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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葉惠晴 圖：受訪者提供、星島圖片庫

談起海外升學，加拿大必定是港人的選

擇之一。根據加拿大駐香港及澳門總領事館所

發布的新聞稿指，在2018年ICEF所做的「高

中或中學最佳目的地」（the best destination 

for high school/secondary schools）調查中加

拿大排名第一。而躋身全球最具就業能力大學

前一百名之列的加拿大大學，以其培養具有現

代工作場所所需「軟技能」的畢業生的能力而

聞名。

另外，加拿大在高等教育研究方面處於

世界領先地位，在研發方面的總體投資更超過

了大多數七大工業國組織（Group of Seven，

簡稱G7）國家，在閱讀素養、數學和科學方

面是經合組織國家中表現最好的國家。無論他

們的第一語言、國家或公民身分如何，學生都

可以表現出色。

香港學生的熱門省份通常是卑詩省和安

大略省，溫哥華和多倫多這兩個都會區分別擁

有加拿大最好的高等教育機構；香港學生對西

部省份如阿爾伯塔省和東部沿海省份新斯科舍

省、愛德華王子島和新不倫瑞克省的興趣顯著

增長，主要是由於研究生工作和居住的機會愈

來愈有吸引力。

加拿大一直是很
多本地學生負笈海外
的理想國家。為讓有
興趣到加拿大升學的
學生及其家長了解加
國不同學府的特色，
協助他們作出最佳選
擇，加拿大駐香港及
澳門總領事館將於
2022年10月1至2日舉
行一年一度的第十屆
加拿大教育展，提供
加拿大升學的最新資
訊，免費入場。

提供新資訊 
指引升學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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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文化  助建立全球網絡
根據海外留學申請平台Apply Board公布的資料顯示，

香港學生到加拿大升學的人數激增，創下歷史新高，2021

年加國批准了五千五百零三個學生簽證；截至2022年6月，

亦已批准了四千三百一十八個學生簽證。與其他國家的學

生相比，香港學生的學生簽證批准率是最高的國家之一。

Nicole Luk曾於加拿大留學，現於香港交易所任職

T a l e n t  D e v e l o p m e n t  a n d 

Organization Development副總

裁。她從小對醫療保健充滿熱

情，而加拿大以醫學研究和醫

療保健系統聞名，很自

然地選擇了一所提供接

近這種潛在職業機會的

大學。「加拿大大學的

申請流程透明，除少數科目外，一般只看成績。換句話

說，學生只要達到學院的收生要求，便很大機會可以獲得

大學的錄取。」

她續稱，加拿大治安良好，加上提供雙語（即英語和

法語）環境，「無論生活質素、負擔能力、多樣性和文化

體驗都十分吸引，讓我能快速適應及融入當地生活。」她

又指，與其他國際體系相比，加拿大強調學生在本科課程

期間及致力於任何專業發展前深入了解該領域，「雖然學

習歷程可能會變得『更長』，但卻讓我能夠在學習期間探

索、反思和改變，亦讓有足夠時間作出更明智的職業決

定。」

Nicole舉例指，麥基爾大學（McGill University）為學

生提供職業建議、指導計畫、職業發展研討會，以及工作

清單、實習和合作機會，並於學院學習了一年半後，從想

成為一名醫生變成了一名心理學家，「我很感激學院傳授

相關知識和職業教練提供的職業建議，讓我與相關人員聯

繫以進一步探索。」她強調，加拿大是一個擁有多元文化

的國家，以麥基爾大學為例，百分之三十以上都是國際學

生，「這樣很重要，讓學生能建立真正的全球校友網絡，

並為以後的生活提供職業支持機會。」

她不諱言，不論是文化還是地理上，加拿大是一個可

以創造許多冒險的地方，「我們的學習總是接近大自然，

使我們學會以不同的方式欣賞生活。因此，同學及老師之

間對彼此都很有耐性，通常非常體貼和尊重每個人的個性

和差異。」她又提醒有意到加國升學的學生，學會成為一

個獨立的成年人真的很重要，這對留學生而言，不論在加

國工作或回流香港生活均有益處。「不要只着眼在學校，

還要放大目光看自己的目標、學校所在及以外的城市，不

同的加拿大城市有其特色，這可能會為學生的學術經歷，

增加獲得工作機會和與專業人士交流等好處。最重要的是

保持開放的心態、好奇心和適應能力。」

港人專屬移民計畫  申請激增五成
加拿大政府於2021年推出香港人的專屬移民計畫——

Stream A & Stream B（Permanent residence pathways 

for Hong Kong residents），廸昇海外升

學中心經理Venus Ng表示，近年接

獲加拿大升學及簽證申請量急增，

相比於2021年增加了四至五倍，

「主要是加拿大開放移民政策，未

來三年期望能吸引一百三十萬名新

移民到加拿大。」

香港交易所 Talent Development and 
Organization Development副總裁 

麥基爾大學校友
Nicole Luk

廸昇海外升學中心經理
Venus 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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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留學生都會先選擇加拿大兩大熱門省份：安大略

省（Ontario）及卑詩省（British Columbia），其次則會考

慮阿爾伯塔省（Alberta）。城市方面可能會優先考慮溫哥

華（Vanc o u v e r）、多倫多 （To r o n t o）及卡加利

（Calgary）。但其實加拿大仍有其他城市極需要人才，例

如維多利亞 （Victoria）、基隆拿（Kelowna）、特瑞斯

（Terrace）、倫敦（London，與英國倫敦同名）、滑鐵盧

（Waterloo）等等，當地亦有著名的公立大專及大學。

Stream A & Stream B（Permanent residence 

pathways for Hong Kong residents），坊間俗稱為「救生

艇」是現時最熱門的的港人移民計畫，香港人可申請到加

拿大工作或留學，完成一年工作或修畢課程後，便可申請

永久居民簽證。有意申請這項計畫的香港人要留意，這個

專屬移民計畫將於2026年8月31日截止申請。

她續指，香港學生如需要透過留學而申請加拿大永久

居民（Stream A），要注意學生簽證的申請手續，「一般

申請學生簽證需要留意以下三大重點：申讀留學簽證所選

讀的課程必須合邏輯、必須有足夠的生活費和學費，以及

有能力完成學業。」

逾700本科課程  設入學獎勵
加拿大升學選擇那麼多，要找到一所最適合的學校並

不容易，不同學府有哪些特色呢？提供超過七百個本科課

程的多倫多大學（University of Toronto），國際學生約佔總

體學生百分之二十五至三十，來自加拿大以外的一百六十

多個國家和地區，多元化的學生群體為多倫多大學的學生

提供了獨特的學習體驗。該校更為新入學的學生提供超過

五千個入學獎勵，其中包括一百五十個獎學金，每個獎學

金價值約由一萬元加幣起；香港永久居民和非加拿大藉居

民，可申請多倫多大學（香港）基金會（Univers i ty of 

Toronto (HK) Foundat ion）獎學金，金額由每年一萬

六千五百至三萬三千元加幣不等，自動續期四年以完成多

倫多大學本科學位。國際學生可從大學預科課程中選擇自

己的升學途徑，第一年的基礎課程、本科和研究生課程，

甚至參與課堂以外的全球交流學習機會，亦有合作實習、

帶薪實習及研究和體驗等。多倫多大學鼓勵學生參與多元

文化的校園生活。無論是體育、藝術、語言還是其他課外

活動，學生都可以有親身感受學習以外更廣泛的社區互動

的機會。

60個帶薪實習  實踐經驗
範莎學院

（Fanshawe 

College）是加

拿大第六大公

立學院，位於

加拿大第十一

大城市倫敦市，百分之九十的居民都是以英語為母語，其

語言環境非常適合國際學生。範莎學院現有兩萬一千名全

職學生，來自全世界一百多個國家的七千五百名國際生。

該學院開設的課程，包括研究生證書、榮譽學士學位、大

專文憑及學術英語課程；共計二百二十多個專業，涵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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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旅遊酒店、設計、健康、理工科、傳媒、計算機，以

及運輸等多個領域。學院提供近六十個帶薪實習專業，讓

學生具備社會實踐的機會，有助他們畢業後在加拿大找到

理想工作。

學院亦與同城被譽為「加拿大哈佛」的韋仕敦大學

（Western University）簽署雙錄取協議，即學生只須在學

院完成EAP英文班十級，並達到百分之八十的成績就可以

進入該大學的任何本科專業就讀。學院還與七個國家的

五十所大學簽訂有六百個多轉學分協議，包括西安大略大

學（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麥克馬斯特大學

（McMaster University）、滑鐵盧大學（University of 

Waterloo）、圭爾夫大學（University of Guelph）、勞裏

埃大學（Wilfrid Laurier University）等，讓學生不僅能獲得

寶貴的實踐經驗，還有機會進入知名大學繼續深造。

2,300名留學生 七成申請工簽
位於加拿大亞伯達省的首府愛德蒙頓市的公立學院，

北亞伯達理工學院（NAIT）目前有來自八十個國家及地

區、約二千三百名留學生就讀不同學系，平均佔學院的百

分之十三。學院專業課程涵蓋大學學位，文憑，證明及語

言課程，一般留學生到加拿大升學，學生可以根據自己的

學習經歷及興趣選擇適合的課程。 

NAIT四大學院包括商學院、應用科技學系、健康及生

命科學學系及工程與技術學系，開設共近一百種專業學

科，如進階排水工程、進階焊接、替代能源技術、應用訊

息系統技術學士、企業管理學士、科技學士、化學工程技

術、建築工程技術、網絡安全、數據分析、數碼媒體與電

腦技術、工程設計技術等，留學生可以根據自己喜好進行

選擇。值得一提的是，NAIT大部分課程都已取得加拿大的

留學簽證和畢業後工作簽證的資格。

學校具有六名持牌留學生移民顧問解答學生簽證及移

民相關問題，同時定期舉辦簽證及移民系列講座，也為留

學生提供一對一同伴導師，協助解答他們在學術上及就業

指導等方面的疑難。根據學校的數據顯示，班級人數約

二十至四十名學生，他們在課堂和工作實習中理論跟應用

的比率為50 / 50，遠較傳統大學的80 / 20為佳，難怪僱主

對NAIT的畢業生的滿意度達百分之九十八，這意味着該校

的畢業生在求職方面有一定優勢。

 
自由氛圍  尋學習樂趣

不少家長均會為子女計畫到海外升學，期望他們在一

個多元化的環境學習。為子女計畫到加拿大升學的家長表

示，最主要希望能拓寬孩子的思維—在一個全新且多元

化的環境，認識不同背景的同學、接受多角度觀點的衝

擊，對孩子建立世界觀及價值觀的影響十分深遠。「我們

經過深思熟慮才讓孩子到加拿大升學，除了欣賞加國的教

育制度和學習氛圍外，更因當地是一個自由度及包容性較

高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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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希望找一所以

啟發學生在學習中找

到樂趣為前提的學

府。「我們最終選擇

了國際寄宿及全日制

學校加德生學校（J. 

