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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留學指南 開拓移民之路
2023海外升學及高等教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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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Sophie 圖：受訪者提供

陳筱芬教育博士

近年再度掀起負笈海外的熱潮，其中加拿
大移民部推出的「港人救生艇計畫」，容許港
人以升學或工作途徑換取加國居留權，令人嚮
往。另外，英、澳、美等熱門升學國家，也是
一直備受家長、學生關注。如計畫到外國升學
的話應掌握升學的最新資訊，預先作部署。星
島新聞集團旗下Eduplus.hk將於3月25日（星期
六）舉辦「2023海外升學及高等教育展」，由
多位升學專家講解熱門國家的升學途徑，以及
在不同階段留學的入學要求、升學及選校須
知、面試攻略等，助高中、大學畢業
生及職青規劃升學及移民前
景。

Entry），取得永久居留權。

至於有意升學移民至英國或新加坡，Fanny提到，在英

國完成大學本科及以上課程的留學生可申請畢業生工作簽證

（PSW簽證），畢業後留在英國兩年工作和生活，沒有任

何工作崗位的限制。「若有意移民英國，可把握機會尋找符

合技能要求的工作，將PSW簽證轉為工作簽證。」至於赴

新加坡升學的，學生在當地居住兩年或以上並通過國家級考

試後，可以申請成為永久居民。

升學移民　及早規劃

加拿大移民部早前宣布延長「港人救生

艇計畫」中開放式工作簽證（Open Work 

Permit）的申請，亦擴展了申請資格，

協助更多港人取得永久居留權。《移居

英國升讀公立學校全攻略》作者及出版

人陳筱芬教育博士（Fanny）指出，

OWP的申請資格放寬至過去十年內在認可的課程

中畢業，但工作移民（Stream B）移民的申請人須在遞表

日起計算，於過去五年內在加拿大或海外完成獲認可的課

程。「現時夾在兩難之間的是2016 / 17 / 18年的畢業生，

他們符合資格申請OWP，但在工作一年後申請PR時就變成

畢業超過五年！即使成功申請OWP，他們不能透過Stream 

B的途徑獲得PR。」不過她補充指，上述年份的畢業生可

嘗試循其他移民政策，如快速移民通道（E x p r e s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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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着重全方面發展 

