及輔導學高級文憑課程 (全日制 / 兼讀制)
•轉化型商業管理高級文憑課程 (全日制 / 兼讀制)
•基督教事工高級文憑課程 (全日制 / 兼讀制)

業界或有興趣人士
可選擇兼讀制課程

•大學基礎文憑課程 (全日制)

報讀學士課程的學生可向學院申請「中原慈善基金宏恩獎學金」；
報讀「大學基礎文憑課程」的學生，如有需要，可向學院申請助學金。
查詢獎助學金熱線：5804 4144

登記及留位

* 獎助學金之申請人必須要符合基本資格才獲考慮，
所有申請必須經學院審批，學院保留發放獎助學金之最終決定權。

電話 /

WhatsApp：5804 4140

電郵：registry@gratia.edu.hk

課程資訊

地址：九龍石硤尾偉智街5號
（港鐵石硤尾站C出口）

宏恩基督教學院

網址：www.gcc.edu.hk

iAMgrat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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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ing Life

本文摘自《東周刊》親子天地

開班重兒童

手
好
桌球 俊

傅家

心 智發展

打桌球並不只是成人消遣的專利，兒童都可
以接受正統的桌球訓練，體驗打桌球的樂趣。
「神
奇小子」傅家俊早前新開一所專為兒童學習
桌球的中心，讓兒童學習打桌球的基本
功，他更與兒童教育教授合作編寫
課程，除了技巧之外，更重視
兒童的心智發展，加強心
理質素，從而應用在
學習或生活上，
一舉多得。

●正確姿勢是拇指與食指緊
合，其餘四隻手指撐開，而手
臂要與桌球杆成一直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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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女孩從兩
條長方體方塊中
間，將白波打入
袋，訓練出cue要
直的竅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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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球顏色 分級數
世界職業桌球好手、「神奇小子」傅家俊有份開辦的
「Master Snooker Kingdom」，設有香港桌球總會認可的
兒童桌球基礎班，適合四至十歲兒童參加。課程內容更是
由他與大學的兒童教育教授一起編寫，除了教授基本桌球
技巧，包括：握桌球杆的正確手勢、瞄球和入球及防守策
略之外，培養兒童對桌球的興趣，更重視心智發展。

▲

傅家俊解釋︰「桌球好似人生般，兒童學打桌球學習
處理逆境，從錯誤中學習，有時打失一球未必不是好事，
從正面看可以幫到下一球，打桌球是一連串選擇；而當中
的選擇，需要獨立思考和策略的運用，自我比較和檢討，
同時加強情緒管理、專注力和手眼協調等。」

特設 兒童桌球枱

他們所
用的桌球杆約
一百厘米左右，
按不同高度選用
合適的桌球
杆。

英式桌球是一種重視禮儀的運動，桌球比賽需要球手

傅家俊補充：「當年我八、九歲學打桌球，要用成人的

要打「煲呔」等正統服飾。教練會教小朋友禮儀，上堂前

桌球枱，由於高度問題只打到桌邊的波，直至十一、十二歲才

和下課都要握手以示禮貌；以及透過一些遊戲讓兒童體現

夠高度打到大部分的波，但其實很多兒童都有潛質和興趣，所

團體合作精神。課程分為十級，當中用桌球的不同顏色作

以令我想開設這中心。」

為升級的區別，以白波為第一級至第十級的黑波；另外，
黑波級別再有三個程度，兒童約兩年半左右便可完成所有
級別，如能力或天份較高的兒童亦可以跳級。

設施方面，該中心特別購入適合兒童運用的桌球枱；而
這些枱全都獲世界桌球聯盟認可，如兒童高度不足，亦設有腳
踏讓他們打到桌球枱上的桌球；加上兒童所用的桌球杆亦較成

▲

人為短，非常貼心。

學員用的
桌球枱比成人
所用的為小，適
合兒童學習桌
球。

在課堂上，教練首先會教兒童打桌球的安全、禮儀，齊
齊做熱身運動；教練再透過遊戲，教兒童認識不同顏色的桌球
以及所代表的分數，從中學習數學；當兒童掌握一定技巧後，
教練會教深入的物理知識，例如兩個球體旋轉不同角度等。跟
着，兒童便可正式「落場」，先拿着桌球杆將桌球枱上的一個
白波，打至穿過兩條長方體方塊再打入袋；然後將白色波打中