Addison School），

孩子入讀寄宿學校後，不但明顯感覺到他提高了對學習的

自主性，連他自己也感到學習是富有挑戰性及有趣味的

事，這樣的改變對他的學習大有幫助。」

港高中生行Stream A省學費
雖然不少家長對安排子女赴加升學悠然神往，但卻擔

心經濟上負擔不起。專業留學教育機構邁向留學（Astep 

Education）負責人Mavis Ho表示，加拿大中學分為公立及

私立體制，大部分公立學校都接受國際生申請，只須繳付

學費及入住寄宿家庭，一年學費連食宿約港幣十三萬至

二十萬元；私立中學則分日校及寄宿學校，一年學費連食

宿約二十萬至五十二萬元。

她續指，高中學生可考慮利用加拿大Stream A途徑，

於高中畢業後到當地學院就讀兩年副學士學位或文

憑，一年學費連食宿約十三萬至二十五萬

元，比直接入讀大學一年學費連食宿約

三十萬至五十三萬元的預算相宜。「他

們完成課程並成功獲得永久居民身分

後，更可以本地生學費完成剩餘兩年的

學士學位課程，相較四年學士學位課程

節省不少費用。」

另外，Mavis不諱言，不少家長會擔心子女入住寄宿家

庭會遭遇歧視、文化差異、飲食等問題，家長在申請寄宿

家庭時，可選擇一些大型且相對資源較豐富的寄宿家庭機

構，更容易匹配到合適的家庭。「到異地讀書，同學難免

會遇到文化差異的問題，他們可嘗試融入當地文化；如果

遇到較嚴重或緊急的情況，亦可聯絡寄宿家庭機構的協調

員介入，協助解決問題。」

最新資訊 萬勿錯過！
有意了解更多有關加拿大升學的資訊，可留意將於10

月1日至2日假金鐘港島香格里拉大酒店舉行的「2022 年加

拿大教育展」，屆時逾三十所大學、學院、公立和私立中

學及其他升學相關機構之代表將於現場介紹各類課程特色

及升學服務，展覽期間將同時舉辦近二十場研討會，並由

大學、學院和 K-12 學校的代表親身介紹有關教育機構特色

和入學要求，加拿大駐香港及澳門總領事館的代表將出

席，提供有關在加拿大升學和申請留學許可之資訊。詳情

及報名請即瀏覽：https://www.educationcanada.hk/。

日期：  2022年10月1日至2日 
（星期六及星期日）

時間： 上午10時30分至下午4時
地點：  香港中區法院道太古廣場港島 

香格里拉大酒店五樓大宴會廳 
 （金鐘道88號太古廣場二座）

查詢： 3719 4700
立即登記免費入場： https://www.educanada.hk/

Director, Astep Education
Mavis Ho

▲北亞伯達理工學院（NAIT）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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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星島日報》每日雜誌）

建上海申松綫練就武功

「當年讀理科的，多數做醫生或

工程師。」林偉德笑說，兒時選讀工

程，並非因宏大理想，而是成績不錯

順勢而行。他大學負笈美國，在名校

南加州大學修讀土木工程學士及碩士

課程，難忘暑假回港在一家公司實

習，短暫參與興建汀九橋，數年後竟

發現自己設計的橋面排水系統獲得採

用，「直到現在也覺得很神奇，沒想

過公司會用我這實習生的設計。」他

從中得到莫大鼓勵，也是促使他走得

更遠的契機。

1999年，林偉德投身港鐵公司，

接手的首個項目，是協助建成將軍澳 

綫的寶琳站和油塘站，其後被調派內地

五年，參與港鐵合資的上海軌道交通項

目，帶領當地工人建成三十一公里長的

申松綫。那些年練就的好武功，返港後

有了用武之地，他被委派興建西港島

綫，包括香港大學站，以及重置受 

影響而拆卸的戴麟趾康復中心。

「工程師的使命，是創造出造福

大眾的建設。」重建的質素及格即

可，惟包括林偉德在內的港鐵團隊，

更想做的是升級舊有的社區設施，回

饋社會。於是衍生了舊半山區警署

（即「八號差館」）活化工程，翻新

中盡力保留歲月痕迹，連同旁邊新建

的大樓，提供近萬平方米的空間作康

復中心，並增建高架道路和無障礙通

道等，讓行動不便的市民，也能輕鬆

前往治療。

使用者滿意是最大成就使用者滿意是最大成就

不變的核心理念，在東鐵綫過海

段也能體現。為配合會展站工程，灣

仔游泳池和港灣道體育館，均須在原

址旁重置。林偉德舉例指，灣仔游泳

池原有的室外恒溫泳池，在冬天格外

眼前的林偉德幹練率性，與記者

同遊會展站期間，興致勃勃說起站內

各種設計巧思。身為港鐵沙中綫土木

工程（南北綫）的項目經理，他在

2013年起參與東鐵綫過海段項目，監

督工程建設。十年過去，他和團隊的

心血，終於展現世人眼前。回看這段

歷程，他坦言難以形容，感性說道：

「多簡單的工程也好、多困難的工程

也好，無論你能力多好，也無法獨力

完成。」他謙稱自己與專業人士協作

過程中，不時「聽下、八卦下、問

下」，僅此而已。

步入會展站寬敞的大堂，隨着電
梯向下移動，逾千張維港相片組成的
壁畫映入眼簾，沉醉於不同時分的海
港景色，不知不覺便到達底層，現於
眼前的是截然不同的戰爭遺迹展覽。
略顯時光痕迹的戰時炸彈，意外地與
車站的紙皮石馬賽克相互融合。這
裏，是工程師林偉德耕耘十年的「寶
地」，從收地到開挖、從路軌到月
台，一磚一瓦，都由他與港鐵團隊製
成，全隊人一起迎難而上，奮戰至最
後一刻，終為東鐵綫百年鐵路的軌
迹，刻畫全新的里程碑。

專業資格 
  土木工程師學會及香港工程
師學會註冊專業工程師學歷
  美國南加州大學土木工程學
士及碩士

主要參與港鐵工程

  將軍澳綫寶琳站、油塘站
  上海軌道交通9號綫
  新戴麟趾康復中心（鐵路發
展重置項目）
  港島綫香港大學站
  新灣仔游泳池及港灣道體育
館（鐵路發展重置項目）
  東鐵綫過海段——沉管隧道
工程、會展站及金鐘站擴建
部分

林偉德小資料

■港鐵沙中綫土木工程（南北綫）
項目經理林偉德與團隊耗費十年心
血建成會展站。

■林偉德當年向傳媒介紹新戴麟趾康復中心工程項目。 ■林偉德當年向傳媒介紹新戴麟趾康復中心工程項目。 

幹

林偉德終會展笑容
團隊同心奮戰至最後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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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能，港鐵團隊在重建時，精心規劃了

恒溫控制的室內泳池，並加裝太陽能發

電板，更能節省電量。泳池重開當日，

學童嬉水暢泳的畫面，深深烙刻在林偉

德心中，「最重要是使用者滿意，那能

帶給我最大的成就感。」

今年5月會展站正式通車，他特意

前往現場，觀察公眾反應。眼見鐵路迷

「衝閘」趕搭頭班車，又有市民稱讚過

海快捷方便，他的臉上浮現欣慰的微

笑，「十年了，由收地到正式通車，足

足用了十年，好開心市民認為這條鐵路

是值得興建的。」

回首工程師歷程，林偉德認為，東

鐵綫過海段的技術難度最高，六公里的

距離，卻運用了現行所有的隧道建築方

法，包括在石澳工場建造沉管隧道預製

件，由躉船拖至維多利亞港，沉放海

牀，連繫九龍和港島，又以大型隧道鑽

挖機建造兩段隧道，由近灣仔運動場的

位置，連接至會展站。

至於車站，則以明挖方式，興建大

型且複雜的臨時鋼支架，保護附近的構

築物和設施；最後的越位隧道，則因該

處石層過硬，且只有七百米的短距離，

最終選擇爆破。四種手法建成的隧道，

或已更新香港鐵路工程的紀錄。

四種手法建隧道刷新紀錄四種手法建隧道刷新紀錄

訪談過程中，林偉德多次提及「團

隊」，強調工程不能一個人完成，慶幸

有一班經驗豐富、善於應變的工程人

員，成為堅實的後盾。談起團隊，他的

眼神充滿熱切，「誰能想像金鐘超級轉

車站的挖掘，是在維持行車綫的同時進

行，把握列車進入月台之間的一百零五

秒，完成爆破？」

作為監督，林偉德嚴肅看待工程

細節，但其餘時間，他毫無包袱地與工

人開起玩笑來。事實上，那是共同經歷

困境後，才能吐出的幽默。東鐵綫過海

段的建成非一路順遂，分判商曾在正反

面調轉安裝連續牆的鋼筋鐵籠，工程期

間亦曾有多處沉降，超出警戒水平，爭

議鬧得沸沸揚揚。他不諱言，確實度過

了一段艱難時刻，「有段日子感覺自己

不是做工程，而是做公關。」

工程連番受狙擊壓力沉重工程連番受狙擊壓力沉重

林當時以土木工程建造經理的身

分，出席灣仔區議會，解釋建造情況，

連番遭受「狙擊」。他承認，因嚴峻的

考驗背負了沉重的壓力，幸好這些經驗

成了團隊的養分，「我們堅持團隊精

神、相信Can-do sp i r i t（一定得精

神），想加倍努力，證明給市民看，我

們的鐵路是國際級水平的！」記者問他

如今有否達成目標，他斷言說：「絕對

是成功的！」

克服逆境、解決疑難，是工程師的

職責，他以通車前夕下起滂沱大雨為

例，憶起連場大雨，讓會展站外的公共

運輸交匯處路面，難以畫上道路標記，

「停雨時我們立即衝出去，用地拖抹乾

地面，以白色油漆畫下標記，但不久又

下一場大雨，令努力付諸流水。」如同

其他多年來反覆進行的乏味工序，他和

團隊不願放棄，迎接挑戰到最後一刻，

終為事件寫上完美句點。

東鐵綫過海段已進入收尾階段，有

望在國慶日前完成尚餘的路面工程。 

林偉德的下一步尚未定案，但此次打破

興建鐵路的制式框架，令他眼前的道路

似乎更為寬闊。不過，他最嚮往的，還是

以知識和經驗回饋社會，做出惠及民生、 

讓市民更安心使用的公共設施，「希望

未來建成新鐵路後，又可以『真的很興

奮』地坐頭班車，與市民一同歡呼。」

■金鐘站擴建時，站內的荃灣綫和港島綫列車如常維持服務。

<PAGE 13

■今年5月會展站啟用，大
批鐵路迷蜂擁搶搭頭班車。 
資料圖片

■港鐵工程團隊在會展站工地發現三枚戰時炸彈。 

■1930年，九廣鐵路位於九龍尖沙嘴的火車總站及鐘樓。 香港歷史博物館提供

九九

■1910年10月1日，九廣鐵路
英

段建成通車，全長二十二英里
，

後來成為九龍往返新界及廣州
的

重要陸路交通管道。 
 

香港歷史博物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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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資料由生命教育基金會提供 )  