麥理博精英教育主席何永釗教授

指，英國教育着重培養學生全方面發

展，如體育、藝術、音樂、語言、創

新等。英國學制中三至中五是三年完

整的GCSE課程，他建議可安排學生

於中三時留學。「中三階段入學沒有

太大的應試壓力，學生有機會接觸到新的語言、運動，以

及軍訓等體驗，亦可利用該年的時間適應新環境、提高英

語能力、培養獨立自主的能力，升讀至中四、中五時集中

完成GCSE考試。」而升讀英國私立寄宿學校的學生除了

接受全面栽培，當中的精英教學比公立學校有優勢，有專

門針對牛津劍橋或熱門學科如醫科、法律等的入學指導，

並提供高質量的學習資源及良好學習氛圍。

至於赴英升學的學生須適應文化上的相異方面，何教

授指，「英國人的一些文化觀念與香港不同，例如在飲食

生活文化上，英國人平時會覺得喝水喉水沒有問題，但另

一方面又對餐桌禮儀十分考究。」他建議學生應主動與同

學交流和分享，理解不同人與文化差異的來源，若在融入

學校環境的過程中遇到不順意的事情，可嘗試與舍監、學

長及升學顧問分享和尋求意見。

 視乎終極目標 選擇留學國家 

寰雅教育集團首席顧問Steve Lo指

出，「現時考慮出國留學的大部分學

生及家長，會以將來畢業後想在哪個

國家發展、哪個國家較容易申請永居

為主要考量，繼而再選擇合適的專

業、學府及課程。」因此，他建議在

選擇留學國家時，主要考慮因素是留學的最終目標—海

外發展及移民或回港發展，或是學生的心儀的專業學科。

他續說，學生的性格、處事能力、成績程度亦是重要的考

慮因素，以及家庭經濟能力、留學國家的天氣及生活環境

等。

Steve分析指，英、澳大學一般本科學位為三年制，而

加拿大大學則主要為四年制。若選讀香港學生熱門的科目

醫療專業，如物理治療及職業治療等，英國為三年、澳洲

為四年、加拿大則普遍要六年，三地留學的分別更明顯。

至於學生在大專大學的學習及日常處理事情層面上，英、

澳的學校支援及安排較强，而加拿大雖提供適當的學校支

援，但需要學生有更大的獨立處事能力。

謝貫姿

Steve Lo

何永釗教授

A-Level Vs Foundation   
如何選擇？

EF海外課程總監謝貫姿（Jeannie）

建議中五赴英留學的學生，可按照升學

目標、學術能力及家庭的經濟能力，

從英國高考（A-Level）及大學基礎課

程（Foundation）作出選擇。大學基

礎課程要求學生考獲指定的校內成績

便可升讀至目標大學，Jeannie指出，課程的目的性較強，

學生毋須赴考公開試，學業壓力相對較低。學生除了學習

到大學學科內容，亦有專為國際學生而設的英語課程，助

學生打好英文基礎。其升學選擇不乏英國著名大學，如布

里斯托大學、華威大學等。「若學生計畫入讀頂尖大學、

G5，或一些競爭大的科目，一般會建議學生入讀

A-Level。」她提醒，入讀A-Level的學生需要更高的應試能

力，亦應考慮到其英語能力及適應學制問題。

在留學費用方面，寄宿中學的兩年制A-Level，一年學

費及寄宿費約港幣四十萬至五十萬元；而大學基礎課程屬

一年制，一年學費及寄宿費約三十萬至三十五萬元，兩者

費用有明顯差別。Jeannie補充，就讀A-Level課程的學生

可得到較全面的學校支援，亦可參加校內不同的課外活

動，提升個人履歷，享有完整的校園生活。

 修讀職業技能 移澳不二之選 

天達海外升學中心高級經理何卓彥

指出，澳洲政府推出畢業生工作簽證，

並專為港人推出永居計畫，學生在當

地就讀最少兩年學士或以上課程，便

可申請移民，為低門檻的移民途徑。

此 外 ， 留 學 生 亦 可 修 讀 文 憑

（diploma）申請移民，但科目會要求為特定職業技能，如

廚藝、幼兒教育或技工類別。他提醒，修讀學士學位申請

移民是較穩定的方法，因後者須視乎當地人才需求，某些

學科或會在留學生就讀期間從清單上取

消。他另提到，港人赴澳洲升學的熱門科

目持續是醫療保健類別，包括有醫科、獸

醫、物理治療、職業治療、護士、放射治

療等，而近兩年亦多了有關入讀電腦科

學、資訊科技、程式設計及工程的查詢，

另外亦可考慮入讀專業商科如數據分析，

以較易在當地獲得就業機會。

何卓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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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術型人才需求大 

