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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Sophie Cheung

▼ Cindy喜歡唱歌和彈鋼琴，
一直擔任歌劇的女高音。

to y @
圖：受訪者提供

梁笑君（Cindy）是一名土生土長、接受
本土培訓的歌劇製作人，中學後選擇進修音
樂，後來成為歌劇的女高音。在意大利進修
後，回到香港便遇到製作歌劇的機會。在前輩
的鼓勵下，她放膽嘗試擔任表演以外的崗位，
擁有音樂的知識令她和其他人合作時更加便
利，而對音樂的熱愛亦使她能夠克服種種難
題。年輕一輩歌劇製作人中，跟她有一樣成就
的人寥寥可數，Cindy除了具音樂的天份，亦
以勤力、虛心向前輩學習的態度自勉。

Cindy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榮譽音樂學士，主修聲
樂、副修鋼琴，後來更於香港中文大學攻讀音樂文學碩
士。她起初修讀音樂，是因為在中學時發現音樂是最容易
理解的科目，「讀其他科目都可以讀到，但沒有音樂般一
聽就馬上明白，需要時間去理解。」

★ 承蒙前輩提攜 初嘗歌劇製作 ★★★

★★

從香港演藝學院畢業後，梁笑君獲意大利領事館獎
學金到意大利進修，擴闊了她對世界音樂路上的視野。當
時的她是女高音歌唱家，但認為若以演唱表演為主，世界
的市場較狹窄，「以女高音而言，全世界都有女高音，為
甚麼一定要選你？」她指，選角上亦有很多限制，很多劇
團會以主觀感覺，因為年紀、身形、高度等而決定是否合
適角色，「加上是華人，其他人會覺得華人只適合做《蝴
蝶夫人》，演其他角色都是不合適的。這個感覺很強烈，
尤其是在外國。」
回到香港後，剛巧演藝學院前校長盧景文教授退
休，創辦了「非凡美樂」藝團，並開始製作歌劇。盧教授
覺得她有這一方面的天分，便聘請她成為助手。她當時覺
得演唱和參與製作歌劇可以同時兼顧，決定雙綫發展，並
開始學習製作歌劇。她坦言「要懂音樂又要懂唱歌，在懂
唱歌的同儕中又要懂歌劇製作」很重要，「我以前有舞台
表演的經驗，對演出、身體的運用、如何表現自己，比起
其他同輩優勝一些。在做導演方面，sense of spacing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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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一部由Cindy監製及導演的作品是
曼諾第歌劇《電話》及《靈媒》，於11月3
至4日在香港大會堂劇院上演。﹙相關劇
照﹚

staging比其他人出色，對光的感觀、顏色或選材比較優

己有這個優點，你就會更加放膽去嘗試自己覺得沒有

越，便愈來愈多人給我工作機會，變相行行下便行出這條

可能的事。」

路。」
★★

★ 新崗位 掌握團體合作竅門 ★★★

★★

★ 一個「勤」字 回應質疑 ★★★

數最年輕的一輩，有音樂背景且從事音樂製作的

她回想初成為助理監製和導演助理時，因為擁有唱歌

相信只有她一人。雖則擁有音樂的天份，也需要後天

的音樂基礎，亦了解到古典歌劇的歷史或慣常演出的方

努力的加持。她憶述，起初成為副導演時，受別人輕

法，工作上較易明白其他人的要求，很快便熟習這兩個崗

蔑的眼光，認為她才剛畢業工作不懂事，尤其是外國

位的工作，和其他人合作時更加便利。「一齣歌劇若有十

人覺得這個角色已經唱了百多次。她決定下苦功去面

個演唱家，我要認識到不同聲部的演唱家需要甚麼。例如

對這樣的眼光，

這個角色是飾演爸爸的，會比較快了解到他需要甚麼服

讓外國聲樂家知

裝，或者甚麼感覺、形象，變相和團體解釋時可以很快、

道她對一部歌劇

準確地告訴他們服裝、時代布景等要求，或在化妝方面可

的熟識程度和他

以如何塑造到這個角色。」

們一樣，甚至準

「正式從事歌劇製作，上海世博的那年是繁忙的一

備比歌唱家做得

年，因為歌劇的產量很多，平均每兩個月便要完成一齣歌

更好，才使他們

劇製作。」她形容是「全年沒有停過，一做完一齣歌劇就

覺得服氣和對她

要新學一齣歌劇，然後就要再排再演」。而當時她完成的

改觀。她的成功

歌劇並不多，從演藝學院畢業後只有四、五齣，而按這樣

之道，就是「勤

的產量，要求她快速地學習。「一齣歌劇演出約兩至三個

力、勤力和勤

小時，每一頁、每一句歌詞都要全部學會。要花很多時

力」，「平時唱

間，如果不是喜歡這一件事，一般人是做不到。」

歌都只是唱歌，

她承認因為喜歡音樂，所以克服到和時間競賽的難
題。「可能我看一兩次就已經記得。認識了自己，知道自

掌握自己的角色
就足夠，不需要
了解其他角色在做

▲ 身為歌劇監製及導演，她認為最困難
的是同時間處理很多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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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因為一次經歷，所以要學會整齣歌劇，你說得出哪

▼ 盧景文教授﹙左三﹚在2008年創立非凡美樂，並聘請Cindy成為
助手製作歌劇。

裏的劇情是如何，我全部都識。要用一個勤力的態度才換
取到在這個崗位站得住腳，別人才會覺得你是專業的：原
來你不是不懂！」
Cindy過去和前輩學習時，前輩平易近人和謙遜的態度
啟發到她，明白到一山還有一山高的道理。「很幸運可以
和多間著名的世界歌劇院合作交流，同時又發現愈知名的
藝術家、歌唱家、指揮，他們做人的態度都愈謙虛，愈了
解團隊的合作性，了解到你現在的階段是不懂事、年少氣
盛，還是沒見識。其實別人已經歷過我所經歷的事了，當
他和你聊天或教導你的時候，會明白你的心在想甚麼。」

★ 盼大眾愛上小眾 ★★★

★★

﹙歌劇製作﹚是一個專業的工作，我不會放棄它。相反，我
業餘的興趣才是唱歌和彈琴。」崗位不同了，但初心卻沒有
改。

現為非凡美樂總經理，參與並製作超過八十多齣歌劇

她提到，在香港歌劇屬小眾的行業，且青黃不接。但她

及相關項目。一直擔任幕前的演唱家，Cindy最理想的職業

喜歡歌劇，不忍看它式微，甚至是絕種，所以設法吸引更多

暫時還是歌劇監製及導演。她指出女高音的競爭很大，若

新觀眾去認識歌劇，「希望把一些新鮮感和科技的元素加進

病了無法演出可由另一個後備頂替，表現不好會被指揮解

歌劇。除了傳統的歌劇外，很多現在的作曲家亦寫了很多和

僱，所以她渴望站在一個無法被取替的崗位。「做一個崗

現代有關係的歌劇，只可惜和香港的觀眾沒有太多機會接觸

位不容易被代替，會顯得我的價值大些。這個崗位，我想

得到。」她認為觀眾只是不曾接觸歌劇、對它了解少，只要

是歌劇製作人，而不是普通的女高音。」不過，當記者問

行多一步去了解，便會喜歡歌劇。「觀眾嘗試走近一步去看

到她想不想唱歌，她立時高呼「當然想唱歌！」

看歌劇，看看華麗的舞台、現場樂隊伴奏、舞蹈以至劇情，

「我喜歡彈琴和唱歌，但比例不會佔這麼大。這個

應該會覺得：歌劇，是好看的。」

▼ Cindy設法吸引
新觀眾認識歌劇，
鼓勵他們嘗試行多
一步接觸歌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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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及設施管理專業文憑課程（兼讀制）
【一月、五月及九月開課】
•課程獲物業管理監管局(PMSA) 認可列為
指明物業管理副學士及文憑課程
•適用於申領「物業管理人(第二級)牌照」
之認可學術資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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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ople
（本文摘自《東周刊》人物傳奇）