今屆慶典的主題是「用心發現」——基金會一
直深信，每一個生命都是如此獨特、無可取

代，值得花時間佇足、注目、細看，繼而發現其
精美、寶貴的地方，就像在沙灘上拾起一隻擱淺
的海星，將牠送回海洋之前，把牠捧在掌心，用心
觀賞，你會發現牠的瑰麗和牠的獨特。

愛心、毅力、勇氣、坦誠、承擔、謙和、創意，以上
是基金會在嘉許計劃中提及的超凡特質，然而這七個特質只是一
個引子，我們深信人生命中美麗的特質還有更多！從前期的會談到慶典
當日，在所遇見的校長、老師和學生的生命中，我們看見的遠不止那七
個特質！同學中有自小患病或遭遇挫折的，在家人及師長的陪伴和鼓勵
下，不但克服身體及思想上的限制，更願意多走一步服務他人；有老師
在學時經歷師長接納與珍惜，帶着愛踏上教育路，深信用心定能看見學
生的閃亮之處；有執教三十多年快將卸下教鞭的老師，親身走進課堂作
教學示範並整合經驗，盼望承傳，盼望興起同樣重視生命的下一梯隊。

當中一個讓我們極為深刻的片段是這樣的：於同一所學校任教的
林副校長和樊老師，同獲嘉許為超凡老師。林副校憶述，多年前樊老師
是她的學生，昔日樊老師是很多老師眼中無心向學、常在學校搗亂、在
課堂上惹惱老師的「壞學生」，然而林副校卻看見樊老師偏差行為以外
的天賦，不斷鼓勵他，並給予他機會，甚至認為他是班中的「高材生」！

當年很多人眼中頑劣的學生，今日已成為教學團隊的一員，
甚至獲得嘉許，樊老師感激當年師長們的伯樂心腸，不以
其偏差行為下判斷，反倒看見他潛在的特質，過程中他經歷
被關懷、被信任。今天以師長為榜樣，延續伯樂的眼光與學
生相遇！

這些分享真實地見證生命的美麗，我們深信生命每個互相觸碰、
參與、扶持的瞬間，都值得用心捕捉並且一同慶祝！ 

基金會於 2010 年正式成立為註冊慈善機構，致力於學界和社會推
廣生命教育，恢復人對內在價值的重視。2016 年啟動「Steadfast 
Love．一個都不能少」，分享愛、真實關係、接納等訊息，散落珍惜
生命的種子在文化土壤中。2018 年開展「超凡校園」，藉閱讀計劃及
嘉許典禮等項目，激勵學生突破自己，尊榮老師和學校的付出，盼帶動
為生命慶祝的文化。

慶典特設於每年的暑期，回顧及總結剛完結的學年的點滴，同時
迎接新學年，藉相聚鼓勵大家持續發現校園蘊藏的寶貝！

如欲了解更多或重溫當日片段，請掃瞄以下           
二維碼：

生命教育基金會於2022年8月20日舉

辦「超凡校園嘉許慶典2021-2022」（下

稱：慶典），共嘉許十位「超凡學生」、

七位「超凡老師」及五所「超凡學校」。

活動回顧

▼

7位超凡老師。

▼

5所超凡學校。
義務總幹事 
Tommy Chan

▼

其中 9位超凡學生。





疫情肆虐全球整整三年，不論

是社會或人心均籠罩着灰色的雲

霧。三位好朋友在疫情最嚴重的艱

難時期共同創立了「畫美麗香港」

慈善服務組織，旨在為社區帶來更

多色彩。他們與不同學校、機構以

及組織合作，為建築物的外牆繪上

一幅幅融合大自然及該社區特色的

壁畫，盼望香港人發揮自身力量，

為所屬社區繪出正能量。

職場增值

連結過百義工 為社區添色彩

「畫美麗香港」繪出正能量
Vikky、Elizabete 和另一位朋友是旅行夥

伴，常常結伴到外地旅遊，三人均被當地的壁
畫深深吸引。「每當到歐洲或東南亞國家，街
上不乏各式各樣的壁畫，令我們印象非常深刻，
心情感到輕鬆舒暢。」他們忽發奇想，能否為
香港這座城市加添色彩呢？他們回港後決定開
展這個計畫，創立「畫美麗香港」慈善服務組
織，希望集結眾多認同他們理念的組織、學校
和居民的力量，為自己居住的社區添上色彩。
為了讓壁畫具備質素，他們聘用了一名在香港
生活了三十年的芬蘭視覺藝術家，擔任壁畫設
計及藝術顧問。

「畫美麗香港」第一幅壁畫繪於2020年 3
月 8日在保良局方王錦全小學的外牆，所有壁
畫均以大自然景物，包括花、鳥、樹木、河流、
蝴蝶為主題，再融合該社區特色，例如在長洲
國民學校的壁畫加入平安包，道教青松小學（湖
景邨）繪出蝴蝶。Elizabete 喜見組織完成了
十六幅壁畫，「我們選擇在兩米或以下的外牆
繪畫壁畫，希望所有路經的人都可以看到。」
由概念、計畫、落實到完成第一幅壁畫的歷程
中，Vikky 與兩名創辦人及一眾義工都體驗了許
多第一次，「第一次畫壁畫、第一幅壁畫完成、
第一次有二十名義工參與，對我們來說是夢想
成真。」這兩年多的時間，繪畫活動有逾一百
名登記義工恒常參與，更累積了八百人次的義
工體驗畫壁畫，牆壁一次比一次大，最新那幅
有三十七米大，差不多一百人次的義工一同完成。

● 繪畫活動有逾一百名登記義工恒常參與，更累
積了八百人次的義工體驗畫壁畫，最新那幅有
三十七米大，差不多一百人次的義工完成。

在訪問中，兩人不時提及冀通過畫壁畫，
讓香港市民體會「建設所屬社區，為居住城市作
貢獻」。這座城市人人有份，通過這樣的體驗能
讓義工們更愛自己的社區。Vikky留意到義工們
的轉變，亦是他們最想讓義工們在服務當中感受
到的。「不少義工常常將『我畫畫不在行』這句
話掛在嘴邊，但經過我們不斷鼓勵、參與次數愈
多，他們的自信慢慢提升，並懂得與其他義工互
相補位，有些參與數次後更登記成為義工，並隨
隊跨區畫壁畫。」Elizabete 更期望透過他們在
香港各社區繪畫的壁畫，令熙來攘往的香港變得
更美麗、讓每天生活匆忙的市民開心，並改變外
來人對香港固有印象。「我們希望這些壁畫變成
打卡熱點，協助推廣本地旅遊業，如能成為國際
旅客的熱愛旅遊地點更為理想。」

十六幅壁畫各有特色，Vikky 和 Elizabete
也無法揀選一幅心中最喜歡的作品，「我們對
每一幅作品的印象都非常深刻，包括融合中國
文化特色的林村許願樹廣場醒獅和麒麟、長洲
國民學校的對聯；林村坪朗村繪上兒時學校小
息美好時光；東華三院鄧肇堅小學上的中華白
海豚等，都令我們非常深刻。」組織在疫情最
嚴重的艱難時期成立，Vikky 原本安排好的項目
因第五波疫情愈趨嚴重而要暫緩，「其實我們
心裏很焦急，但這些情況是人無法控制的，也
只能與學校及機構緊密聯絡；我們又在能確保
義工們安全的情況下才重新開始。」暑假過後
他們便會繼續繪畫不同外牆，「我們將於 10月
為中電變電站繪畫壁畫，未來會重啟各個受疫
情影響的社區項目。」

為香港各區環境帶來活力，將當區特色融
入自然藝術，是「畫美麗香港」的宗旨。二人
均希望通過外牆壁畫展示香港獨有的美，讓城
內的人愈加喜歡自己居住的城市和所屬社區。●有些學生主動為自己學校外

牆的壁畫添上顏色，不但繪得
快，更不捨得放下畫筆。

●三名好朋友在疫情最嚴重
的艱難時期共同創立了「畫
美麗香港」慈善服務組織，
為社區帶來更多色彩。





▼劉筱玲從小喜歡
教育，即使

兒時玩遊戲，也喜
歡扮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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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半個世紀的教育生涯，劉筱