加拿大持牌移民顧問RCIC Venus 

Ng提到，加拿大推出「香港通道」

的Stream A所獲得認可的專上學

院，課程大多是實用為主。當中部

分課程設帶薪實習（co-op），因加

拿大就業着重學生的相關工作經

驗，建議學生可按照時間分配及個人需要，選擇是否報讀設

co-op的課程。此外，加拿大移民局列表顯示當地近年高需求

的職業，符合列表內的職位可於傳統移民計畫獲取更高分

數。Venus又提醒，溫哥華或多倫多等城市的生活成本較

高。「一家大小移民可視乎當地的學習環境，入學人數會否

多為港人或華人，這些地區會以新移民為主。」若想要一個

純英語的環境，她建議可考慮過往亦有港人移居的倫敦、埃

德蒙頓及維多利亞等。她續說，雖則大城市的工作機會多，

其競爭亦相對大，當中移居港人或會應徵相同類型的工種。

除了上述多位升學專家外，前香港

信義會宏信書院IB學校總校長、現任深

圳曦城協同國際學校及前海區港澳子弟

國際學校總校長封華胄博士，亦會應邀

出席2023海外升學及高等教育展，分享

國際教育（IB課程）如何裝備學生面對

成長、升學及個人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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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3月25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10時至下午4時30分
地點：香港康得思酒店7樓宴會廳
（旺角站C3出口）
查詢：3181 3322
登記入場及詳情：
www.eduplus.hk/oef3

Fanshawe College：主要校區為安大略倫敦市，提

供超過二百二十個大專及本科課程，以及超過五十個研究

生文憑課程。學校的課程以就業為導向，涉及十一個專業

方向，涵蓋了倫敦市及加拿大當地的就業市場需求，畢業

生整體就業率達至九成。此外，超過六十個專業課程提供

帶薪實習，亦有七成專業課程

設實習。

Venus Ng

封華胄博士

編輯推介：加國優質公立學校
Algonquin College（AC）：是加拿大安大略省東部

最大的公立學院，提供超過三百個課程，範疇覆蓋工程技

術、健康醫療、警務安全、旅遊酒店休閒、媒體及設計、

社區相關、商業以及唯一建有獨立建築學院。學校大部分

的課程提供實習，每年亦舉辦多次求職會，並專門設有

Co-op Centre，提供修改

簡歷、面試建議等的求職

協助。根據學校數據，

AC畢業生的僱主滿意度

長期保持在96%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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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星島日報》每日雜誌

力
爭
亞
運
奧
運
入
場
券

訪問當日，楊文蔚接受物理治療

後趕來。征戰港隊十三年換來一身傷

患，但以近年這兩次情況最嚴重。

2019年5月，她的右腳阿基里斯腱撕

裂，康復後遇上疫情，近兩年沒參

賽，及至去年5月復出參與葡萄牙賽

事，即以一點七米的成績奪得亞軍。

惟相隔一個月，她出戰本地賽，首戰

即因膝傷退出，最後發現左膝十字韌

帶撕裂要做手術，最少需半年至九個

月時間康復。頑強的她撐着枴杖進行

治療，透露近日已進行單腳跳、打側

跳及跑彎訓練，「期待7月前跳出一點

八米的成績，取得亞運資格。」她

指，過去曾跳出一點八米，相信康復

後亦可達標。

操練過度 
腳傷嚴重險退役

她解釋，今次十字韌帶撕裂因右

腳舊患引發，21年時右腳復康未做

好，於訓練及比賽時多用左腳腕借力

導致過勞。去年出戰葡萄牙賽事時，

左腳腕全程紮住，當見到「師妹」輕

易做到訓練要求，自己敷冰上陣力不

從心，十分難受，最後更弄傷左膝的

跳高女將楊文蔚近日忙於復操，力爭出戰9月的杭州亞運。
過去三年，她經歷兩次嚴重腳部傷患，幾乎退役。養傷的日子，
她重新面對自己，發現過去太看重得失，往往抱破釜沉舟心情
「頂硬上」，換來一身傷痛，效果也不似預期。現在的她坦言變
得「佛系」了，求進步初心未變，但學懂隨遇而安，「過去對自
己太苛刻，現時每次完成訓練都給自己掌聲，因為每次都是一次
勝利。」正如電影中的主角，總要經歷跌宕，才從谷底反彈，期
待破繭而出的楊文蔚，給二十八歲的自己定下三個目標：爭取亞
運及明年奧運入場券，以及刷新香港紀錄。 