小 知識

一張白紙，以訓練力度，最後練習將波打入袋，輕鬆又好玩。

桌球最初 沒有桌？
根據《維基百科》的記載，桌球球運動的起源地目前尚無定論，
有起源於西班牙、英國、法國等幾種不同的說法，但起源時間則大致公認為
十四、十五世紀之間。最初應該是一種在草地上進行的戶外運動，使用兩個圓形石頭，
參與者使用一支靠在肩上的長曲棍，握住另一端去打擊圓石，令其滾動相碰的遊戲。
換句話說，桌球起初並非桌上運動，而且還要以棍擊石。
後來歐洲大陸有人將其搬至室內，改在四面有框圍住的桌面上玩，參與者以曲棍
打擊圓球，令球與球相撞而得分，並以此進行了最初的無袋式桌球比賽。當時在美國
則同樣使用兩個球，但改用象牙製造，並且在桌面上豎立類似鎚球的金屬球門，
使球通過球門而得分，形成現代落袋式桌球的雛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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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尼亞
斯
塔
本文摘自《星島日報》優遊派

鐵路開通150周年

澳洲塔斯曼尼亞（Tasmania），除以自然景色見稱，原來也是個鐵道遊好地方，
當地早在 1871 年已經建成第一條鐵路，來到今年正好是一百五十周年，難怪在疫情
下仍能吸引不少鐵道迷特意來到當地乘坐古董火車，深入風光如畫的雨林賞景探秘。

● 鐵道職員會向客人介紹列車概況。

● 行車時車務員會奉上飲料及小吃。

● 火車車廂保留古色古香的格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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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雖然繼續在全球肆虐，但對迎來鐵路業開通一百五十
周年的澳洲塔斯曼尼亞來說，仍然值得好好慶祝一下。
澳洲塔斯曼尼亞省的第一條鐵路 Launceston and Western
Railway，經過十四年的構建工程後，終在 1871 年開通。鐵路
全長約七十三公里，接通朗塞斯頓（Launceston）及德羅蓮
（Deloraine）兩地，自此除可將在朗塞斯頓製造的船隻運往港
口，當地出產的農作物、木材、礦產及工業產品也能送到省內
其他地方售賣，而隨着鐵路轉由塔省政府經營，並延伸至柏尼
（Burnie）及塔省首府荷伯特（Hobart），形成貫通該省南、北
的鐵路網絡後，當地的交通也見更加便捷。
在塔斯曼尼亞，1897 年開始以蒸汽火車貫通西岸的女皇鎮
（Queenstown）及港口城鎮思特雅寒（Strahan）的 West Coast
Wilderness Railway，便是當年運送木材的主要幹道。今日這條
鐵路便辦有三款特色蒸汽鐵道遊行程，領乘客深入當地的古老
雨林，探索自然魅力。
第一款 Rack and Gorge 行程，以女皇鎮為起訖點，在四
小時內可賞到有百年歷史的高架橋梁及斜度驚人的山道，更可
遠眺 King River 峽谷的壯麗景色及步入古老雨林探秘。第
二款行程 River & Rainforest，便從雷加特角站（Regatta
Point Station）往返，行程途經麥格麗港（Macquarie
Harbour），並會沿 King River 前往昔日的繁忙港口
Teepookana，也會在雨林徒步，全程同樣約四小時。
至於同以雷加特角站為大本營的 Queenstown Explorer
行程，長約九小時，除結合前述兩個行程，乘客還會
在女皇鎮享用午餐，重溫百年前蒸汽火車旅程的滋味。
網頁： www.wcwr.com.au