陸向日

柬埔寨反詐騙集團

救人義工
三十一歲的陸向日，說話不靈光但思維清晰。瘦
弱不敏捷、成績不太優越的他，年少時曾經閃過一個
夢想：長大後想當一位警察，為國家除暴安良。現實
卻是，大專畢業後，他想做餐飲業生意，心想與其留
在廣西小鎮，不如人望高處，遠赴柬埔寨創業。這條
創業路把陸向日的人生大扭轉，他墮進了柬埔寨詐騙
營的地獄，更不幸被連賣三次。

陸向日。去年成功獲救的他，沒有立即

年一直存在，且愈演愈烈，被「賣豬

回鄉，反而參與了人道救援工作，重回

仔」的受害人遍及中港台，他們被禁錮

惡魔之地繼續救人，至今經他營救的

虐待，恍如活在人間煉獄，這真相最近

「豬仔」超過二百人。賠了積蓄又要步

陸續被揭破，其中有份揭發的，包括了

步為營，陸向日卻心甘命抵，沒想過自

己也可以行俠仗
義，覺得人生再
無遺憾。
家住廣西桂
林市靈川鎮的陸
向日，大專畢業
後在證券公司當

▲年少時的陸向日曾夢
想做警察。

交易員，協助經紀買賣，月入約六千多
人民幣。未滿三十歲便結婚，平日有點
積蓄，但生活不算富裕。結婚不久太太
便懷孕，要留家安胎，而陸向日的爸爸
則患上癌症，急需做手術。小陸開始感
受到經濟壓力，認真的籌劃自己的事
業。
▲

柬埔寨詐騙集團販賣人口的事件近

陸 向日（右）每次到柬埔寨警局報案都
十分謹慎，因為他知道不少警員已被詐騙
集團收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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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有一位朋友跟我說，他會去
柬埔寨開餐館，做飲食生意。他仔細地

陸向日逃出生天後，曾向聯合國
反映柬埔寨的販賣人口情況，尤
其是詐騙集團禁錮及虐待「豬
仔」，威逼他們協助騙財。

跟我計算，我們這裏米粉一碗只需五塊
錢，但柬埔寨則賣五美金，而當地租金才
不過五、六千美金。算起來，我們在那邊
做生意，其實大有作為。聽後我也心動，
想到那邊做水果撈，但朋友勸我別心
急，不如先跟他過去，一起開麵店，看看
形勢如何，儲夠資本以後就擴充業務，
到時才去想水果撈。」陸向日憶述兩年前
的情景。如是者，他告別了父母、妻子及
剛滿一歲的兒子，飄洋過海雄心壯志的
發展他的餐飲事業。
「最初生意挺好的，每天有不少人
來訂餐，食客也不少。撇開日常開支，我
也有五千元工資。直至2021年疫情爆
▲

發，生意一落千丈。來這裏打工的人很多
在逃亡的路途
上，陸向日仍每日
收 到 大 量 的
求救訊息及視頻。

都失業，結果我們挺了三個月，朋友說趁
還有一些微利，結業回廣西。但我想多留
一會，看看還有沒有其他機會。」在麵店
認識了一些食客的小陸，四處打探有沒
有工作介紹，其中一位食客，說可以介紹

大堂擾攘了很久，小陸發現介紹人早已銷

事件要多花點錢，都算在我身上，結果以

他去一家待遇不錯的公司，月薪約一萬

聲匿迹，而這家公司亦沒打算放他走，他

一萬六千七百美金把我賣走。而這次則

元人民幣，不困身，工作兩、三個月便完

唯有屈服，靜待逃脫時機。

落入一個專門詐騙感情的機構裏。」

成，能回鄉了。「我想反正沒事幹，一萬
元也不錯，便立即答應了，大約在去年10

強迫做 投資愛情騙子

不敢反抗的他，開始當起情感騙
子，每天找人談心，當別人的男朋友，然

翌日開始陸向日被安排學習不同的

後誘導對方充值投資。「屁股還未坐熱，

詐騙術，「基本上整天要學習，我的工作

他們又把我賣給第三家公司，今次賣了

這一程車把陸向日送進了人間煉

是B2B的，即是商家對商家，要說服投資

一萬八千美金。」

獄，從來沒聽說過詐騙、賭博、賣豬仔等

者投資到這家公司，再透過這家公司貸

無法掌握自己命運的小陸，唯一值

新聞的他，自己送羊入虎口。「有一位主

款到別的地方，總之要我哄騙很多投資

得慶幸的事，是每份工都能夠接觸到通

管在車站向我招手，我跟他上車直去皇

者。」他要學習應對的說話，按着一早擬

訊軟件，他每天拼命詐騙感情交數之

冠智慧產業園。我一心以為就是來這個

定好的劇本，「解答」所有投資者的疑

餘，還向很多組織求助，透過facebook、

園區做餐廳管事，但對方說這裏沒餐廳

慮，譬如教他們怎樣去做公共蓋章，讓

twitter，聯繫不同機構包括反恐組織及聯

的，我要做的是推廣工作。」

事件的「可信度」提高。

合國等，結果很快收到西哈努克省省長

月初，我自己買車票去一個叫西港（西哈
努克省）的地方。」

陸向日覺得工作不合適，以為交代

正因獲得電腦及電話去處理這些日

的回覆，「他吩咐秘書長，叮囑我要配合

清楚便能轉身走，對方卻道出一個殘酷的

常任務，小陸每天都透過通訊軟件報

行動。有一天，人民局長、法官及秘書長

真相，「他說公司已把一萬二千美金（相

警，到第四天果然有警察找上門。但遺

一行多人，來救走我。」

等於八萬三千多元人民幣）發了給我的介

憾地，公司用錢把警察打發了，變相令陸

死裏逃生的陸向日重獲安全後，把

紹人，除非我賠錢否則別想走。」雙方在

向日「欠債」愈來愈多，「公司說為擺平

自己這段被賣豬仔的經歷公開發布，沒

增值百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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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叫天不應、叫地不聞，有些想跳樓、有些想服毒自殺。
他們求我教授逃生方法。我也把認識的省政府官員聯絡方法
給了他們，結果有幾個人被救了出來。」

自顧去 救人反詐騙

▲

料竟有數百人聯絡他求助。「他們都和我一樣被賣了，被困了

陸向日在中
柬義工隊員的
拍
檔
是
「 傑 哥 」
（右），是負
責照顧剛被救
出 的 「 豬
仔」。

後來隸屬中柬商業協會屬下的中柬義工隊，也聯絡陸向
日。「隊長陳寶榮邀請我加入義工隊，其實隊員就只有兩三
個，沒工資也挺艱苦的，但大家都抱着救人的心，希望救多一
個得一個。」本來為求財而來柬埔寨的他，結果變了幫人求
生。
「經我們手救出來的有二百多人，我們每個園區都去，
收到求助，看準時機便出發，每次出動也會偕警方或憲兵一