前十字韌帶，出現70%創傷。教練告

知這兩次嚴重傷患足以讓她退役「收

山」，她亦反思，傷患與操練過度有

關，過去對得失看得太重，「訓練做

得不好，又抱破釜沉舟心情頂硬上，

結果頂到十字韌帶斷了。」身心超負

荷，發揮不出水準，失落獎項，失望

而回。不過，鬥志旺盛的她勸勉自

己，既然賽果不能控制，便調節心

態，以往一個動作重複做數十次，甚

至過百次，現時只做十次，讓自己珍

惜每次機會，「每次完成訓練都給自

己掌聲，要對自己好一點，因為每次

都是一次勝利。」

這次重傷如一面鏡子，讓楊文蔚

找到自己的痛點。重新出發，她嘗試

「佛系」人生，「學會隨遇而安，有

些事當你愈想得到便往往落空；每每

▲楊文蔚去年7月手術後撐着枴杖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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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放心上，便會達成願望。」思想

放開了，她亦深知機會只留給有準備

的人，未來打算到南韓，跟隨東京奧

運取得男子跳高賽事第四名的南韓選

手受訓，力爭於7月前出賽取得亞運

入圍資格。訪問中，她說得最多的是

「對自己要求高，希望每次出賽都有

進步」，這一切反映在她右前臂的

「aim higher」（力爭上游）紋身

上。該紋身是2016年，她轉為全職

業運動員時特意刻上，提醒及激勵自

己矢志實現目標。2016年3月至2017

年4月，楊文蔚四度打破香港紀錄，

由一點八一米跳到一點八八米，這個

紋身都和她一起見證。

頌缽學放鬆  
看淡得失壓力消失

樣貌標致、身形高䠷，為楊文

蔚贏得「跳高女神」的稱號，加上成

長的不愉快經歷，讓她成為大眾談論

話題。回首過去，她坦言成名後，很

在意別人的批評，會整晚瀏覽討論

區，當看到負評便耿耿於懷，糾結為

何被人惡意點評。近年傷患纏身，反

令她成長，看淡批評，但要走出壓力

並不容易。她說，過去很在意獎牌，

但會刻意提醒自己放棄有關想法，反

而成了壓力來源，現時看淡得失，壓

力卻消失了。近年，她透過樂器頌缽

認識自己，她指，敲響頌缽可以讓人

放鬆，為心靈提供一個釋放空間，

「更重要是在頌缽師這位智者引領

下，敞開心扉跟自己對話，洗滌心

靈。」

前年，楊文蔚於香港大學工商

管理學系畢業。主修市場學的她去年

開設網店，售賣自家品牌設計的產

▲跳高女將楊文蔚近日重新面對自己，學懂隨遇而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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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並於社交媒體透過趣味圖文推廣

運動好處，盼吸引年輕人多做運動。

其實中學時代，楊文蔚已在網上賣

衫，賺取生活費。這份滿足感讓她有

志從事市場推廣，現時開網店及在社

交媒體撰文，是她實踐市場學理論的

試金石。

盼成港首名女運動員 
跳過一點九米

生於破碎家庭，她慶幸多年來沒

有學壞，也一直做着自己喜歡的事。

回想學生時代跌撞走來，最初憑身高

及彈跳力的天賦打排球、習跳高，直

至遇上啟蒙的田徑教練溫達勇，才領

她走入跳高的大世界，找到人生位

置。她直言，自己中學時改變最多，

找到人生目標，因此很喜歡到中學辦

分享會，同時亦在體育雜誌寫專欄，

希望其經歷可啟發年輕人。

楊文蔚的故事從來都是一齣勵志

電影，由街童、廢青到香港紀錄保持

者，到現時處於運動生涯低谷，她從

不放棄。二十八歲的她直言，正處於

跳高運動員的黃金年齡，無論技術發

揮及身心狀態都更收放自如，期待破

繭而出，再創高峰。身高一米七三的

她一直志向高，除希望取得今年亞運

入場券，更渴望成為首名跳過一點九

米的香港女子運動員，再挑戰明年奧

運的參賽資格。她坦言並不容易，但

會努力朝目標進發。

▲除了取得9月亞運及明年奧運入場券，楊文
蔚希望創造一點九米的香港紀錄。

▼右前臂的「aim higher」紋身，提醒楊
文蔚力爭上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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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師何寶琪研發出全港首部廢紙再造機，把廢紙轉化成環保紙。