●外形古雅的 Don River Railway 列車，是鐵道愛好
者及乘客的打卡熱點。

ੇ⺮ɤʭᔇ৷⃛䃅
有大約一個半世紀悠久歷史的塔斯曼尼亞鐵路
系 統， 值 得 體 驗 的 當 然 並 不 限 於 West Coast
Wilderness Railway 的蒸汽火車遊，沿着該省北部
Don River 而建的經典鐵道路段 Melrose Line，便在
1873 年竣工，當年的主要用途是運載煤炭及木材。
時至今日，原本的森林小火車更變身蒸汽小
火車，並成為希望淺嘗乘坐古董火車樂趣
的旅客的熱門選擇。
這條 Don River Railway，短短半小時
的車程會來回 Don Village 及 Coles Beach
兩地，供人賞景之餘，最重要是作為「打卡」的理想
場地。此外，據說古色古香的列車更被不少客人包車
作為求婚及舉行婚禮等用途，稱得上是一輛「戀愛列
車」，也有團體及機構在此舉辦萬聖節、聖誕節等慶
祝活動，甚至舉行 Team Building 專業培訓呢！

●車務員除會在
站頭揮旗示意，
更會在行車途中
在車上剪票。

Don River Railway 逢星期三、六及日運行，每
日六班，而在乘車前後，大家還可聯遊其鐵道博物
館，進一步認識這條鐵路的歷史。

● 來到澳洲塔斯曼尼亞，大
家不妨乘坐蒸汽火車欣賞當
地的自然美景。
●古董火車的車廂同樣設計得古意盎然。

網頁： donriverrailway.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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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星島日報》藝文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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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了多時的停擺，不同的大型文化藝術活動也逐漸舉行，好像上月結束的《巴塞爾藝術展香港展
會》等，重燃本地的文化藝術氣氛，讓暫時無法前往外地的觀眾也能欣賞世界各地的作品。在如此豐盛
的藝術月，K11 MUSEA 也策動了為期一個月的 Art Karnival，舉辦一系列的藝術展覽、藝術導賞團及
工作坊，為觀眾帶來糅合藝術、美食與設計的嶄新文化體驗。其中更有不少優秀的藝術作品，如 Isa
Genzken 的 巨 型 玫 瑰 藝 術 裝 置《Rose II》，K11 Art
Foundation 亦挑選與策劃了一系列藝術項目，包括徐震的
《只要一瞬間》，以及《戲墨狂想曲：喬治．馬修回顧展》
等，讓觀眾飽覽不同形式的藝術創作。

K11 MUSEA

● 加藤泉的《無題》
（2021 年），以三件一組的青
銅雕塑保留原始的石的形狀。

ઞ॰ܑฆᑌᖩ
K11 MUSEA 開放以來，在空間內置放不同的
藝術作品，嘗試讓藝術融入社區。是次 Art Karnival
也同樣擺放了不少獨特的藝術作品，其中尤為矚目
的，是著名德國當代藝術家 Isa Genzken 所創作的
巨型玫瑰藝術裝置《Rose II》（2007 年），矗立於
維港海濱。作品高達八點五米，並以鋼材、鋁及漆
器製作，自首次在 2010 年於紐約公開展出起，便
成為讓人難忘的大型公共藝術裝置。這次首度於亞
洲展出，並在 K11 MUSEA 外的海濱上展示，讓玫
瑰的姿態既融入維港景色，又背靠摩天高樓，在自
然與城市之間探索幽微的聯繫。
事 實 上， 身 為 當 代 重 要 的 女 性 藝 術 家，Isa

● 徐震的《只要一瞬間》，以身體裝置的方式重塑時間停頓。

Genzken 也一直以不同材質、創作技巧，創作戶外
藝術裝置，探索建築與城市空間的聯繫。
這次《Rose II》在本地的展示可謂大膽
的公共藝術嘗試與實驗。除此以外，為
配合此重要的公共藝術裝置，Art Karnival
更 擺 放 了 超 現 實 藝 術 裝 置《Rose's
Allure》，以互動形式散發香氣，讓觀眾
在欣賞《Rose II》的同時，浸淫於立體
的觀感中，有別於過往在白盒子的藝術
觀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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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11 Art Foundation
與洛杉磯當代藝術博物
館（MOCA） 共 同 呈 獻
首個綫上放映計畫《KAF
X MOCA：Transpacific
Stream》， 播 放 四 位 藝
術家劉窗、關小、李明及
程然的影像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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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喬治．馬
《Cruau
Cruelties》 修的
（1980 年） tés Déroutées》
（《Reroute
Mathieu/A）
d
DAGP, Par ，展現奔馳的筆觸。
（Georges
is）