玲贏盡教育界的掌聲、見盡歷朝教育

改革，計畫明年退下前綫的她，坦言

教育也需要隨時代、環境轉變，寄望

未來愈改愈好。

每年小一簡介會，保良局蔡繼有

學校總是人頭湧湧。即使近年移民潮

湧現，這校小一入學仍維持平均每

四千人競爭一百八十個學位，有名人

家長更曾因子女被錄取而欣喜若狂在

臉書分享。身為創校校長兼學校顧問

的劉筱玲說，相信家長是支持學校的

理念，「Every Chi ld is good at 

something（每一個孩子都有擅長的

事）。很多孩子以為自己是蠢材，以

為自己不是讀書的好手，其實每個孩

子都是獨一無二，有自己專長，毋須

人人都一樣。」

主張快樂學習、求學不是求分數

的劉筱玲，明言「一個也不淘汰」，

更稱從來沒有招攬尖子學生入讀，因

為自己的學校已經成為了狀元搖籃，

過去兩年出產了十六名IB滿分狀元，

全校超過一百人考獲超過四十分，無

論是本港或海外名牌大學無不輕鬆直

升。「我就是喜歡教書！」年過七旬

的劉筱玲談到教育就眉飛色舞。這個

狀元推手從小就愛教育，別人小時候

玩「煮飯仔」，她則扮演老師。劉筱

玲安排鄰家小朋友坐在櫈仔，自己就

拿着粉筆在木板上寫寫畫畫，佯裝上

課，然後每人派幾張紙，鄰居小朋友

假裝做功課，她自己則為對方批改給

分，「說不出為甚麼喜歡，就是覺得

很有樂趣。」

獲女兒鼓勵 當上校長

劉筱玲有六兄弟姐妹，連她在內

四名女兒最後都成為老師，不過她回

想姐妹們小時候玩的都不是扮老師遊

戲，似乎只有她自小憧憬做老師。

「六十年代，女生最流行三種職

國際文憑課程（IB）滿分狀元、藝人郭可盈、胡
諾言及徐淑敏等名人子女，以至被姜濤點名大讚有音
樂才華的新世代唱作人湯令山，全是出自本地私立一
條龍名校保良局蔡繼有學校。創校不過二十年，去年
登上全球IB成績最佳二十大，這所備受注目的學校正
是由著名教育家劉筱玲博士一手打造。說她是先鋒
教育家並不為過，她是語

文教育專家，創辦中國語文教育研究學
會，培育無數語文教師；早年亦推動圖書教
學法、中文創意默書法。在普教中爭議出現
之前，她率先研究普通話教中文的可行性，
以博士論文闡述箇中利弊。

諾

▼六十年代劉筱玲
畢業後任教

的第一間學校是橫
頭磡十九座

循道學校，目前已
拆卸重建。

▲保良局蔡繼有學
校早前舉行二十周

年

校慶開放日，劉筱
玲與學生合照留影

。

▼劉筱玲早年
在香港優秀教
育工作者選舉
中獲頒傑出教
學方法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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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筱玲每年跟
隨不同年級的

學生到世界各
地參

加學習之旅，圖
為十年級同學

的德國學習之
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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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護士、空姐和教師。」帶着老師魂