▲何寶琪（中）曾和學生在科大校園尋找適合培植天然酵母的植物，釀成啤酒投產。▲何寶琪（中）曾和學生在科大校園尋找適合培植天然酵母的植物，釀成啤酒投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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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學術術術術達達達達人人人人

踏進孕育科技人才的福地香港科技大學，不難發現一眾師生的得意發明，當中有一部廢紙再造機，只
有自助販賣機的體積，卻集回收、分類、再造於一身，能生產出優質的環保紙。其發明家、女工程師何寶
琪坦言，發明契機源於兒子每次考試溫習皆產生堆積如山的廢紙，希望利用科研技術，把廢紙轉化成環保
紙，延續紙張的生命。由生產光碟溶劑、口罩熔噴布、天然啤酒酵母至廢紙再造機，何寶琪回顧逾二十年
的發明生涯，希望「前人種樹，後人乘涼」，提攜後輩開拓更遠的科研路。

象徵環保的綠色機身，配上「啟動」及「暫停」兩大

按鈕，「左投入右輸出」的簡單操作，締造成眼前的廢紙再

造機，盡是何寶琪的心血。科大化學工程系畢業的她，坦言

是次發明在其科研路上難度最高。她解釋，由於廢紙印有不

同油墨，漂染劑使用也有異，故先研發了一套程式自行分辨

處理，及後又留意到傳統造紙工序會把紙漿鋪在網上風乾，

再用人手分離，故發展出專利的濕纖維技術解決疑難，「紙

張晾得耐會乾、會燶、會脆，吹不乾又無法跟網分離，這是

最難的。」最終花逾一年多時間，全港首架廢紙再造機面

世，比2025年才運作的本地紙漿廠更快投入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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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寶琪常把兒子掛在嘴邊，正是她發明廢紙再造機的契機。