及詐騙集中營的醜行已成為國際大事。全球反詐騙組織

同到場，我沒槍沒身手，唯有兵行險着，我見過有『豬仔』被

（Global Anti-Scam Organization，簡稱GASO）聯繫上陸向

電棒、釘棍打得渾身傷，不斷哀求保安不要再打。」曾經有一

日，希望他把這些經歷向聯合國通報。他盡最後責任，接受半

位內地人哀求義工隊救援，一個深宵晚上，陸向日與警察駕着

島電視台訪問，在紀錄片未播出前離開了柬埔寨，再到聯合

車駛近園區，那位受害人連跑帶跳的衝上救援車，可惜就差

國泰國辦事處陳述柬埔寨的情況。9月中旬途經香港，倦透的

那一步，遭尾隨的十幾位保安拖下車猛打再拖走，陸向日與

他，決定回老家。

警察們都不敢伸手救援，因為知道根本敵不過拿刀拿槍的惡

「我想回家了，想見見今年已經三歲的兒子，父母及妻

人，之後那位內地人再沒有聯絡他，究竟是生是死，成了陸向

子對我只有一個願望，就是活着回家。那十萬元的積蓄用盡

日心裏的一條刺。

了，但他們從不過問，就只希望我平安。」陸向日很明白，因

因為與當地的詐騙集團對抗，義工隊四面楚歌，隊長陳
寶榮收到江湖追殺令，義工隊被迫瓦解，但柬埔寨人口販賣

為就像他看見一位位受害人安全的從地獄被救出來時，那份
安心的感覺，是不能用錢來衡量。

人口販賣嚴重
據柬埔寨內政部發表，2021年為柬埔寨至今人口
販賣現象最嚴重的一年，全國反人口販賣委員會透露，
該年全國共有五百三十八名嫌犯受審、近一千六百名受
害者獲救。
美國國務院7月也曾發布《人口販運問題報告》，
把柬埔寨降至最嚴重的第三級，「當局沒有對大多數可
靠的報告中的（與犯罪團體）共謀的官員進行調查或追
究其刑事責任。政府未能在高度脆弱的人群中積極主
動地尋找被販賣的受害者。政府沒有提供足夠的保護
服務，而是嚴重依賴外國捐助者和非政府組織來提供
急需的照顧。」但柬埔寨政府並不認同有關指控。

▲曾被賣了三次「豬仔」的陸向日表示，其中一次被賣去做愛情騙子，專呃女人錢。

2023-24
(Part-time)

MA in

PHILOSOPHY
哲學文學碩士（兼讀）課程

३ෝύЎεᏢণᏢس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課程特色
全港首個授課式哲學文學碩士（兼讀）課程
設有學術獎（每年選出成績優秀的畢業生，成為學術獎得主。
得獎人可獲得獎學金港幣一萬元，以鼓勵繼續研習哲學。）
學風自由，以多元、自由為教育及研究理念
由中大哲學系教授或資深教授任教，確保教學質素
學習氣氛熾熱，師生關係融洽，同學自組讀書會或討論會
開課範圍廣泛，主要探討當代英美及歐陸哲學，儒學、佛學及道家思想與現代人生、生死愛欲、痛苦
與快樂、文化批判、應用倫理與道德困境等問題

入學諮詢講座（歡迎參加）
第一次

第二次

日期：2022年12月17日 (星期六)

日期：2023年2月4日 (星期六)

時間：2:30 – 4:30 pm

時間：2:30 - 4:30 pm

地點：香港中文大學康本國際學術園 YIA LT7

地點：香港中文大學康本國際學術園 YIA LT4

（屆時任教老師及同學將出席講座，講解課程內容、入學的詳細資料及分享學習心得。）
如有興趣參加以上講座， 請到本系網頁（https://www.phil.arts.cuhk.edu.hk/web/postgraduate/parttime-ma/news/）填妥網上報名表格。

歡迎查詢
地址： 香港新界沙田香港中文大學馮景禧樓4 樓哲學系
電話： 3943 7149（文學碩士課程）/ 3943 7138（哲學系辦公室）
電郵： phil_MA@cuhk.edu.hk
傳真： 2603 5323
網頁： http://phil.arts.cuhk.edu.hk/web/
歡迎訂閱及瀏覽本課程之YouTube 頻道

CUHK-MA in Philoso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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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月底，強烈熱帶風暴「馬鞍」訪港，有傳媒及民間天氣師搶閘預報「有機會掛十號波」，任
內三掛十號風球的前天文台台長岑智明，以「唔好跟車太貼」論回應，甚有火藥味。最後八號波只
掛十四個鐘，面對過火預測，台長有話兒︰「掛波唔可以輕率」。半生與無常的風雲雷電打交道，
岑智明的人生亦經歷種種無常，由青年時代起遭雙眼頑疾纏繞、接獲晉升台長通知當日卻面對慈母
去世、前年又因治療眼疾放棄世界氣象組織要職。對待無常，他指「要懂得面對，處理，接受同放
下。」現時瞓身推廣天文知識，希望青少年面對變幻莫測的天文氣象不會迷失。
重提這次「風波」，岑指並沒動
氣，但覺得涉及八號或以上風球的民
間預測要謹慎，皆因怕嚇倒市民。近
年市民着緊打風消息，特別是涉及掛

他憶 述兒 時曾 因
■岑 智明 是家 中獨 子，
。圖 為他 中學 時
飯食
成績 欠佳 ，被 罰冇
代與父母的合照。

示電腦預測不準，他再提「發夢冇咁
早，唔好跟車太貼」論。

નتʔ̙˸Ⴠଟ

八號或以上風球，傳媒及天氣師早早

岑坦言掛波不可輕率，高估或低

出動，引用歐美的電腦數據預測，岑

估颱風威力都不宜，掛波前更要為市

指最怕預測「講多咗，講盡咗，講大

民做好期望管理，因為掛八號或以上

咗」。其實岑智明在九年任期內，三

風球，已涉停課停市，其他部門亦要

度發出十號颶風信號，包括強颱風

作救援部署及安排，拿捏分寸全靠台

「韋森特」、超強颱風「天鴿」及超

長功力經驗，慶幸自己及天文台未有

強颱風「山竹」，因此被稱「追風台

出錯。港大物理學系畢業的岑智明

長」。就今次「馬鞍」事件，他指有

指，天文氣象至今存有很多不明現

傳媒上月初熱帶氣旋未形成已預測掛

象，不是一加一等於二，當中的不穩

三號風球，甚至直撲香港，令他感到

定因素可能在過了臨界點便會爆升，

不妥，即時在社交媒體回應，最後顯

這正是現時電腦大數據仍未能掌握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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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測不到的東西，正正反映颱風等天

時，他右眼確診視網膜嚴重眼疾，之

文現象的無常。其實岑在任內推出

後僅靠左眼看書視物，他指當時不甘

「特別天氣提示」及「分區閃電次

心，一度消沉，那一年請了十八天病

數」等多項預測，但他指香港多山，

假的他，卻發憤考獲全級第一，其後

暴雨仍是最難預測。

他以學校送贈的書劵，購買哲學及心

2018年9月襲港的超強颱風「山
竹」，絕對是香港近年面對的最強颱
風，岑憶述：「當時好驚，所以早在
『山竹』距離香港一千多公里，已發

理學書閱讀，開始思考人生，稍解心
結。

ᐏٝࣜʺ˂ ͎ፋ̘˰

■台長熱了。岑智明
指，全球暖化，與世
人息息相關，因此瞓
身向青少年推廣天文
科普知識。

出一號風球。」之後他預計「山竹」

另一次無常經歷則在2011年，他

會在本港以東登岸，但同時發現「西

上任台長前一個月接獲晉升通知，但

登」變數，其後「山竹」登陸呂宋稍

同日卻殘酷地接獲母親去世噩耗，備

倒塌，奪去六十七人性命，事發時他

減風力，但仍預計風暴潮強勁，最終

受悲與喜衝擊；再一次是前年2月卸任

聽到塌樓巨響，直言「那一刻震撼至

「山竹」改在香港以西登岸，帶來災

後，因左眼青光眼惡化需要緊急動手

今，感受暴雨的威力」。

難性後果。他憶述，「山竹」襲港當

術，被逼放棄到瑞士日內瓦出任世界

日置身天文台百周年紀念大樓的七樓

氣象組織服務司司長的要職。人生際

天氣預測中心，當時雖在玻璃窗釘上

遇難料得失，這位聖保羅書院舊生

他指，掛風球是台長負全責，曾

木板擋風，仍感到強風把建築物吹至

說，中學畢業時原有到外國升學機

因此面對壓力批評，慶幸早年接觸已

搖晃。

會，但身為獨子他選擇留港升學陪伴

故一行禪師的正念學說，「對待無

父母，亦感謝中五遇上物理老師程介

常，要懂得面對，處理，接受同放

明，啟蒙他研究物理學宇宙論及基本

下。」才能從容面對。對禪師眾多學

粒子；入讀港大物理學系後，又遇到

說，這位物理人最有感受是「Y o u r

無常是岑智明一生面對的課題，

時任天文台高級科學主任的兼職講師

cloud never dies」，他解釋雲沒生沒

工作上他與無常幻變的颱風暴雨打交

林超英，令他認識天文台工作。他指

死，形態時刻在變，可成水、成水蒸

道，生命中亦多次經歷無常。中三

當時打算大學畢業後到美國麻省理工

氣、成霧氣或霜雪，甚至重回雲的形

進修，但衡量所修學科的工作機會不

態，正正體現無常。回看自身經歷，

高，於是「睇下天文台好唔好玩，有

特別是困擾一生的眼疾，他指多年前

冇新嘢學」，鋪下日後台長之路。

接受激光治療後曾大有改善，雖然現

ઃशᜊऊ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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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出生的岑智明，年幼崇拜