另一在 Art Karnival 展出的重要藝術作品，是中國當代藝
術家徐震的標誌性藝術裝置《只要一瞬間》（2005 年 /2021
年）。徐震一直喜以不同的藝術形式探尋人的各種姿態與律
動，《只要一瞬間》驟眼看是一個展演藝術，但事實上他通過
身體的靜止狀態轉化成裝置，並以持續數小時保持摔倒的瞬
間，來呈現時間與空間暫時停緩的剎那。
觀者親睹此作時，與這件身體裝置也彷彿連結了，一方
面對作品的形態感到疑惑，另一方面亦與作品共同體現時間暫

●《戲墨狂想曲：喬治．馬修回顧展》展
示喬治．馬修於 1950 到 1990 年代間創
作歷程的重要作品。（Georges Mathieu/
ADAGP, Paris）

緩的空間。Art Karnival 引進如此具獨特、嶄新觀看經驗的作
品，甚具挑戰性。 從所選擇的藝術作品當中，Art Karnival 並
非單單提供觀賞藝術的樂趣，更着重藝術教育等方面，讓觀眾
認識不同的藝術流派，非只限於固有的觀賞方式。因此引進不
少較為在香港罕見的藝術作品。好像由 K11 Art Foundation 及
法國駐香港及澳門總領事館聯合策劃、由季玉年策展的展覽
《戲墨狂想曲：喬治．馬修回顧展》，同樣於 Art Karnival 期
間舉行，展出由私人收藏家借出，為喬治．馬修於 1950 至
1990 年代間創作歷程的重要作品。

● 喬治．馬修被稱為「抒情抽象」之
父，曾以繪畫作表演藝術。（Georges
Mathieu/ADAGP, Paris）

ˏආүઋפЪ
喬治．馬修（1921 年至 2012 年）
作為抒情抽象（Lyrical Abstraction）
畫派的先驅，因此被稱為「抒情抽
象」之父，亦是戰後巴黎「不定形
藝術」（Art Informel）運動的關鍵
人物，與幾何抽象主義分庭抗禮。
K11 Art Foundation 介紹到，素來在
討論抽象藝術也必然想起美國的流

● 意大利設計品牌 Gufram 與紐約設計
事務所 Snarkitecture，合作設計並推出
限量版 Broken Series Pink Edition，並
於 K11 MUSEA 作全球首度發布。

派，因此在是次展覽引進較少在香
港獲得關注的「抒情抽象」，敞開
● 喬 治． 馬 修 的 作 品 將 中 國 書 法 澎 湃 的
形 態 融 合 西 方 抽 象 繪 畫 語 言。（Georges
Mathieu/ADAGP, Pa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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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者賞藝角度。

K11 MUSEA Art Karnival
日期 即日至 6 月 27 日（日）
網頁 www.k11muse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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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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偉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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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計思維的迷思（上）
當

今科技快速的發展已改變
了我們日常生活，不管是

人與人之間的溝通，或是人與
機器間的互動，都有着日新月
異的變化。正因為科技快速的
發展，跨領域的結合成為當今
的顯學，可惜面對急促轉變的
市場和欠缺忠誠度的客戶，科技企業要推出
「吸睛」的產品可謂殊不簡單；再加上愈來愈
短暫的產品周期，令設計產品時更添困難。
近年，設計思維（Design thinking）扮演着一個
重要的角色，默默地改變我們的社會和企業，不少成
功科技企業如 YouTube、Google、facebook、Airbnb
及 Uber，它們的成功不能單靠科技，而是需要創新及
設計思維，才令科技帶來嶄新的設計契機。

創造性的解決方案。設計思維的第一步是由同理心
（Empathize）出發，接觸使用者（甚至是實際體驗使
用者的行為），去尋找他們的潛在需要。同理心着重
於觀察與了解使用者，因為當你愈了解使用者的每個
行為、當下的情緒，以及為甚麼這樣做，才能夠激發
出洞察，設計出符合使用者的產品或服務。要深入了