的劉筱玲理所當然執起教鞭。1964

年，她從柏立基教育學院畢業，趕上

當時的難民潮，對老師需求大增，師範

只須讀一年就可上任。「那時徙置大

廈林立，四處是學校，天台是一所小

學，大廈地下又是另一所小學。」她還

記得第一所任教的學校在橫頭磡，環

境並不算好，但學生求學的心與笑

容，從六十年代至今仍無太大改變。

一想起學生，氣質雍容的劉筱玲忽然

變得可愛起來。即使當年初出茅廬，

她對中文教學法已甚有「諗頭」，「細

路仔怕默書，我就設計出一套『愉

快』默書法，課堂之內隨時默書，但不

計分數，只為驗證學習成效。」

與學校前輩老師的傳統教法不

同，劉筱玲主張快樂學習，漸漸走出

自己的風格，令學生學得開心，她自

己也教得愉快。早在學界推行普及閱

讀前，劉筱玲已在課室設立圖書角，

將教學串連圖書、故事，設計各種教

案以圖書代替課本，以「衝破一本書

的束縛」的口號，推動以圖書學語文

的教育法，「好多家長質疑成效，擔

心學生無辦法應付考試，後來見證學

生的改變，思維變得更靈活，才願意

接受。」

九十年代的劉筱玲擔任老師已超

過二十年，資歷足夠讓她更上一層

樓，但因太喜歡前綫教學，她從無考

慮須專注行政工作的校長職位，甚至

坦言「喜歡小朋友的世界，不喜歡大

人的世界」。自言是浪漫主義者、不

為仕途打拼的劉筱玲，從老師變成校

長，全因女兒一席話。

「那時四十幾歲，女兒正在讀大

學，她叫我快點申請做校長，否則

五十幾歲，別人就不會請你。」適逢

當時教育學院復修課程導師也鼓勵劉

筱玲「做校長可以更容易實現教育理

念」。在眾人鼓勵下，她終於踏前一

步，成功擊敗數十名競爭者，成為保

良局陳南昌夫人小學校長。

營運一所學校並不容易，連串課

堂設計、課堂安排乃至學校採購、裝

修，劉筱玲都要參與，繁重的工作仍

無阻她繼續鑽研語文教學法，其最為

人熟悉的教學法是普通話教中文。

「推普教中並不等同要滅粵語，兩文

三語同樣重要。」到底「粵教中」

好，還是「普教中」好？早在九十年

代劉筱玲已進行為期五年的研究，追

蹤學生中文學習成效，發現普通話有

助提升中文學習效能。

「當時安排同一位老師教兩班不

同學生，一班用廣東話，一班用普通

話，每一班學生分為三組。成績最好

的學生，無論用甚麼語言學中文，成

績仍然標青，潮州話學中文都不成問

題；成績中等的學生會略有進步；最

大差異是成績稍差的一組，用普通話

學中文後，成績有很大進步，部分人

從不及格變及格。」這個研究結果亦

收錄於劉筱玲北京師範大學的博士論

文。

有想法、有方法，劉筱玲在學界

已小有名氣。回歸前，劉筱玲在香港

優秀教育工作者選舉中獲頒傑出教學

方法獎；2001年，政府亦因劉筱玲致

力在小學推廣中國語文教育，向她頒

發榮譽勳章。當保良局計畫開辦一條

龍私立學校時，再找上劉筱玲幫忙，

從此她當上了保良局蔡繼有學校校

長。從校舍重建的工作做起，她堅持

興建一個容納千人的大禮堂、藏書量

豐富的圖書館等，學校的一磚一瓦無

不貫徹這位創校校長的教學理念。

退休出書 談教育

還有她提倡的普通話教中文、圖

書教學法、樂器課納入正規課程、各

年級不排名的愉快學習法、小學畢業

論文制，這些教學設計全數在這所一

條龍私立學校中實現。劉筱玲另一個

身份是中國語文教育研究學會主席，

這個主席一做也是二十年，每年舉辦

兩岸四地小學中國語文教學觀摩交

流，屬當年少有。教育局亦委任及資

助學會舉辦中國語文菁英計畫，發掘

中文資優生。近年劉筱玲部署逐漸退

下火綫，去年7月她給家長和老師的信

已透露去向，從創校校長轉為全職學

校顧問，協助隨她一同創校的莊美珍

總校長接棒，明年正式退休，「退休

之後可能都會很忙，目前考慮出版以

自身經歷出發的書籍，講講香港教育

史。」

縱橫教育界半個世紀，劉筱玲從

回歸前的教育署、教育統籌局、教育

局，歷經不同朝代的教育官員，從小

學升中試、學能測驗、全港系統評

估、中學會考、高考到現在中學文憑

試，見證多次教育改革，從精英教育

發展成普及教育。她說：「教育改革

都是向好，課程可以不斷變，配合學

生能力、學習氣氛而變。」

▼縱橫教育界五十年，劉筱玲
計劃明年退下火

線，她認為課程可以配合學生能
力及學習氣氛

而不斷改變，寄望未來會愈改愈
好。

▼劉筱玲每年跟
隨不同年級的

學生到世界各
地參

加學習之旅，圖
為十年級同學

的德國學習之
旅。

當時的難民潮，對老師需求大增，師範

只須讀一年就可上任。「那時徙置大

廈林立，四處是學校，天台是一所小

學，大廈地下又是另一所小學。」她還

記得第一所任教的學校在橫頭磡，環

境並不算好，但學生求學的心與笑

容，從六十年代至今仍無太大改變。

一想起學生，氣質雍容的劉筱玲忽然

變得可愛起來。即使當年初出茅廬，

她對中文教學法已甚有「諗頭」，「細

路仔怕默書，我就設計出一套『愉

快』默書法，課堂之內隨時默書，但不

計分數，只為驗證學習成效。」

與學校前輩老師的傳統教法不

同，劉筱玲主張快樂學習，漸漸走出

自己的風格，令學生學得開心，她自

己也教得愉快。早在學界推行普及閱

讀前，劉筱玲已在課室設立圖書角，

將教學串連圖書、故事，設計各種教

案以圖書代替課本，以「衝破一本書

的束縛」的口號，推動以圖書學語文

的教育法，「好多家長質疑成效，擔

心學生無辦法應付考試，後來見證學

生的改變，思維變得更靈活，才願意

接受。」

九十年代的劉筱玲擔任老師已超

過二十年，資歷足夠讓她更上一層

樓，但因太喜歡前綫教學，她從無考

慮須專注行政工作的校長職位，甚至

坦言「喜歡小朋友的世界，不喜歡大

人的世界」。自言是浪漫主義者、不

為仕途打拼的劉筱玲，從老師變成校

長，全因女兒一席話。長，全因女兒 席話。

當時教育學院復修課程導師也鼓勵劉

筱玲「做校長可以更容易實現教育理

念」。在眾人鼓勵下，她終於踏前一

步，成功擊敗數十名競爭者，成為保

良局陳南昌夫人小學校長。

營運一所學校並不容易，連串課

堂設計、課堂安排乃至學校採購、裝

修，劉筱玲都要參與，繁重的工作仍

無阻她繼續鑽研語文教學法，其最為

人熟悉的教學法是普通話教中文。

「推普教中並不等同要滅粵語，兩文

三語同樣重要。」到底「粵教中」

好，還是「普教中」好？早在九十年

代劉筱玲已進行為期五年的研究，追

蹤學生中文學習成效，發現普通話有

助提升中文學習效能。

「當時安排同一位老師教兩班不

同學生，一班用廣東話，一班用普通

話，每一班學生分為三組。成績最好

的學生，無論用甚麼語言學中文，成

績仍然標青，潮州話學中文都不成問

題；成績中等的學生會略有進步；最

大差異是成績稍差的一組，用普通話

學中文後，成績有很大進步，部分人

從不及格變及格。」這個研究結果亦

收錄於劉筱玲北京師範大學的博士論

文。

有想法、有方法，劉筱玲在學界

已小有名氣。回歸前，劉筱玲在香港

優秀教育工作者選舉中獲頒傑出教學

方法獎；2001年，政府亦因劉筱玲致

力在小學推廣中國語文教育，向她頒力在

榮譽勳章。當保良局計畫開辦一條發榮

興建一個容納千人的大禮堂、藏書量

豐富的圖書館等，學校的一磚一瓦無

不貫徹這位創校校長的教學理念。

退休出書 談教育退休出書 談教育

還有她提倡的普通話教中文、圖

書教學法、樂器課納入正規課程、各

年級不排名的愉快學習法、小學畢業

論文制，這些教學設計全數在這所一

條龍私立學校中實現。劉筱玲另一個

身份是中國語文教育研究學會主席，

這個主席一做也是二十年，每年舉辦

兩岸四地小學中國語文教學觀摩交

流，屬當年少有。教育局亦委任及資

助學會舉辦中國語文菁英計畫，發掘

中文資優生。近年劉筱玲部署逐漸退

下火綫，去年7月她給家長和老師的信

已透露去向，從創校校長轉為全職學

校顧問，協助隨她一同創校的莊美珍

總校長接棒，明年正式退休，「退休

之後可能都會很忙，目前考慮出版以

自身經歷出發的書籍，講講香港教育

史。」

縱橫教育界半個世紀，劉筱玲從

回歸前的教育署、教育統籌局、教育

局，歷經不同朝代的教育官員，從小

學升中試、學能測驗、全港系統評

估、中學會考、高考到現在中學文憑

試，見證多次教育改革，從精英教育

發展成普及教育。她說：「教育改革

都是向好，課程可以不斷變，配合學

生能力、學習氣氛而變。」

榮譽勳章 當保良局計畫開辦 條

▼縱橫教育界五十年，劉筱玲
計劃明年退下火

線，她認為課程可以配合學生能
力及學習氣氛

而不斷改變，寄望未來會愈改愈
好。

無

圖

story_2022_09.indd   19 19/9/2022   14:03:55



NJB2209233It is a matter of discretion for individual employers to recognize any qualification to which these courses may lead.

Now accepting applications for May 2023 intake.

www.hkma.org.hk/greenwich/mgmba

3958 4800 Ms Eva Lock

2774 8527 Ms Cathy Lee

mbama.greenwich@hkma.org.hk

Information Seminar
Date Thur, 1 December 2022  
Time 7:00 pm - 8:00 pm
Mode of Delivery Webinar (a Zoom link will be provided before the event)

Reg. No.: 252208

Fully recognized in the UK
Same qualification of the home programme offered in the UK
World renowned alumnus, Professor Charles Kao ( ), former Vice-Chancellor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nd the Nobel Prize winner in Physics
Attainable in 18 months: 8 taught modules (in HK) + project (can be done anywhere)
Intensive teaching mode on weekends
Mostly assessed by coursework
Affordable: HK$116,000

MBA (International Business)

2774 8500 / 8501



香港中文大學那打素護理學院
The Nethersole School of Nursing
Faculty of Medicin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中大護理科學碩士(註冊前)課程

助你投身 專業
本港人口老齡化、慢性病年輕化及護士人手短缺問題嚴

重，政府及醫護機構非常重視護士的教育和專業發展。有見
及此，香港中文大學（中大）醫學院那打素護理學院於 2009
年開辦「護理科學碩士（註冊前）課程」。這是一項為期三
年的全日制課程，專為有志成為註冊護士的本科畢業生而設。
課程包括八個學期的理論課程及四個學期的臨床實習；學生
每年都會被安排到不同醫護機構，包括醫院內不同專科、長
者中心、幼稚園、精神康復中心等進行臨床護理實習，旨在
教導學生從多角度學習護理的藝術及科學，提升其臨床決策、
客觀思考及解決問題的能力。學生修畢課程後，將可獲中大
頒予護理科學碩士學位，同時取得香港護士管理局註冊護士
（普通科）的專業資格。

此課程採用多元高效的教學模式，課程設計靈活創新，
內容廣泛全面，除基礎護理學科外，還包括管理、倫理、法
律、社會、心理及溝通技巧等綜合科目，全方位培育護理
專才。畢業生具備高水平的專業知識和技能，於不同類
型的醫護機構包括急症醫院、康復醫院及社區服務機
構等，從事專業護理工作，他們的優秀表現及服務
熱誠獲得許多僱主、病者及其家屬的讚賞。受訪

護理科學碩士（註冊前）課程現正招生

查詢電話：3943-6220    |    網址：http://www.nur.cuhk.edu.hk/mnsp

入學申請網址：https://www.gs.cuhk.edu.hk/admissions/

網上報名：https://cloud.itsc.cuhk.edu.hk/webform/view.php?id=13653845%E2%80%8B  

課程諮詢講座

畢業生認為此課程注重培育學生的護理專業知識和技巧，教導他
們要用心關顧病者，有助實踐「全人護理」。他們很感謝課程
教授及講師對他們的悉心教導，幫助他們奠定紮實的知識基礎，
培養臨床護理專業態度和能力。他們更表示，入讀此課程不但有
助他們開展護理專業生涯，其全方位綜合培育對他們的未來發展
也大有裨益。

護理



成立紙藝品牌
年輕產品設計師

將「紙」
 融入
   生活 
傳統文化在現代社會下逐漸消

失，有一位熱愛傳統紙藝術的人希望為傳
統加入現代元素，用另一種形式展示紙張。
黃文翰（Joe）大學畢業後不甘於打工，工
作一年多後便辭職，其後更自立門戶。他發
現傳統紙藝的可塑性後決心將此推廣，加入
現代藝術元素。公司發展順風順
水，可惜受疫情打擊下，使生
意一落千丈。為了讓公司在疫
情中繼續存活下去，Joe費煞思
量，終於打算把公司轉型，將危轉
機。未來他希望繼續將紙成為創作平
台去製作不同物品。

逐漸消
人希望為傳
式展示紙張。
甘於打工，工
立門戶。他發
此推廣，加入
順

思
危轉
創作平

將「紙」
 融入
   生活 

年輕產品設計師

▲黃文翰（Joe）創業至今已經十一年。

▲立體紙藝賀卡的字及圖案非常仔細精美。

Learning Life
文：Dave   圖：受訪者提供文：Dave   圖：受訪者提供PAGE 22>22E 2GPAAGG >AAG 2PAAGEGE 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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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文化在金錢至上的資本主義下，

逐漸遭現代人輕視，昔日的藝術漸漸失傳

成為歴史。近年不少人為了保留文化的同

時迎合現代社會，將兩者混合讓年輕人更

容易接受，紙藝便是其中之一。現年

三十八歲的黃文翰（Joe），從一名普通的

「打工仔」，變成數一數二，推廣紙藝的

人物。

傳統與現代混合與與與 代代 合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統統統統統統統統統統統統統統統統統統統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現現現現現現現現現現現現現現現現現現現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混混混混混混混混混混混混混混混混混混混混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傳統與現代混合
Joe在中學時期已喜愛平面設計，早

早就讀平面設計，其後在理工大學主修機

械工程的產品工程，期間一直進修室內設

計，畢業後順理成章加入一家企業從事室

內設計工作，工作約八個月便轉行產品設

計。Joe表示，兩份工作也不足一年，加入

只為了學習各種製作流程及步驟。

二十六歲那年，Joe毅然辭職創業，

拿着一萬元申請各類創立公司的文件，惟

他坦言當時其實並未有明確方向。問及如

何維持生計，他表示，自己並不擔心金錢

問題，也並不害怕失去穩定收入，因為自

大學時期已不時接特約工作，能夠維持一

定生活水平，同時對自己充滿信心，「即

使沒有全職工作也不成問題。」他又解釋

自己創業的原因指：「打工與創業不同，

打工永遠只是製作他人喜歡的事物，而設

計者永遠也希望製作屬於自己的產品，即

使明白創業路難行，但成功製作自家產品

後的那份滿足感非打工能比擬。」既然

志不在此，不如自行創業做自己喜

歡的事。他先後創立紙藝模型品

牌 「 F i n g e r A R T 」 、

「POSTalk」和「Jw.」。

突破平面 創出立體賀卡平 立 賀卡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  創創創創創創創創創創創創創創創創創創創創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立立立立立立立立立立立立立立立立立體體體體體體體體體體體體體體體體體體體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突破平面 創出立體賀卡
Joe的公司首年以設計服務為主要收入

來源，期間不斷構思新產品。有次他回想

起自己一直喜歡傳統文化，小時候便接觸

水墨畫、燈籠等傳統工藝，而且機緣巧合

下接觸到紙藝，便萌生將紙藝加入現代元

素，「那時較多產品以塑膠製作，文化基

礎不重。」Joe坦言，在設計第一件產品時

面對不少困難。「我想做新事物，希望將

現代風混合傳統，在我腦海中幻想時認為

構思可行，但實際成品如何還是未知之

數。」面對無數個「問號」後，在公司成

立一年後，第一件屬於他的產品終於面

世。

那時，他將產品寄存在「De s i g n 

Gal le ry」售賣，因市面上同類型產品罕

見，引起企業高層買手的興趣，更有意合

作，「初初推出時反應已相當不錯。」不

久後，「住好啲GOD - Goods of Desire」

成為他的產品第二個零售點。「能夠這麼

順利，全因產品在市面上較冷門，甚少競

爭對手。」

多年來，公司每年均設計約八十件產

品，至今共設計已超過八百件。在眾多的

紙藝品中，Joe最愛在2014年設計的立體紙

藝賀卡。傳統賀卡多以平面為主，Joe為了

將賀卡融入現代藝術感，便將賀卡加入立

體元素，「如將燈泡放進立體賀卡，燈光

投射在牆壁的效果相當美麗。」Joe亦指，
然然

喜喜

品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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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體紙藝賀卡的文字非常仔細，每筆劃僅一至兩毫米，非

人手能製作，須依靠激光技術才能仔細地重現圖案及文

字。該立體賀卡的設計方向一直沿用至今，不少作品也以

當年的立體紙藝賀卡為基礎，堪稱代表作。

疫情致絕望 也帶來希望也疫疫疫疫疫疫疫疫疫疫疫疫疫疫疫疫疫疫疫疫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絕絕絕絕絕絕絕絕絕絕絕絕絕絕絕絕絕絕絕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 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帶帶帶帶帶帶帶帶帶帶帶帶帶帶帶帶帶帶帶帶來來來來來來來來來來來來來來來來來來來來希希希希希希希希希希希希希希希希希希希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疫情致絕望 也帶來希望
紙藝產品的成功引來多家企業有意與他們合作，不少