時左眼只餘百分之二十視力，「但其

新聞報道中講解颱風的「天文台科學

實已多看這個世界幾十年。」雖然他

官鍾國棟（註，鍾國棟是前天文台台

自嘲未達到放下境界，但其實早已放

長）」，家住西環唐樓的他未經歷太

下了。

多風災劫難，但對暴雨深刻，72年6
月18日，半山寶珊道旭龢大廈因暴雨

■97年及15年，岑兩訪法國冰川M e r d e
Glace，驚覺十八年內冰川極速融化，97時還
可站上冰川拍照，15年冰已融了。

ථӚ͛Ӛϥ

■天氣與人生同是無常，岑智明由青年時代
患眼疾、到上任台長前慈母去世，年前又因
治眼疾放棄世界氣象組織要職，感受至深。

活動回顧

●加拿大教育展吸引大批家
長及學生參觀，人山人海。

●不少參展代表面對參加者踴躍提問，
細心講解入學資訊。

逾二千名參加者進場參觀

加拿大教育展圓滿結束
由加拿大駐香港及澳門總領事館舉辦，於10月1至2日一連兩日在港島香格里拉
酒店舉行的第十屆加拿大教育展已經圓滿結束。
拿大一直是港人升學的選擇之一，

參加者踴躍查詢，盡力解答各類升學資

熒幕上的資訊，特別是提及香港特別待遇

主要以英語教學的高質素院校數之

訊，其中一位代表表示，參加者以詢問入

及畢業後工作簽證的時候。當演講結束

不盡，且廣闊的土地令普遍加拿大的院

學資訊為主。當然，其他參展攤位亦忙於

後，不少參加者也上前向講者詢問更多，

校佔地大，給予學生足夠的活動空間。

解答家長及學生疑問，而薩省理工學院

講者也樂意逐一解答。

種種優勢使加拿大升學相當吸引，逾

（Saskatchewan Polytechnic）參展代表

二千名家長、學生及有意進修人士到場

稱，有不少家長攜同子女前來查詢入學要

參與是次加拿大教育展，盼望能從眾多

求，甚至有三十多歲的人士雖已投身職場

院校中，選擇一所合適自己或子女的理

多年，亦有意到加拿大進修，特地來了解

想學府，場面相當熱鬧。

情況。

加

接着由各所學院舉行講座，包括加拿
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多倫多百年理工
學 院（ C e n t e n n i a l C o l l e g e o f A p p l i e d
A r t s a n d T e c h n o l o g y ）、 菲 爾 斯 頓 學 校
（ F i e l d s t o n e K i n g ' s C o l l e g e ）（ 幼 兒 園

眾參展者忙於解答問題

而場內亦有多所大專院校及中學展

到 高 中 ）劍 橋 學 校 等 ， 每 所 院 校 也 分 享 其

位，有的以視訊直播方式讓家長及學生

特色、入學要求等資訊，有意入讀的家長

是次教育展一共三十三個參展機構，

能夠直接向院校負責人查詢，有的則派

及學生皆用心聆聽，希望在入學前能夠了

包括大學、大專院校、中學、小學、銀行

代表在展位解答疑問。其中聖力嘉學

解院校是否適合，再作決定。

等，為有意前往加拿大升學的人士提供協

院（ S e n e c a C o l l e g e ）及 本 拿 比 教 育 局

助。在林林總總的參展院校之中，加拿大

（ B u r n a b y S c h o o l D i s t r i c t ）的 參 展 代 表

英 屬 哥 倫 比 亞 大 學（ U B C ）的 代 表 經 常 被

均指，很多人前來查詢，內容也以收生要
求、學科及入學資訊為主。

找心儀院校 為未來鋪路
不少家長到場為子女物色院校，也有
學生到場了解。其中一位跟妹妹一起到場

簽證居留最吸引
除了展位外，講座也是是次活動的一
大賣點，可以讓院校能詳細地為家長及學
生介紹院校資訊。是次教育展由加拿大駐
香港及澳門總領事館代表及移民、難民及
公民部率先主持講座，講座內容以講解各
類簽證及注意事項為主。記者留意到場內
座無虛席，坐滿不同年齡的人士，眾人也
●加拿大駐香港及澳門總領事館代表主持
講座，在場人士皆用心聆聽。

專心聆聽講者演講。而每當講者談及重要
資訊時，台下參加者也舉起手機拍照記下

的蔡小姐表示，妹妹因正計畫出國升讀碩
士課程，因此到場找尋相關學院資訊，在
場內已物色心意院校。另一位家長則到場
為即將升讀中學的子女挑選學校，了解
不同學校的升學資料及移民加拿大方法
Stream A的詳情。亦有參加者坦言，是
次活動安排理想，既有講座，亦有多所院
校展位。
祝各位能夠尋覓心水院校，成功前往
加拿大，在當地開展理想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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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rina（左）與Kilio（右）。

夫妻浪「慢」工作坊
以匠人態度 找蠟燭之地
兩位香港青年多年前因欣賞日本的「匠人精神」，一心前往日本學習日式蠟燭製作，
並考獲日本蠟燭協會證書。六年後，兩人一同開設蠟燭工作坊暨髮型屋，一起在節奏急
速的香港找尋屬於兩人的「慢生活」，將自己放鬆，亦希望容人能於工作坊體驗「慢節
奏」，感受四周。兩人更從日本引入「星球蠟燭」，仿照星體的紋理及坑紋製作有如縮小
「星球」的蠟燭。雖然，他們坦言自己未能達日本的匠人境界，但仍一心希望客人能到訪
工作坊親自製作屬於自己的藝術品，而非購買產品。
▼工作室右邊為髮型屋。

香港人生活節奏急

活，將自己平靜下來，細看四周，感

速，每一日也爭分奪

受身邊一切，如同M a k e Y o u r D a y

秒，不論任何事也講

Candle的主理人Catrina及Kilio。

求效率及速度，

數年前，Catrina及Kilio機緣巧合

「慢」這個字看來

下前往日本學藝，報讀系列式日式蠟

與香港格格不入。

燭課程，發覺製作蠟燭的過程能夠放

在這繁華鬧市，卻有

鬆心情並療瘉自我，從此兩人不時前

年輕人享受輕柔生

往日本旅行，順道報讀課程，七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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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途旅行，其中四天也在上課。