早前有研究指出，53% 的軟件和科技公司具備設

解他們的需要，可以考慮採用使用者旅程地圖（User

計思維能力，而商務和金融服務產業的公司則超過

journey map）來觀察，記錄與分析使用者在使用產品

40%。設計思維是真正客戶至上（包括內部或外部）

或體驗整個服務的每個行為、為甚麼這麼做，以及行

的理念與思維，致力在多個領域以及不同思考方式之

為當下的心態。

間達成合作。它能夠將深厚的人文關懷融入業務流程、

過去，不少企業的決定往往由上而下，員工只是

產品開發、市場營銷、客戶服務及員工參與等策略規

負責執行，一旦同事遇到難題時，很自然地着重解決

劃裏。

方案而忽略過程；而設計思維強調先了解用家的「痛

設計思維源於世界首屈一指的設計顧問公司
IDEO，著名作品如設計出蘋果的第一款滑鼠、第一台
筆記型電腦與經典 PDA 機種 Palm V 等。設計思維是
一個以人為本的解決問題方法論，設計時要考慮用家
的行為和需要，結合人文環境、使用便利等，提出具

點」，從而提升用戶體驗，要以同理心去了解顧客的
問題，才能設計出他們真正想要的產品和服務。常言
道 「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第一步往往十分重要。
由於篇幅所限，筆者在下一期內容再跟大家分享
設計思維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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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值
增
招聘
經濟日漸明朗

7月20日（二）

僱主重新開始
招聘人才

即場面試

11AM - 6PM

灣仔修頓室內場館

外語

學習

好工
職

送

業培訓

兼職
筍
工

網上 記
登
預先

換
數量 完即止！
有限
，

是次活動只接受預先登記人士入場，如入場時
未能出示確認電郵之人士，恕未能招待。

職

（港鐵旺角站C3 / E1出口）

全

搵工快人一步

免費履歷相
拍攝服務

CheckCheckCin
紙包茶 2包

免費入場，立即登記！
查詢熱線：3181 3322

全力支持：

LLM output.indd 15

www.jobmarket.com.hk/r/jul15
禮品贊助：

22/6/2021 12:14:52

www.EDUplus.hk 全面資訊網站
香港首個匯集不同程度升學及在職進修課程資訊的多媒
體平台，發放熱門增值情報，更具備課程/活動搜尋功
能，讓有志進修及升學人士輕易找到適合自己的課程。
•匯集不同程度升學及進修課程資訊的多媒體平台
•增設海外升學及內地來港升學資訊
•詳列各國寄宿中學一覽表
•詳盡DSE本地升學出路資訊

全方位升學及
生涯規劃活動
•海外升學展
•學士課程展
•本地升學展
•高中畢業生出路講座

多方位進修雜誌
•每月深入報導城中增值熱話
•名人分享生活增值心得
•各界職場達人教你升呢秘技
•發行網絡遍佈港、九、新界70間大學及專上教育機構
•換領點遍及全港
便利店免費換領
•出書當日隨《星島日報》附送 (指定地點)
EDUplus.com.hk
EDUplus.hk

廣告熱線：3181 3187

LLM output.indd 15

傳真：3181 3300

GO

GO

電郵：enquiry@eduplus.hk

20/4/2021 15:3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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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志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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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維與行為之差異
當別人貪婪時我要忍受得到