大型有名的品牌也曾主動找他們製作紙藝產品，例如賽馬

會、私人銀行、政府機構、化妝品公司等，「很多企業也

希望我們為他們製作宣傳刊物。」最近期的莫過於他為希

慎廣場製作回歸展覽。

好景不常，2020年全球颳起的疫風打沉了他。隨着疫

情席捲世界各地，旅行業停頓，經濟陷入低迷，Joe的公司

也難逃一劫。「疫情前，我們約六成生意來自零售店的旅

客，四成則企業客戶。最高峰時香港機場內有十三家店

鋪，全港達一百個零售點。疫情殺到，失去旅客，生意大

減，機場店全都關閉了，全港只剩下三至四個零售點。原

本預定在日本舉行展覽也因疫情暫停了，西班牙及法國本

來有十多個零售點也因疫情沒有了。」

這迫使Joe決定將生意集

中在企業訂造。

不過，全球經濟不景，使企業的

宣傳預算也大大減少，「在香港

第三波疫情時，原本正在與各

家企業洽談中秋節合作計

畫，全都取消訂單了，連

僅餘的四成企業生意也失

去了。」疫情前，公司原

有共三十多人，因收入減少

也只好無奈減省人手。

不過有危自有機，疫情迫

使公司成長轉型，Joe開始認真思

考公司方向。「其實之前一直想希望轉

型，但從前公事繁多，難以抽時間仔細計畫，直至疫情下

生意大減，終於令我有足夠時間每日靜心留意大趨勢。」

他亦預見旅遊業未必能短期內復甦，因此打算一改公司定

位，「由主要零售市場轉為企業訂造及文化藝術方向，現

時分別約八成及兩成。公司不再以低級製作定位，而是走

向高級藝術，與更多奢侈品牌合作。」他坦言，轉型令公

司「死唔去」，但仍有數萬件「死貨」。Joe自言，自己

屬於樂觀派，「已經做了十多年，對未來有信心，也懂得

把握機會，適時『轉彎』，在面對任何問題時也須懂得

『執生』，改變想法。」這種觀念帶領Joe與他的公

司慢慢從疫情中重生。

Joe希望未來設計走向藝術型，強調

文化氣息，與不同有名藝術家合作。「我

希望將紙成為一個創作平台，用紙藝實現

不同物品，如家用品、家具、掛畫等生活

用品。」務求將「紙」打入生活。

 
Joe將

「紙」設計成
不同家具。

▼今年希慎廣場與
Joe的公司合作，
推出香港回歸展。

▲藝術性作品是他的未來方向之一。

企業企業訂造訂造。。

▼ 今年希
Joe的公
推出香港

本預本預定定
 

加 入 射 燈
後，賀卡的圖案
投影在牆上，有
如燈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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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YNDŴR UNIVERSITY

It is a matter of discretion for individual employers to recognize any qualifications to which these courses may lead. 

(The Times and Sunday Times Good University Guide 2022)

(The Complete University Guide 2023)

(The Quality Assurance Agency)

www.hkma.org.hk/gu

2774 8563 Ms Carina Yu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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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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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學堂
PAGE 26>

Learning Life
（本文摘自《東周刊》親子天地）

「有愛家舍」在2020年由喜歡做手作的小魚（Helen）成立，製作不同類型的禮物包和

手工為主，旨在「為所愛的人送上一份有愛的禮物。」當中舉辦的捕夢網工作

坊，是運用一些簡單的素材和基本的織網方法，編織出別具特色的

捕夢網。課程可幫助小朋友思考和創作，製作出一個獨一無

二的捕夢網。

這個工作坊適合四歲或以上小朋友與家長一起

參加，不同年齡層的小朋友，亦可以選擇適合他

們想做的主題。導師會因應他們的能力分為兩大

組別，四至六歲的小朋友的組別中，多是親子

一起上堂，所以導師會教他們簡單的穿法，讓他

們能享受一起做手作的親子時光。七歲或以上的小

朋友組別中，導師會教他們學習及掌握基本的織法，

讓他們憑創意去創作自己喜歡及富個人特色的捕夢網。

教授基本織法和竅門 在四十五分鐘的課堂上，導師在上

一個個圓形掛滿吊飾和羽
毛的捕夢網，充滿美感和特色。原
來，捕夢網有悠久的傳說和歷史，它源自
印第安民族，在十八世紀時當地人用來捕
獲美夢，時至今日很多人都用來作掛飾。
有中心舉辦製作捕夢網工作坊，利用簡單
的材料和織法做出獨一無二的捕夢網，
享受親子做手作的樂趣之餘，更可以
帶回家掛在睡房，有助安心入

睡發一個好夢。

▼小朋友一起製作捕夢網，拿回家
中作掛飾，望着親手做的捕夢網，
自然容易進入夢鄉。

小朋友掛上不同吊飾，
創作不同造型的捕夢
網，每款都很cutie。

「有愛家舍」在20

手工為主，旨在「為一個個圓形掛滿吊飾和羽

乖乖進入夢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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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前先了解小朋友期望想做的捕夢網的款式，並一起討論適

合他們製作的款式；然後，向每組家庭的成員教授基本的織

網方法。當中會教製作時要注意的竅門，例如在鋼圈上繞絲

帶時要緊密一點，避免過厚或不平，以免影響捕夢網的美觀

度；另外，編織內圈綫時要有耐性和專注，因為每一

針也會直接影響網的形狀。

之後，導師會再個別教授小朋友自己喜歡

的造型，完成後會送一份捕夢網材料給他

們，讓他們回家後可以繼續享受做手工的

樂趣，製作自己喜歡的捕夢網。完成捕夢

網之後，導師會加送一個製作鬼口水的

工作坊給小朋友，體驗充滿實用性和玩

樂性質的手作經驗之外，更可以讓他們

放鬆心情、減減壓，留下美好和快樂的

回憶。

透過這個工作坊，希望小朋友能夠好好享受和父母獨有

的親子時光之餘，更希望透過織網的過程，訓練小朋友的專

注力及解難能力，因為小朋友在織網初期可能會面對一些困

難，他們要學習和父母一起經歷和面對問題，

當完成作品後便是他們努力的印證，滿

足感大增，親子關係更進一步。此

外，小朋友織網時，可以訓練

他們的手眼協調；還有，當

學習基本的織法後，便可以

發揮創作意念，設計更多

不同的作品，享受做手作

的樂趣。

製作步驟 步驟 1
步驟 2

步驟 3 步驟 4

步驟 5

▲先揀選所做的捕夢網款式。

▲然後，將預備好的內圈綫取
出，開針後便開始編織。

▲當織到一定圈數時，可以加上不同的珠
和配飾，漸漸形成一個捕夢網的初形。

▲▲最後步驟是在頂部加一個掛繩， 再利用綫把
珠子和羽毛串在一起， 再串連在早前已織好的捕
夢網，便完成。

▼務求讓小朋友享受與父母獨有的
親子時光，每次課堂只接受四組家
庭預約，以兩人為一組，讓他們能
夠全程投入及感受紓壓的一刻。

▲接着取出做捕夢網的鋼圈，亦可用膠圈，▲接着取出做捕夢網的鋼圈，亦可用膠圈，
再利用絲帶或捕夢網外圈帶，把鋼圈繞好。再利用絲帶或捕夢網外圈帶，把鋼圈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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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遺產封關逾兩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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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星島日報》藝文薈）
Learning Lifeg f

經過兩年多的艱苦抗疫時刻，全球各地逐漸「復常」，而被譽為世上最與世隔絕島嶼之一的智
利復活節島（Easter Island），在「封關」超過二十八個月後，也告在8月1日重新對外開放，讓大
家有機會再次踏足這座世界遺產小島，細味神秘的摩艾石像（Moai）文化。

復活節島復活節島重開重開

巨大人頭石像　地道宗教信仰巨大人頭石像 地道宗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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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公里的復活節島，現已成為智利的一個特別行政區，

有大約八千人在島上居住。

復活復活節島節島更因更因島上島上獨有獨有的神的神秘摩秘摩艾石艾石像，像，早在早在19199595年年

已被已被已被已被已被已被聯聯合聯聯 國教教科文科 組織列為世界界遺產遺 ，在在疫情情疫情前每前每年能年 夠夠

吸引吸引吸引吸引吸吸吸引吸吸吸引多達多達多達十六十六萬名萬名遊客遊客遊客遊客到訪到訪到 ，至至至於在於在於 8月8月8 4日4日迎來迎來重開重開後的後的

第一第第第一批旅批旅旅旅批旅客，客，客，客，客，客，便有便有便便有便有二百二百二百二百二百百三十三十三三十三 人呢人呢！

說到說說到說到說到說到到說 散落島上不同同同不同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方的神的神的的神神秘摩秘摩秘摩艾巨艾巨艾巨艾巨石像石像石像像，根，根，根根據考據考據據考古古古古

學家學學家學家學家研究研究究研究研 所得所得所得所得所得所得，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致為致為致為致為致為致致致致為公元公元公元公元公元公元公 十世十世十世世十十 紀至紀至紀至至十六十六十六、十十、十七世七世七世紀的紀的紀的紀的產產產產

物，物，物物物物 並以並以並以並並以以以以以十三三十三十三十三三十三十三世世紀世紀世紀世紀世紀世 至十至十至十至十至十至十至十至十至十至十至十至十十十六六世六世六世六世六世六六 紀紀最紀最紀最最紀紀最盛行盛行盛行盛行盛行行盛行。。

智利復活節島，向以神秘巨大的摩艾石像智利復活節島，向以神秘巨大的摩艾石像
為人津津樂道。為人津津樂道。

在復活節島Tongariki
灣，可看到一組十多
尊的摩艾石像群。

屹立祭祀平台的摩艾石像，屹立祭祀平台的摩艾石像，
表達出當地人對祖先信仰的表達出當地人對祖先信仰的
崇敬。崇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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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魚高手　擁有超能力
這些以人頭像為主角的巨石雕刻，全盛時期據說有接