發覺，當走在香港街頭，感覺生活節

Catrina指，課程分為不同階段，每階

奏原來己較他人慢，「從前我錯過了

段均會學習六至七種技巧，由初級開

巴士也會不滿，但現時感覺沒所謂。

始學起，慢慢一步步打好基礎。

即使需要排長龍，兩人也感覺還好，

日本與香港不同，很多技藝也有

心態上變得放鬆。」而Kilio表示，當

專門的訓練學校，甚至可考獲證書及

自己節奏慢下來後，更加留意身邊事

資格，這種專門對某種技藝的投入與

物，感受四周環境，「當自己慢下來

認真，孕育了日式獨有的「匠人精

才感到他人的生活節奏。」

神」。「匠人精神」意指工匠或職人

六年前，兩人帶着擁有的知識，

—即專門鑽研某項技藝的人，對技

開設Make Your Day Candle工作室。

藝的一絲不苟、透徹了解且尊重自己

該工作室與普遍只提供一種工藝的工

的技藝，這種精神深深吸引着Catrina

作室不同，它暨是教授蠟燭製作，也

及Kilio。Catrina稱，日本人從來都不

由一直從事髮型師的Kilio提供剪頭髮

認為蠟燭只是流於興趣，而是職業。

服務。在這急速的大都會中，存在這

兩人學有所成後，便到日本蠟燭協

種慢活工藝，看似與港人的生活習慣

不過Catrina解釋，慢節奏非動作

會，考核有一定門檻的證書課程，

格格不入，Catrina也坦言，不少客人

緩慢，而是在情緒上放鬆下來，不慌

Catrina更成為香港首位考獲日本蠟燭

起初並也不能慢下來，「即使我們已

不忙地將工作達至最好。K i l i o也補

協會證書的人。

在網站寫了製作需時三個半小時，客

充，他的「慢節奏」也應用在剪頭髮

人在預約時應該已經有心理準備，但

上，店鋪只採用預約制，除了讓客人

於當日仍然心急，心理上不能慢下

更不用浪費時間等候外，更令自己有

學習蠟燭製作後，兩人的生活節

來。不理解為何不使用模具使製作過

充足的時間，慢慢為客人修剪出最好

奏不知不覺慢了下來。Catrina指，自

程加快。但當完成後，客人也終會明

的髮型。兩人的「慢」並非只有自

己曾從事藝術相關工作，工作如同普

白『慢工出細貨』這真理。」蠟燭製

己，更體現在對他人身上。

遍香港人一般忙碌，甚至須加快工作

作「欲速則不達」，人們無奈只好平

六年前，Catrina及Kilio更將日本

速度以達至目標，不

靜等待，親手逐步慢慢製作，心境也

人創作的「星球蠟燭」引入香港。

過現時她

引入「星球蠟燭」

Catrina指，現時香港坊間不少「星球

漸漸放鬆。

▲

慢功出細貨

▲星球蠟燭。

兩人從「蠟燭」中領略「慢工出細貨」。

▼軟質地的蠟燭

玩過界

PAGE 18>

蠟燭」，但大多也只是用色不同，而最初由日本人設計

過程，並學習製作技巧，將工藝成為自身一部分，這樣

的「星球蠟燭」，均主打紋理及質感，「十個創作人十

「藝術」才更有價值。

件也不同風格，換起來的感覺也不同。」他們的「星球

「匠人精神」雖然值得欣賞，但香港也非能融入該

蠟燭」也加入兩人的創意，「以星體的模樣設計，我們

文化。Catrina分享，如果香港能夠有更多有價值的手工

會研究真實星體的凹凸坑紋及紋理。」「星球蠟燭」

藝，有助持續發展，「不過，對於工匠來說，香港這

系列成為該工作室最有代表性的蠟燭，也是第一

種急速節奏的城市，是否合適職人在此生存

款作品。

呢？再加上，香港能否只靠藝術家或手
作人的努力，便能改善香港的節

再創高峰 打入決賽

奏？」C a t r i n a坦言，香港非合適

雖然已經開設工作坊六年，但他們

「匠人精神」的地方。

仍不敢自言是「職人」。Catrina坦言，

兩人早前參加了日本蠟燭比

工匠須願意放棄一切，成就自己，但在

賽，近日獲通知進入決賽，這代表

香港她不能免費教授，即使招收徒弟，也
沒有人願意入行，「我未能完全做到『匠
人精神』。」不過，她態度上屬於「工

他們的作品能於東京的東京鐵站展
▲蠟燭不單只有不同顏
色，也可有不同紋理。

匠」，對蠟燭有一份執着。在商業化的香港，藝
術也彷彿成為商品，她仍然堅持教班，平衡商品與藝術
之間的界綫。「很多時候，人們買某件東西也是因為它
的外觀美麗，並非因為當中的手藝，手藝是不能購買
的。」因此，兩人寧願開班教授，希望客人能體驗箇中

出，甚至很可能奪得獎項，這對於他們
來說已經達成人生一大目標，Catrina稱：
「我想不到能打敗曾經很欣賞的藝術家，這是
對我們技術的一種肯定。」不過，她仍不自

滿，坦言可以學習的還有很多，「一山還有一山高，
技術上並非最難，構思才是最難。」她自言，永遠不會認
為蠟燭製作容易，繼續盡力鑽研技術。

改變習慣 活出慢節奏
不少港人希望自己能放鬆下來，讓生活節奏減慢，放鬆心情，有的人會聽音
樂；有的做運動；有的則睡覺，Catrina分享，可嘗試改變自己的生活習慣做起，
「如果你真的要乘搭該班列車，不妨早點起牀，然後打坐，讓自己聆聽四周的聲
音，感受身邊的環境。」不少港人手中離不開手機，因此忽略了環境中美好的事
物，如早上的鳥鳴，雨點的拍打，人們的對話，當更加注意身邊的事物，便會發
現自己看待事物的方式已改變，出門時也不會感到焦急了。

親子學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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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東周刊》親子天地）

▼家長和小朋友齊齊參加樹脂流動畫工作
坊，做出別具風格的飾品，既美觀又實用。

齊做樹脂海洋飾品

㷸绢ऎڭݱԃ

看着一個個有幼沙、貝殼、小石，還有層層海

浪波紋 …… 充滿海洋風的樹脂掛飾，頓時覺得一
片涼浸浸和心境平和之感。樹脂藝術在外國早已

▲在課堂
上
和做法， ，導師先向參加者
讓他們有
深入的了 介紹各種材料的
運用
解。

盛行，在香港亦多見樹脂小擺設或飾物，但製作成流動畫則較鮮
見。有工作室開辦親子班，利用天然材料，教家長和小朋友做富海洋氣息
的樹脂流動畫掛飾和箱子，簡單易做，非常療瘉；同時
灌輸小朋友愛護大自然和海洋生態的訊息，最適合一家
大小在這個學做。
配合天然材料製作
「阿豬媽X琴琴工作室」由兩位都很喜愛做工藝小手作的琴琴
或飾物盒
品可以當掛飾
▲這些樹脂飾
須用普通
只
，
理
打
別
特
等，平時不用
便可。
塵
灰
的
面
潔表
濕紙巾或毛巾清

（Hermia）和阿豬媽（Christine）去年成立，並舉辦不同類型的興趣
班，且與慈善團體、機構合辦工作坊。透過樹脂流動畫工作坊，六歲

以訓
個工作坊，可
▲透過參加這
。
耐性
朋友的專注力和

練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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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步驟
步驟 1

步驟 2

首先揀選想要的沙灘佈置配件，
例如：貝殼、珊瑚、海草、石頭
等材料。
製作樹脂流動畫飾品的材料，包括：風槍、顏料、木塊、樹脂
膠、剪刀、鋏子、貝殼、石子、沙、膠杯、長羹及紫外光機。

步驟 3

或以上的小朋友和家長可以一起製作充滿海洋特色及層次感
的精美飾品，簡單易做，並享受親子共同創作的樂趣。
樹脂藝術畫在外國非常流行，原理是以樹脂膠創作，配
將樹脂膠和沙粒拌勻，然後塗在
木箱蓋上。

上不同物料而做成樹脂藝術作品，例如：加入木和不同海洋
的原材料，呈現出不同程度的層次及透明效果，充滿沙灘和
海洋感的作品，非常像真，極具自然美感。每件作品的顏

步驟 4

色、綫條、層面都不一樣，經風槍吹後，便形成不同紋理，
家長和小朋友可以一起創作獨一無二的海洋飾品，讓親子感
受獨特的流動創作過程。
創辦人兼導師Christine表示，家長和小朋友即使沒有藝

開始製作沙灘部分，放置小配件
於細沙上，同時可加上一些沙。

步驟 5

術底子，都可以輕鬆地做出美麗的藝術作品，只要在製作過

在樹脂內調配自己喜歡的顏色，
並且充分攪拌。

程中注意一些竅門，例如：樹脂的份量控制等便可。課堂上
會採用「紫外光固化樹脂」，比用傳統需要十二小時或以上
自然乾透的「環氧樹脂」更容易使用，將瞬間的感覺封存，
以及將變幻的海洋帶回家，享受獨一無二流動的創作體驗。