少人都知道投資成功

不的一個關鍵是逆向

自己沒有參與的份兒；在

思 維， 但 卻 很 少 人 做

別人沽貨時，我要有對

到逆向操作。例如當

該股票的無限信心，
買入後還繼續下跌

內地科網股被政府以

時，要堅持甚至買入

壟斷之名判罰款時，

更多。

其股價拾級而下，其

能夠在股市中找

市盈率跌至二十倍左

到 一 隻 長 勝 將 軍， 如 五

右， 逆 向 思 維 告 訴 大 家

至十倍的升幅，可以彌補其

這是一個買入的機會，但為

他平平無奇的股票投資，我相信

甚麼大部分人卻沒有行動？原因可以是因為害

在投資組合中的十數隻股票，能有一隻十

怕未來再下跌，又或是比別人買貴了，總是害

倍股，已是非常成功的投資，不要期望每次買入都能

怕將來會後悔。相反，當科技股大熱如電動

有幾倍的回報。

車，市盈率一百倍，逆向思維告訴我們不要去

態度的改變其實是困難的，每一次的改變都是一

買進，但見到別人都不怕買，自己卻害怕執

種徹悟，是針對固有思考模式的反轉，被視為一種典

輸，結果跟風在市場再買一轉，其行為與逆向

範轉移（Paradigm shift），重新檢視自身的盲點，

思維背道而馳。

並且願意接納過去的錯誤，以新視角再出發，你會發

知易行難，為甚麼會是這樣？理性上知道的卻不
願意跟隨，因為知識（Knowledge）和態度（Attitude）
是兩種不同的東西。知識上的改變，可以透過上課；
但態度的改變，則要透過自省及領悟。因此，我們喜
歡說要讓年輕人去闖，他們碰壁後才會改變，單說道
理是沒用的。

現是另一片的天空。然後，投資變得輕鬆了，沒有緊
張地去追蹤每隻股票的資訊，隔一段時間去看看大方
向是否還脗合，就可又休息一輪，讓盈利用時間向前
跑，這樣才可坐享其成。每天的新聞資訊九成以上都
跟公司日常營運無關，少看點才能讓自己專注長遠的
盈利能力。當聽到其他投資者恐懼時，要知道當中的
理由是甚麼、為甚麼數天前就沒有此憂慮。當聽到有

要做到自省或領悟，需要的是安靜，遠離群眾及

當炒的板塊時，公司的長遠盈利能力是否比起數天前

其資訊。要刻意不去追最熱門的經濟新聞，多安靜地

有所提升。其實，大部分人的理性思考都能得出正確

去讀書，以長遠眼光看投資的目標。如果一生人只得

結論，但為甚麼仍然有一股力量驅使我走相反的路

十次買進股票的機會，你就自然很有耐性去等一隻上

呢？能夠認識自身的心魔，就是一種得着，終身受用。

佳的股票，可以持有十數年、甚至數十年的股票。當

總之，升市莫貪婪，跌市莫恐懼。典範轉移是推翻既

然，有些人不喜歡持之以恒，寧願在市場的波幅中高

有想法，不是知識的增加，讀者在投資上有否經歷過

賣低買，但其實此方式要成功，同樣都需要逆向行為：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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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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重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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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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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起私人執業。

為甚麼我打了針
最

近，醫學專科學院向香港人

我希望生活回復正常，旅行、多見朋友（也可見

呼籲，希望多些市民打新冠

多些朋友），不用每天大多數時間戴口罩、維持社交

肺炎疫苗，早些達至群體免疫，

距離及不停洗手。

保護老幼，減少感染。然而，很

針對問題

多人都有疫苗猶豫（Vaccination
Hesitancy），所以香港只有一成
多人打針。

幼稚園及中小學生在 2020 及 2021 年經歷漫長
在家網上學習，沒有體育課或假日體育活動，少了和
同學老師的互動，很多學生只長胖未長高，學習進度

各國搶針新聞多的是，有禁止疫苗出囗，有政府

受影響，有些行為及情緒出現問題。我和其他同事也

強制藥廠加速製針後本國優先，各師各法，強取豪奪，

看到問題浮現，而我有些當教師的朋友也有如此感

弱小及貧窮國家卻無法取得疫苗。壓力之下，富有國

受。因此，兒科專科學院及其他兒科學會聯名發公開

家面目猙獰，益見貧者愈貧，富者愈富。

信，希望多些學校教職員及家長注射新冠肺炎疫苗，

在香港有了新冠肺炎疫苗後，我第一時間預約。
為甚麼我打了針？
我要保護我的家人，家中長者已九旬，其他家人

令莘莘學子早日可以如常上學，親身接受面授課堂，
讓他們能正常學習及社交。
請打針，保護香港！

因疫苗沒有九十歲以上人士的科學研究數據，反對長
者接種，所以我希望自己打針後減低傳播新冠肺炎的
風險，令我的家人相對地安全。
雖然我不是服務於急症科或內外科，但醫療人員
工作每天要面對病人，所以我是高風險染疫的工作人
員。我的專業操守及道德是「以病人為先，救急扶
危」，而不是傳播病菌（病毒）給病人。正如英國不
容許乙型肝炎帶菌者當上外科醫生，我在香港有了有
效新冠肺炎疫苗後，有責任及必須打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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