近九百尊，據當地居民表示，摩艾石像雕刻的都是他們的

祖先，因為他們深信族群中德高望重的族長、長老及捕魚

高手，都擁有名為「Mana」的超能力，為保存他們死後的

「Mana」力量，便會將其埋葬於祭祠平台並在上面安放巨

大的摩艾石像，藉以繼續守護眾人，所以這些摩艾石像除

盡是人頭像，更是朝向村子、背海而立的。

據說復活節島的摩艾石像文化，曾一度因族群間的競

爭而變得愈來愈巨大化，動輒可高達二十米、重逾八十

噸，可是部分巨像便因搬運至祭祀平台時出了亂子而流落

山頭；有些則因政權交替而被推倒及破壞；有些便敵不過

日曬雨淋及自然變化而受損；再加上摩艾石像的「Mana」

信仰沒落，自十七世紀開始便無以為繼。

至於今日大家能在島上看見的四十多尊石像，均是經

考古學家修復後設置的，繼續成為復活節島上的守護者及

吸引遊客的瑰寶。

要留意是現階段有意到訪復活節島，旅客除必須已經

完成接種新冠疫苗，更須持有二十四小時內的核酸檢測陰

性證明，方可登上逢星期四及六由聖地牙哥飛往該島的智

利航空內陸客機。

1868年，四噸
重 的 H o a 
Hakananai'a
摩艾巨像被偷
運到英國獻給
維 多 利 亞 女
皇，現正成為
倫敦大英博物
館的展品。

直至10月31日，
台中大里藝術廣
場 與 M e r c i 
Design攜手打造
有三十四尊仿摩
艾石像的復活節
島Dum Dum出
沒裝置藝術展。

在泰國七岩、
Suan Phueng
及Khao Kho三
地，都可找到
以超巨大摩艾
石像裝飾為賣
點 的 M o a i 
Cafe，是打卡
熱點。

在日本九州宮崎縣日南海岸的Sun 
Messe日南，便可看到獲復活節
島官方認可授權構建的七尊日本
版摩艾石像。

美國當代藝術
家兼樂高大師
Nathan 
Sawaya曾在美
國達拉斯舉行
的 樂 高 藝 術
展，展示以樂
高積木砌成的
摩 艾 石 像 模
型。

目前在復活節島仍可看到四十多尊石像。

復活節島在8月4日重開，吸引
二百三十位旅客來訪。

屹立島上的摩艾石像，每一座都
是歷史悠久的文化遺產。

story_2022_09.indd   29 19/9/2022   13:55:38



敦煌壁畫傳頌過千載，世遺級的藝術瑰寶震撼人心，珍貴洞窟恍如通往古代的時光隧道。香港與
敦煌有緣，繼2014年及2018年後，由香港文化博物館與敦煌研究院三度合辦的《香港賽馬會呈獻系
列：敦煌——千載情緣的故事》，經已揭幕， 通過浸沉式場景展示多件文物珍品，還有首現香港的榆
林窟第25窟一比一複製洞窟，以全新方式讓大家探尋傳奇敦煌故事。

走進敦煌石窟千載情
科技重新演繹

敦煌石窟素有「沙漠中的大畫廊」的美譽，除了壁

畫，洞窟內還藏有大量文物，是古代藝術文化寶庫。今

次展覽展出五十件源自北魏至明朝敦煌出土文物，還有

多幅臨摹絹畫及複製洞窟，當中的榆林窟第25窟一比一

複製洞窟，更是首次在香港曝光。香港文化博物館總館

長盧秀麗表示，三次敦煌展涵蓋意義不同：「第一次展

覽（2014年）是百科全書，第二次（2018年）好比電子

書；今次展覽以雜誌式呈現，將敦煌故事慢慢解構。」是

次展覽將敦煌文化最精髓，或過往較少人留意的部分，尤

其是「經變」畫中的天地人元素，通過科技動起來，讓觀

眾如走進敦煌壁畫故事中。

▲由百幅敦煌壁畫特寫構成的時光隧
道，解說三個不同故事：「人間萬
象」、「佛陀故事」及「功德無量」。

▼《香港賽馬會呈獻系列：敦煌——千載情緣的故事》展覽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香港賽馬會呈獻系列：敦煌——千載情緣的故事》展覽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
二十五周年誌慶活動之一。二十五周年誌慶活動之一。

▲《觀無量壽經變圖》來自莫高窟，是盛唐時期淨土經變的代表作之一。▲《觀無量壽經變圖》來自莫高窟，是盛唐時期淨土經變的代表作之一。

people
本文摘自《星島日報》 藝文薈PAGE 30>

藝文有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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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製洞窟固然是

焦點打卡位，大家也

不容錯過敦煌研究院

借出、首次在港曝光

的文物——彩繪大日

如來佛鎏金銅頭像

（公元八至九世紀）。首度外借展出的銅頭像，屬於國家

一級文物，是吐蕃後期的銅雕造像，造形充滿異域色彩，

深受當時吐蕃及印度佛教文化影響，展現了多元文化的藝

術盛世，也反映了吐蕃皇室對佛教的重視。

榆林窟第25窟首曝光
過往兩次敦煌展較着重介紹莫高窟，其實位於甘肅省

瓜州縣的榆林窟，規模僅次於莫高窟，兩窟並稱「姊妹

窟」，保存了盛唐風韻，亦滲入吐蕃文化的新養分，可謂

敦煌石窟的奇葩。首次在港展出的榆林窟25洞窟，以一比

一實景複製、東南西北壁四面展示，包括東壁《八大菩薩

曼荼羅》、南壁《觀無量壽經變》、西壁《普賢變與文殊

變》及北壁《彌勒下生經變》。利用繪畫形式通俗地表現

深奧佛教經典，為之「經變圖」，觀眾可先通過互動屏幕

看精讀，能更易理解畫中含義。

曾數度拜訪石窟的敦煌之友副主席李美賢老師，也讚

歎複製洞窟之逼真：「為保護古迹，石窟現場參觀時間非

常有限，又不容拍照，十分鐘內便要匆匆離場。如今複製

洞窟可任由欣賞，令人如置身現場一樣。」李美賢是經變

圖專家，一幅壁畫可解說個多小時而無悶場，她推介《彌

勒下生經變圖》，畫中每個場景可對照經書，精細畫功描

繪了古時民間生活細節，例如吐蕃與漢族通婚，婚禮有男

跪女揖（男拜女不拜）的習俗，當時又流行女着男裝，令

人眼界大開。

出自莫高窟第172窟、盛唐時期的《藥師經變圖》，也

是李美賢的推介展品，她表示此壁畫殘破最少，保存狀態

最好，豐富構圖充滿層次，表達了唐朝建築之宏偉；人物

描繪亦細膩，樂隊陣容是眾壁畫之冠，令人目不暇給。展

覽小冊子背面正是《藥師經變圖》拉頁，此經具有消災除

病功效，值得收藏。

浸沉於古代靈山秀水
複製洞窟旁邊的「山水之間」展館，通過多幅數碼山

水畫，展示古代靈山秀水。展館的浸沉式投影結合配樂，

讓人如遨遊於古代青山綠水之間。香港文化博物館館長

（歷史）王家敏不諱言花了大量時間打造這讓人走進去的

古迹場景：「敦煌壁畫及部分文物都難以外借展出，故香

港觀眾都期待以多媒體方式作全面感受，比起過往兩次，

今年確是運用了最多Art Tech技術。」說到要將敦煌壁畫動

起來的最大挑戰，是需忠於原著，幸有多位敦煌專家從旁

指導，令展覽可原汁原味呈現。

臨摹絹畫也是今次展覽的焦點，整個展館以《報父母

恩重經變》絹畫為題，用浸沉式投影及數碼技術，重新解

讀儒家孝道融合佛教的絹畫。《報父母恩重經變》絹畫出

自莫高窟第17窟北宋時期，為內地現存幅面較大，且有明

確紀年的絹本佛畫。絹畫正中是佛陀及觀世音，兩側有

十五則連環故事圖，娓娓道出父母養育子女成人的艱辛，

包括懷胎十月、生老病死等人生階段， 將孝道與佛教看

齊。若想向父母以畫傳情，還可利用AR技術，製作寫有自

己句子的AR心意卡。

▲大日如來在密教中被視為最上根本
佛，其巨大尺寸及精湛功藝，反映了吐
蕃皇室對佛教的重視。

▲出於唐代的木雕坐佛像，展現出盛唐
時期「人物豐濃、肌勝於骨」的造型特
徵。

▲參觀人士可製作AR心意卡，向
親人表達心意。骨」的造型特徵。

▲香港文化博物館館長（歷史）
王家敏、香港文化博物館總館長
盧秀麗、香港敦煌之友副主席李
美賢，攜手主持展覽開幕儀式。
（由左至右）

▲榆林窟25洞窟首次在港展出，▲榆林窟25洞窟首次在港展出，
是今次展覽的焦點所在。是今次展覽的焦點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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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僱視

講僱視

強勢登場!