步驟 6

學習非一般藝術創作
小朋友參加這個工作坊，可以體驗新穎和易做的藝術作
品，而不是局限於傳統用畫筆繪畫或其他物料做手作的框
架，帶來嶄新的創作經驗，培養藝術美感和興趣；同時讓他
們發揮創意，創作喜歡的沙灘拼圖。由於當中需要運用一些
天然的物料，例如：在沙灘上收集的小木材、

根據作品的造型設計，將已調色
的「樹脂」鋪在作品上，再用風
槍吹出海浪效果。
最後經紫外光固化便完成。

小石頭或貝殼等，灌輸小朋友對海洋
和自然生態的環保概念，令他們懂

▲

得愛護大自然及珍惜美麗的海洋。
這位媽媽與女兒合力在樹脂畫上用風槍吹
出海浪形狀，默契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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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星島日報》藝文薈

f

魚尾獅像（Merlion），可說是幾乎無人不曉的新加
坡地標，原來魚尾獅像是在1972年9月15日正式屹立於
新加坡河河岸的，來到今年正好是五十周
年，為此新加坡旅遊局早前特別聯
同「獅城」多家機構，推出為

在新加坡河
河畔的魚尾
獅像，是新
加坡迎賓好
客的象徵。

期長達一個月的活動，為魚
尾獅像歡慶金禧。

以混凝土雕成
的魚尾獅像，
出自當地工匠
林浪新之手。

新加坡魚尾獅像
被視為新加
坡地標的魚
尾獅像，屹
立至今已有
五十周年。

▼魚尾獅像在2002
年已遷至富麗敦酒
店前方的現址。

獅城地標 打卡熱點
9月15日對暱稱為「獅城」的新加坡來說，原來是個
大日子，因為當天正是被視為「獅城」地標之一的魚尾獅
像的五十周年誌慶，很值得好好紀念。
現正屹立新加坡河河畔、富麗敦酒店（The
Fullerton）前方的魚尾獅公園境內的魚尾獅像，自從1972
年面世以來，一直都是當地人及到訪遊客「打卡」的對

▼

象，而由魚尾獅像衍生出來的商品及主題裝飾，更是多不
在魚尾獅公園可
在
魚尾獅公園可
看見另一座較小型
的魚尾獅雕像。

勝數，好像在新加坡元硬幣上面，便鑄有魚尾獅像的圖
案，魚尾獅像在新加坡的地位，實在可見一斑。
說到造型為獅頭魚身的魚尾獅，原來是出自時任新加
坡Van Kleef水族館（該水族館在1955年開幕，1991年關
閉）館長Fraser Brunner在1964年的設計，並在1966年起
成為新加坡旅遊局的標誌，並一直沿用至1997年。
據說魚尾獅的設計靈感，是源自新加坡的一段歷史傳
說。按照當地史籍《馬來紀年》的記載，十一世紀，一位
從古國三佛齊（Sri Vijaya，今日印尼蘇門答臘一帶）而來
▲這座位於聖淘沙的魚尾
獅塔，在2019年已遭拆
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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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尾獅像朝向東方，據說
有助守護獅城繁榮昌盛。

ʞɤմϋݺਗڥᓃ
魚尾獅像後方的富
麗敦酒店，直至9
月30日每晚7時至
11時都會亮起金色
燈光，為前來取景
的朋友提供一個悅
目背景。

的王子，在前往馬六甲途中發現了新加坡，當他甫登陸新

Redman Baking

加坡，便看見一頭狀似獅子的神獸，便將這個島嶼命名為

Studio會乘時開設

Singapura（梵文解作獅子城）；至於魚尾，則代表着新加

魚尾獅烘焙工作

坡本來是個海島漁村。

坊，教導大家烘

1972年，魚尾獅更被「實體化」，由獅城著名工匠林

製以糖霜裝飾的

浪新以混凝土創作出一大一小的兩座雕像，並在當年9月15

繽紛可愛魚尾獅

日正式安放於新加坡河河岸。備受注目的大雕像，高八點

曲奇技巧。

六米，重約七十噸；小雕像則高兩米，重約三噸。當天除
邀來時任新加坡總理李光耀主持開幕儀式，園內更設置一

嬰 兒 服 裝 品 牌

塊寫有「魚尾獅是新加坡迎賓好客的象徵」的銅匾，確立

Oeteo、以叻沙馳

了魚尾獅像的地位。

名的百勝廚及輕便
手提袋品牌d o o b

可是由於1997年濱海大橋落成，讓大家難以清晰地從

Bean Bags，均以

海濱看見魚尾獅像，結果便萌生將魚尾獅像搬遷的提案，

魚尾獅為題推出紀

最終兩座魚尾獅像便在2002年4月，被遷移至距離原址約

念衣飾及手提袋。

一百二十米處、經填海得來的金禧橋現址，繼續在新加坡
河河口守護着新加坡及供大家打卡。值得留意是不論是在
昔日還是目前，魚尾獅像均是朝東而立，因為當地人深信
只要魚尾獅像朝向東方，便可為新加坡帶來繁榮昌盛。

獅城人氣朱古力品牌
Fossa Chocolate，

此外，在新加坡境內其實還建有多座魚尾獅像，不過

透過可愛的魚尾獅圖

當中最巨大的、位於聖淘沙的魚尾獅塔，已因發展需要而

案設計出一系列包裝

在2019年10月拆卸，教大家少了一個朝聖地標。

精美的魚尾獅五十周

另為歡慶魚尾獅像五十周年，直至10月2日的每晚六時

年朱古力。

至十二時，位處金禧橋旁魚尾獅公園的大魚尾獅像，都會
有特別的亮燈投影裝飾，新加坡郵政局也乘時推出包括魚
尾獅等獅城吉祥物的特別郵票，再配合富麗敦酒店、濱海
灣金沙酒店、百勝廚、Redman Baking Studio、Fossa
Chocolate、doob Bean Bags及Oeteo等商戶的活動及特備
商品，自然更見精采。

網頁：

visitsingapore.com/see-do-singapore/
recreation-leisure/viewpoints/merlion-park/

早前濱海灣金沙酒
店為客人呈獻合共
五款的「M e r l i o n
50」期間限定主題
雞尾酒，歡慶魚尾
獅像五十周年。

藝文有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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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星島日報》藝文薈

音樂節》，由10月
吹着柔和海風聽爵士樂，不一定要到外地，今年已踏入第四屆的《自由爵士
來超過五十場精采演出，規模
26日至30日舉行，一連五日爵士樂韻飄揚西九海濱。今年音樂節共帶
後，今年再接再厲，以網上實
是歷屆之冠，繼去年以本地樂手掛帥，開啟了全新的本地爵士樂風潮
文藝盛事。
時方式與外國好手即興Jam歌，勢必帶來連場火花，是今秋不容錯過的爵士
今屆《自由爵士音樂節》的表演舞台遍及西九自由空
間及藝術公園，更首度擴展至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旁的戶

以及周末主題市集。其實觀眾不一定專為聽爵士樂而來，
一家大細在舒適環境感受爵士氛圍，也很愜意。」

外表演新場地— 竹翠公園，園內的表演舞台
《Jazzscapes》雲集十多個音樂單位，演出多個亮點節

演繹電影配樂

目。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藝術策劃（音樂）龔志成表示：

礙於疫情關係，外地樂手連續第三年未能來港獻技，

「今屆自由爵士音樂節有不少新元素，除了西九的露天演

來自首爾、蘇黎世、柏林、滿地可的頂尖爵士樂手，通過

出場地竹翠公園，還有專為小朋友而設的音樂劇場作品，

網上同步連綫，與本地樂手跨地域演出，龔志成表示一樣

竹翠公園的表演舞台《Jazzscapes》將雲集
十多個音樂單位，演出多個亮點節目。

▼音樂節將設有五大舞台，令
觀眾感受戶外音樂節的魅力。

▲龔志成稱近年有好
多爵士樂手回流香
港，要把握契機發展
本地爵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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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綫漸趨模糊，是香港爵士

有共同語言— 爵士樂，便可克服語言障礙，即刻J a m

界的好現象。近年上網自學

到。」他強調「即興」是爵士樂最有趣元素：「無論流行

樂器蔚然成風，她鼓勵年輕

或古典音樂，都無這種即興元素；爵士樂這套獨特音樂語

人先接受正統音樂訓練，打

言規則，樂手需要即興發揮， 所以現場聽Live會有好多驚

好一定音樂基礎，勤於與別

喜！」

人切磋，才能掌握爵士樂無

龔志成提到，今年竹翠公園的《Jazzscapes》舞台將
有不少令人期待的驚喜演出，其中之一便是《雷柏熹爵士
大樂團 feat. MC仁》。有「香港嘻哈教父」之稱的MC仁

定向風的音樂技巧。

向巨匠致敬

▲周末市集再次回到藝術公園大草坪，以
「讓生活找回節奏」為主題，同場加設攤
位遊戲、工作坊及電影放映。

▼

可以Jam出火花：「各地音樂人未必認識對方，但大家都

今年音樂
節特別設計
多項適合小
朋友參與的
節目。

（陳廣仁），將聯乘雷柏熹爵士大樂團，演繹重新編排的

另一演出場地自由空間

1970年代香港功夫電影配樂。嘻哈聯乘爵士演出，在香港

大盒，將呈獻多場不同主題

樂壇本已屬罕見，再遇上懷舊功夫配樂，是令人期待的多

的音樂會，既有適合小朋友

重聯乘新嘗試。另外才華洋溢的爵士鋼琴家朱肇階

的節目，更有揚威國際的

（Daniel Chu），將率領本地頂尖樂手組成的超級樂隊

「爵士樂教父」羅尚正（Ted Lo）的精采演出。《時間迴

《Daniel Chu Supergroup》，以爵士及R&B作主軸，引領

響—羅尚正、崔展鴻》由兩位不同年代的香港爵士音樂

觀眾投身音樂派對。素來以HiFi發燒天碟靚聲征服樂迷的爵

家，分上、下半場展現他們各自於爵士音樂旅途上的故

士歌手尚羚（Sherine Wong），將以磁性聲綫與好友演繹

事。上半場先由結他手崔展鴻揭開序幕，演奏一連串結合

其專輯《Two for the Road》多首歌曲。

古典、搖滾及爵士的原創作品；下半場由Ted Lo接力，向

至於第一屆已參與音樂節演出的鋼琴演奏家張貝芝

2021年逝世的鋼琴巨匠Chick Corea致敬，重新演繹其多首

（Joyce Cheung），將與Salsa舞者演出《Joyce Cheung

具代表性的作品，包括帶有巴西風情的樂曲，讓觀眾感受

and the Latin Experience!》，Joyce坦言過往表演在室內

上世紀七十年代的懷舊節奏。

進行較拘束，今屆移師戶外場地，座位數量又增加不少，
相信現場氣氛更勝歷屆：「我好希望將拉丁爵士樂

帶

由新世代爵士樂作曲家李梓禾（Bowen Li）及其樂隊
Looppool擔綱演出的《Looppool——Game of Life》，會

給觀眾，這種要用身體去感

將部分樂曲加入廣東話歌詞，以大家熟悉的語言，藉音樂

受的音樂，節奏澎

探索人生。還有敲擊樂手樊麗華（Anna Fan），策劃了適

湃，現場欣賞一定

合小朋友欣賞的音樂會《Amazing爵士星球》，更注入劇

會按耐不住手舞足

場元素，結合富節奏感的爵士樂、故事、舞蹈及雜技，引

蹈！」Joyce曾參

發小朋友對爵士樂的興趣。

加 人 氣 男 團
第四屆《自由爵士音樂節》

MIRROR及林家謙
的演唱會演出，喜見

「爵士樂教父」羅尚正（左）及鋼琴演奏家

▲
▼

本 地 流 行 樂 與 爵 士 樂 張貝芝（右）將帶來精采演出。

今屆《自由爵士
音樂節》帶來超過
五十場演出，陣容是
歷屆之冠。

日期：10月26日至30日
地點：西九文化區自由空間、藝術公園及竹翠公園
網址：www.westkowloon.hk/tc/jazzf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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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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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持續發展
今天的商界都很重視可持續發

康不好或影響家庭，這會加重了政府醫療及社

展，當中和最近很熱門的環境、社會

福、心理輔導等額外成本，而往往這些都是由政

及管治的議題有關，而今天主要想講

府，社區鄰里或家人去承受，這亦是把公司所產

可持續發展。從經濟層面來說，可持

出的界外負擔轉嫁了給他人，所以公司表面上在

續是指投入的資本沒有損失，並且有

經濟層面可持續，但其實不然，筆者倒認為這方

一個合理回報。這樣，這盤生意當然

面都需要大眾關注。所以，可持續發展其實只是

可以持續發展。從環境層面去說，我

要求公司承擔其應負責的責任吧，不要將利益建

們的焦點是大自然所給予的資源是否

基在犧牲環境及他人身上。至於現在很熱門的環

能夠持續供應給企業去發展，例如樹木、石油、

境、社會及管治議題，可以說是把可持續發展向

電能的出產、捕魚、稀有金屬、碳排放等等，所

前再推一步，因為這是在期望公司為環境及社會

以企業要確保捕魚生態能自給自足，不會耗盡，

帶來正面效益，而這效益可以是在可持續發展之

森林亦然；又或者要用再生能源，在發掘出稀有

上再多做一點，可被視作一種額外的社會紅利。

金屬後，其環境必須復原。但筆者亦有聽說要持

創效投資則要求更高，要可持續之餘再加上可量

續的資源包括人力資源、技術或知識資源，這些

度的特定正面社會效益。

其實不是天然資源，卻是人類透過天然資源去衍
生出來的其他資源，希望讀者能夠分清楚，免得
在討論可持續發展時，把範圍定得太闊而失焦。
為甚麼我認為這些衍生資源相對沒有那麼

覽，其出席人數比過往高很多，不少講者都認為
此議題逐漸走入商界的主流，實屬可喜現象。雖
然講得出與做得到的距離可以很遠，但千里之行

重要呢？ 因為如果公司沒有可持續的人手或技

始於足下，期望十年

術或知識，會影響其在經營上不能持續，最終結

之後，任何一盤生意

業，但可以有其他公司替代。若是天然資源不能

都視可持續發展是其

持續，公司在經營上仍可維持，只是其產生的界

經營計畫中的必然一

外代價由他人或我們的下一代埋單。我們的焦點

環。香港有二千五百

應該着眼於要求公司承受其界外代價，負起責

家上市公司，當中有

任。

大有小，如果由它們
除天然資源外，還有一種我認為是社會資

源同樣需要保護，例如公司對員工的政策令其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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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最近參加了在會展的可持續發展展

做起，始終對香港社
會有一定的影響力。

Department of
Building Environment and Energy Engineering
建築環境與能源工程學系

Bachelor of Engineering (Honours) Scheme in Building Sciences and Engineering

建築科學及工程學
(榮譽 ) 工學士組合課程

Graduate Average
Monthly Salary in 2021

Full-time 4-year Government-funded Programme
Programme code: JS3110
The Scheme comprises the following awards:

+13.9%

BEng (Hons) in Building Sciences and Engineering

建築科學及工程學 ( 榮譽 ) 工學士

2021
HK$22,976

2020
HK$20,178

BEng (Hons) in Building Sciences and Engineering with the specialism of Building Services Engineering

建築科學及工程學 ( 榮譽 ) 工學士 ( 屋宇設備工程學 )
Programme Aims:

Future Career Prospects:

• To produce graduates who are technically and academically
competent to excel in building sciences and engineering/ building
services engineering.
• To meet the demand for locally trained building services
engineers with expertise in the fields of consultancy, contracting,
building managemen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 To ensure our graduates have a broad range of personal skills,
such as the ability to communicate effectively, think critically,
learn independently, and address new problems innovatively.