 「北上尋金大灣就業全接觸」-
大灣區工作文化及生活日常

「配音員有嘢同你講」- 
「工」成「薪」進招聘進修展
 

立即click入
嚟睇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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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美國在不斷加息，樓宇按

揭貸款利率由低於一厘上升至兩厘左

右，每一百萬元貸款，分三十年還，

每月供款只是三千七百元。價值六百

萬元的樓房，也只是每月供款二萬

四千元左右，如果家庭入息有六萬元

左右，這供款水平還是可以接受。

由1997年至今，香港人的人工

中位數上升了百分之五十，但樓價卻上升了百分

之八十左右。筆者當年還很年輕，覺得當年樓價

完全脫節，而當時的中產階級都認為樓市是一個

泡沫。但用上述的例子，今天借六百萬元去買

樓，每月供款仍然可以負擔得起，當中的分別是

甚麼呢？

九七時，嘉湖山莊的樓價達每呎四千元，

而一層樓需要二百多萬元，而市區樓如麗港城就

要雙倍，約五百萬元。那時中產家庭都有每月約

四萬的收入，但卻知道這是一個泡沫。因為當年

的利率約十二厘，而且只能做二十年的按揭，

五百萬元的貸款每月要還五萬五千元，全份收入

都不夠供樓，所以樓價拾級而下，直至2003年

沙士的最後一擊。

過去二十多年，我們習慣了在一、兩厘的

環境下生活買樓。現在的按揭利率都只是兩厘左

右，實在很低。如果美國這場由十多年前開始，

直至今天的科技帶領的經濟繼續增長，聯儲局可

能會繼續加息，形成一種趨勢，利率升至五、六

厘亦有可能。那麼樓價就不可能維持在這水平，

因為每月供款會上升接近百分之五十，供開三萬

元的變成要供四萬五千元。

這不是供求有變，亦不是甚麼剛性需求，

也不是大陸人是否再來香港買樓，甚至不是香港

人的人工是否還在增長，亦未必跟移民人數多寡

相關，連同土地供應的關聯亦談不上！這只是高

息環境與低息環境之分別。不僅如此，隨着利率

上升，存款或債券等投資亦變得更吸引，資金流

向亦會有所改變，對樓價會更加不利。

香港過去三代人都認為一層樓就可以退

休，兩層樓就安枕無憂，今天仍然流行這曲調。

從八十年代至九七是本地經濟增長及人工飆升帶

來樓價的升幅，2003年沙士至2022年是由美國

利率長期偏低、加上金融海嘯而帶來的便宜資金

所驅動的樓市。那麼未來二十年究竟會是甚麼新

的驅動力呢？是利息再低、供應再減少、中國經

濟爆升、香港經濟再轉型而帶動人工上升、大量

新資金湧入？筆者真的不知道，只能留待歷史去

說話吧。

高息年代與低息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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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熱線：3181 3187   　傳真：3181 3300   　電郵：enquiry@eduplus.hk

www.EDUplus.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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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資訊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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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Uplus.com.hk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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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 GO

‧海外升學展 

‧學士課程展

‧本地升學展 

‧高中畢業生出路講座

全方位升學及
生涯規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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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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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若提到大量出現在金融、

商管文章的關鍵字，應當ESG莫

屬。根據摩根士丹利資本國際指數

（ M S C I ） 與 彭 博

（Bloomberg） 研究顯示，2020年

E S G 全球股票指數成長率為

280.3%，遠高於傳統型股票指數成

長率230.2%，顯示全球投資市場對於ESG的投

資逐漸開始重視；而在ESG債券方面，發行量也

逐漸上新高，瑞銀統計全球在2020年ESG債券發

行規模總金額超過四千億美元；綠色債券市場規

模超過一兆美元。

所謂ESG，有專家稱為永續投資，源自

2005年聯合國的《Who Cares Wins》報告，當

中提出企業應該要將環境（ Environmental ）、

社會（ Social ）、公司治理（ Governance ）三

項指標納入企業運營的評量標準，除了促進企業

永續經營之外，亦能替社會、環境與經濟帶來正

面效益，並讓企業有效實現企業社會責任

（CSR，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ESG成為企業發展一個新標準已是毋庸置

疑，若企業不永續就會被淘汰，當中有包括全面

性法規修改、社會氛圍改變、科技強化ESG落

實、ESG投資將成主流等四大趨勢。 以美國戴

爾科技集團（Dell）為例，他們宣示到了2030

年，所有產品50%以上的材料及100%的產品包

裝，採用回收或可再生材料，創造循環經濟及永

續環境，其次是擁抱多元共融的企業文化。戴爾

透過科技與數據的力量，無論從產品的設計研

發、到生產製造、乃至服務，都力行永續發展。

此外，金融科技對驅動ESG發展起了關鍵

作用，金融機制導入科技，可以有效實踐普惠金

融，跳脫現有模式；並協助中小企業的融資紓困

與供應鏈管理等問題，例如英國利用金融科技、

實現普惠金融的機制。英國在疫情期間，透過開

放銀行（Open Banking）形式，串聯多間金融

機構提供跨機構借貸與債務的整合服務，讓中小

企業得以適時紓困。

共享經濟的概念雖然已存在多年，但隨着

數碼科技的蓬勃發展，5G、AI、雲端、區塊鏈

等數碼科技應用使得共享經濟日趨成熟，透過加

強資料分析與運算或是利用AI做預測，有助於企

業落實永續發展，並具體邁向實踐永續的承諾。

科技
成為推動ESG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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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熱線：3181 3181
網絡覆蓋地上地下  搵好工唯有《JobMarket求職廣場》    
每周一、二、三、五於指定港鐵站或人流熱點免費派發
讀者人數最多#！廣告最強*！No.1招聘雜誌

JobMarket 求職廣場
# 根據Ipsos Media Atlas 2015年度第一季度至2021年度第二季度調查結果，JobMarket為全港最多讀者人數之招聘雜誌

* 根據admanGo 2014年度至2021年度調查結果，JobMarket為全港最多廣告之招聘雜誌

‧中環站
‧金鐘站
‧銅鑼灣站
‧柴灣站

‧九龍塘站
‧樂富站
‧黃大仙站
‧鑽石山站
‧彩虹站
‧九龍灣站
‧觀塘站
‧藍田站

‧馬鞍山站 
‧第一城站 
‧元朗站 
‧天水圍站 
‧屯門站

‧葵興站
‧荔枝角站
‧長沙灣站
‧太子站
‧旺角站
‧油麻地站
‧佐敦站
‧尖沙咀站

‧粉嶺站 
‧大圍站

‧坑口站

‧青衣站
‧東涌站

2022年1月25日起

**流動派發點將因應市場情況而改動或增減

‧荃灣站A出口
‧美孚站A出口
‧葵芳站D出口
‧沙田站B出口巴士總站
‧紅磡站A1出口
‧旺角東站新世紀廣場
 往花園街行人天橋

‧上環地鐵站E2出口
‧灣仔站A5出口往政府合署天橋
‧北角站B1出口
‧鰂魚涌站A出口
‧太古站A2出口
‧寶琳站A1出口
‧啟德站A出口 

及

一站式搵工、增值、職場
資訊平台！手機一按即通！

電子版《JobMarket求職廣場》同步
於 www.jobmarket.com.hk 出版，
原汁原味，電腦手機隨時睇到！

輕鬆透過 WhatsApp 
搵工聯絡老細！
天下好工，唯快搵妥！

連續7年招聘廣告量*，讀者人數全港No.1#

‧灣仔  ‧西營盤  ‧北角 ‧新蒲崗  ‧觀塘 
‧長沙灣  ‧上水 ‧沙田  ‧大埔　  ‧荃灣
‧屯門　  ‧東涌  ‧天水圍  ‧建造業招聘中心

銷售醫護飲食美容物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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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中富有
俄烏大戰又新冠肺炎，再加上美

國多年來印銀紙去解決經濟問題，全

球通貨膨脹愈來愈厲害，未來日子可

能更難過了。華為老總任正非告訴大

家未來要努力活下去，但是怎樣活下

去？努力賺錢？

我們時常聽見很多富翁如何賺取

第一桶金的故事，然後賺更多的錢，

累積財富。

Tesla創辦人馬斯克（Elon Musk）雖然貴

為全球首富，但生活節儉，曾被女友抱怨居住廉

價屋，而且曾經連續八天都是吃花生醬。美國首

富馬斯克的媽媽時常鼓勵孩子們應該做自己想做

的事，而不是為了賺更多的錢。她指馬斯克也遵

循教誨，不執着於累積財富，感歎他沒有自己的

房子，又透露拜訪兒子位於德州SpaceX基地附

近組合屋時，也只是睡車房。

對於馬斯克做太空船或電動車，他的母親曾

經不看好。回想當時，她笑言「他沒有聽我

的」，但馬斯克堅持做到他的夢想。

美國首富馬斯克在上述故事中生活節儉，

沒有自己的房子，母親到訪也只可睡車房。但他

做自己想做的事，堅持夢想，所以從他身上看到

節儉是美德，要成功便要堅持夢想。

知足常樂
這又讓我想起另一個故事，有一個富翁到

小鄉村遊，見一農夫辛勤工作後，悠然地望着日

落吃喝，他鼓其如簧之舌，游說他如何加倍工

作，增產致富，那農夫問他有了更多財富對生活

有何改進，富翁便說農夫有了更多錢，可以悠閒

地享受人生。農夫說，他現在工作時認真工作，

公餘時悠然地望着日落吃喝，也是享受人生，感

到快樂滿足。

沒有兩個人的人生是一模一樣，享受人

生，感到快樂滿足未必等於賺更多的錢，累積財

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有努力，有夢想，有

付出，有收穫，可能令凡人的我們更快樂和滿

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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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評

經典品牌　各有段古

這邊廂，蓮香樓結業、珍寶沉沒，香港一個又一個老字號從此消失；那邊廂，日本人

對在車站旁、空間侷促、不用排隊、想吃就走的中華料理，極力保護。

「要是錯過了今天，假使只過了半年，這家店說不定也已經收起來了。」作者北尾杜

呂從學生時代就光顧的、在高圓寺站旁的中華料理店，在成為花甲阿伯之後，也終於關門

大吉了。他決定尋訪町中華的美味記憶，讓昭和少時的熱血青春，在新的令和寫成豐足的

飲食史。

森永牛奶糖原來是天使帶來的天堂美味？不二家是造成白色情人節的禍首元

兇？隱藏在品牌裏的「人物」與「故事」，成為跨越時代永存不滅的經典。

資深專欄作家李仁毅蒐集了多個日本品牌的傳奇故事，時代背景橫越幕府鎖

國、黑船來航，以及影響日本深遠的關東大地震。在歷史的更迭中，看見心懷夢想的

人們如何創立這一百零一個代代相傳的經典品牌。

老店不死　刻骨銘記

書名： 《歡迎光臨町中華：昭和
時代最懷念的味道》

作者：北尾杜呂

譯者：林詠純

出版社： 馬可孛羅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售價：港幣113元

書名：《原來如此！日本經典品牌誕生物語》

作者：李仁毅

出版社：河景書房

售價：港幣117元

<PAGE 38

onepage_2022_09.indd   38 19/9/2022   13:47:26





Tour CN /
CN Tower,
Ontario

Saturday & Sunday

1-2 October 2022
10:30am - 4:00pm
Island Shangri-La, Hong Kong
Admiralty

金鐘  港島香格里拉大酒店

Education
in Canada 
A World of Possibilities Awaits 

Free admission.  For more information:
www.educationcanada.hk

EduCanada Fair
in Hong Kong
加拿大教育展
Organized by 
The Consulate General of Canada 
in Hong Kong and Mac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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