Graduates may rise to senior positions in:
• International consulting firms or contracting companies
• Property developers
• Utility services sectors
• Government departments

Programme Characteristics:

Professional Recognition*:
• The Hong Kong Institution of Engineers (HKIE)
* The professional accreditation of the programme for 2023 intake onwards is subject
to approval.

Access to a variety of design
software and laboratory facilities
for the latest building sciences
and engineering applications,
such a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big data for smart buildings.

Opportunities to work in teams, lead
small projects, work independently
and interact with highly qualified
and professional staff.

The option of a Secondary Major in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IE) or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Data Analytics (AIDA) is available
to the students.

Opportunities to local and offshore
summer placement.

Opportunities to progress to MSc
/ MEng level and beyond.

Opportunities to be awarded
scholarships offered by professional
bodies and major organisations in
Hong Kong.

Opportunities to exchange in the
United States, Europe, Australia,
Russia, Southeast Asia, or the
Chinese mainland for a semester.

About the programme

General Enquiry
Department of Building Environment and Energy Engineering (BEEE),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Tel : (852) 2766 5847 │ Email : beenquiry@polyu.edu.hk │ Website : www.polyu.edu.hk/be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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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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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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G提升企業社會價值
E S G（環境、社會和管治）
近年成為環球商界與企業重點關注
議題，在疫情之下，企業更愈來愈
多採用數碼化工具進行遙距協作，
助減少用紙與碳排放，促進ESG發
展步伐。

行動。
企業要推動ESG，首先不應該為溝通而溝
通，而要從彰顯企業行動的透明度、強化員工的
認同度，以及擴大消費者的參與度，發展合適的
溝通行動。對於家族的企業，能夠透過ESG展現
家族企業永續的核心價值，亦為第二代打造建立

所謂ESG，是指環境（Environmental）、

戰功的好機會，由此領域提前布局才能順利交

社會責任（Social）、公司治理（Governance）

棒，再造可長可久的企業核心價值。早前有研究

的縮寫。ESG不同於傳統上對於企業財務績效的

指出，ESG永續性活動可透過強化營運效率、員

評價，它是一種關注企業環境、社會責任和公司

工關係、顧客忠誠度、供應商關係、媒體報道和

治理績效的投資理念和企業評價標準。早在2004

利害關係人參與等關鍵要素，能夠產生新的營收

年，聯合國就提出全球契約（UN Global

或降低成本，從而提升企業財務績效。

Compact），建議以ESG作為評估企業經營的指
標。隨後2015年聯合國通過十七項永續發展目標
（SDGs），包括性別平等、永續消費與生產模
式等，成為2030年前世界各國努力推動永續發展
的方向。在ESG的模式下，整體價值鏈上的個
體，都是企業必須觀照的對向，包括客戶和銷售
合作夥伴、員工、股東、所投資公司、供應商、
監管機構、評級機構，以及媒體、當地社區和非
政府組織等民間團體。現時全球二百九十個品
牌、回收業、政府和非政府組織簽署這項承諾，
均希望於2025年全面使用100%可重複利用、可

企業若能身體力行環保愛地球、以利人利
己的理念善盡社會責任、領導階層用心強化治理
能力，於日常經營中注入E S G元素，與國際
ESG發展趨勢密切接軌，假以時日企業就能獲得
強大的ESG競爭力，達成永續發展的目標。對企
業CEO而言，ESG已經不是一個陌生的話題或
流行的風潮，必須成為企業的商業策略，協助組
織與利益關係人共創價值，邁向永續的發展。
ESG也必須成為企業的品牌策略，讓更多利益關
係人了解組織的善行每美意，進而鼓勵，帶動並
影響更多的永續行動發芽茁壯。

回收或可堆肥的塑膠包材，打造真正的塑膠循環
經濟。當中響應企業包括可口可樂、聯合利華、
萊雅、雀巢等重量級企業，帶動了整個產業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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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重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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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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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陽重陽
王維《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

重陽登高，本應秋高氣爽，是行山的好日

「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

子，只是地球暖化，今年重陽節是百多年來最炎

親。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

熱的。古人登高避疫，用茱萸葉驅邪，喝菊花酒

人」。

強身。現代抗疫的方法科學先進，但登高卻是強

農曆九月初九重陽節，登山掃
墓，家人相聚，追思先人，身邊有否

避疫方法。

「遍插茱萸少一人」? 這幾年新冠肺炎

作為精神科醫生，我亦常常勸告別人每天

阻隔了幾多家庭團聚，今年好不容易

運動，最好有半小時流汗的運動增加腦內安多酚

檢疫措施放寬了，掃墓也多了人。
思念已逝的故人，復發性抑鬱症的病人很多
時總在年度紀念日（Anniversary Date） 復發，
有時是至親戀人的死忌或生日，有時是分手的日
子，也可以是「佳節倍思親」，如中秋、重陽
等。
旁人可以做的便是：陪伴，不讓患者孤獨，
不要責難或批評，也不用強迫病人開心起來，聆
聽病人的說話，使病人不會陷進無限思憶致抑鬱
症復發。
患者可以自救的是：保持身體健康，不煙不
酒不濫藥，每天運動，充足睡眠，心境開朗，在
高危日子與醫護人員保持密切接觸，可以要求提
早覆診或藥物協調，亦可以見見臨牀心理學家學
習認知行為治療（C o g n i t i v e B e h a v i o u r a l
Therapy）及其他適合的心理治療方法，幫助自
己掌控，多方面裝備自己，減少復發的機會。當
然情況不妙時，患者也要及時同意住院，希望早
日痊瘉出院，減少病情惡化帶來的問題（如添加
大量藥物，影響工作及家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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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健體的好習慣，每個人都可以自己幫助自己的

（Endorphine）及多巴胺（Dopamine），減壓
放鬆心情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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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月深入報道城中增值熱話
•名人分享生活增值心得
•各界職場達人教你升呢秘技
•發行網絡遍布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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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真：3181 3300

GO

GO

電郵：enquiry@eduplus.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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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店大街小事
不平凡的花開小路商店街，住着昔日的紳士雅賊、忙着協助鄰居解謎的青年刑
警，以及有點神祕的花坊老闆。這個小地方天天都有新鮮事。
有的人喜歡親手打造歸宿，有的人會不停尋覓歸宿；有些人能夠隨遇而安，有
些人會在逆境求生。不甘心於自己與他人的不同、一再懊悔過去的隱藏逃避與不夠忍
耐，那些全都於事無補。重要的是，接下來該如何活出自己想要的樣子。
書名：《花開小路三丁目的騎士》
作者：小路幸也
譯者：吳季倫
出版社：時報出版
售價：港幣140元

書中自有便利店
如果因為看到「韓國年度最受歡迎小說」、「銷售破七十萬冊，二十五個都市特選年
度之書」等宣傳字句而去看一本書，中伏了也不足為怪。但看書從來是一件很個人的事，
簡而言之就是只有兩個可能：一是愛看，一是不愛看。
「這間有點不便利，卻讓人想一再前往的便利店，藏着能在艱難生活中給你安慰的各
樣物品 …… 充滿特別的故事與奇妙商品組合的便利店，時時歡迎你！」現在便利店已很難
找到書，但在書中找到便利店也應該很有趣吧？

書名：《不便利的便利店》
作者：金浩然
譯者：陳品芳
出版社：寂寞出版
售價：港幣13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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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士學位

約

95%

就業率1

100%
全部課程設有實習2

SSSDP資助
學士學位課程
12月7日或之前
經JUPAS報名

自資學士學位課程
11月10日起
經VTC入學網頁
報名

查詢及詳情
註:

1. 資料來源：2021年THEi高科院畢業生就業調查(截至2022年3月)。
2. THEi高科院課程提供高達480小時實習時數，詳情請瀏覽相關課程網頁。

3890 8000
info@thei.edu.hk
www.thei.edu.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