▲重生的環保紙（右）與日常A4紙（左）對比。

<P<P<P<P<P<PAAGAGAGAGAGGE E 1515515515

兒子啟發靈感 研廢紙再造機

重生的環保紙並不粗糙，卻不如日常A4紙般白淨，是淡黃色的。何寶琪解釋，紙張的顏

色跟漂染劑的分量成正比，「現在用最低分量的漂染劑，做到一張大家滿意而又可以使用的

紙，就是我心目中的環保紙。」她續指，是次發明只求及格，而非必取一百分不可，「紙張

印到墨水，我就覺得滿意；不夠白，或者粗糙一點，在學校角度，他們用來做影印或一般書

寫用途，也已足夠。」

何寶琪發明廢紙再造機的靈感，正是她就讀中二的兒子，皆因她陪同兒子溫習過後，都

產生大量廢紙，「可能好多家長或機構同樣面對廢紙處理的問題。」她指，一直以來所做的

科研都跟日常生活息息相關，而面對環保這課題，更要做得徹底，「單憑收集廢紙去回收商

回收並不足夠，只是把壓力轉嫁予第三方，我希望利用我的科研技術團隊，把廢紙轉化成有

用的東西。」

走在發明路上逾二十年，何寶琪指自己偏向做環保，因心目中的環保不限於處理階段，

「把無用的垃圾變成有用的商品，便是我的終極方向。」她曾生產製作光碟必備的溶劑，疫

情期間把直立式口罩熔噴布機改建成橫向式在港投入服務，及後在科大校園尋找適合培植天

然酵母的植物，再釀成啤酒投產。釀製啤酒時產生的麥芽渣，亦被她從扔棄的邊緣救

起，改造成貓砂出售。她坦言，「環保並非一、兩日就解決

到，有心保持恒常去做，總會見到曙

光。」
發明背後辛酸事多

何寶琪屢有新發明，坦言背後辛酸事多籮籮，

「不是每個概念都可以簡單實踐出來，只是報道上見

到好多成功例子，其實也有些不能實現。」她回想，

2011年日本福島地震致核輻射泄漏，傳言食物及周遭

環境都被波及，便馬上發明了一個輻射探測器，一度

在科學園展示。她直言，「做就做了出來，其實認受

性不大」，需求不大，也非人人想知，測試機率及標

準化等操作也要再作調整，最終不了了之。

「科研不能離地」是何寶琪秉持的信念，皆因一

開始生產光碟化學溶劑，她跟朋友解釋也無人理解，

「就算一直做產品，或者有想法想跟人分享，都怕別

人覺得離地，不明白你心中所想，所以科研一定要貼

地。」她指，一直在科研路上堅守，全因人人「有問

題未解決」，「簡單如咖啡廳的塑膠飲管，物料有所

改變就能減少膠粒，都是由科研做起。」她直言，全

球過去幾百年已有數之不盡的發明，現在便要把科研

實踐應用在生活上。

「有問題未解決」 堅守科研路

訪問期間，何寶琪常自稱「老人家」，全因她近年成為科大的導師，被年輕人的青春感染，「他們很厲害，其創意、對

科技媒體的敏銳度，比『老人家』超越好多。」她認為，年輕一輩有想法、有思維，卻欠缺營商及市場經驗，故需要「老一

輩」助他們一臂之力，把理念轉化成商品，「我相信他們只要把想法付諸實行，嘗試着手去做，成就會比我們更高。」

story_2023_03.indd   15 13/3/2023   13:48:59





Algonquin College 
Bow Valley College 
British Columb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BCIT)
Camosun College 
Centennial College
Coast Mountain College
Conestoga College 
Douglas College 
Durham College
Fanshawe College
George Brown College
Georgian College
Humber College 
Kwantle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KPU)
Langara College
Niagara College
NorQuest College
Northern Albert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NAIT)
Okanagan College
Seneca College
Southern Albert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SAIT)
Vancouver Community College (VCC)



出
土
文
物

金
沙

香
港

×

g f
PAGE 18>
藝文有術

本文摘自《星島日報》藝文薈

現正於香港文物探知館展出的《金沙之光─古蜀文明展》，

為去年11月中發展局與國家文物局簽訂《關於深化文化遺產領域

交流與合作的框架協議書》（簡稱：框架協議）後，首個合作舉

辦的大型文物展。成都金沙出土的古蜀文物約十年前曾來港展

出，這次重臨香港，加上廣漢三星堆的出土文物，可說相當難

得。

展覽由「古物古蹟辦事處」（簡稱「古蹟辦」）策展，

也是香港回歸二十五周年的節目之一，「與內地向有文物保

育方面合作的『古蹟辦』，過往都是個別策展，近年留意到

雙方可以有更緊密的連繫，於是開展了這框架協議的構思，於

去年11月的大灣區文物建築高峰論壇推出，目的是想更有系統

地推動香港及內地在文物、古迹及建築等方面的合作與交流，

今次展覽便是框架協議下推出的首個大型國家級文物展。」發展

局文物保育專員辦事處文物保育專員蔣志豪，道出展覽的由來。

近年在考古學界備受矚
目的四川金沙及三星堆出土文
物，現正於香港文物探知館展
出，共七十多件珍貴古物、包
括十四件國家一級文物，讓香
港市民可近距離親睹古蜀文明
的神秘及燦爛，同場還有7件
香港出土的遠古時代器物，以
往中、港古文物聯乘展出不多
見，今次可視為往後兩地在考
古文化等方面合作，奠下的重
要基石。

▲▲發展局文物保育專員辦事處文物保育專員蔣志豪發展局文物保育專員辦事處文物保育專員蔣志豪
暢談兩地的考古合作。暢談兩地的考古合作。

▼▼古蹟辦」總文物主任蕭古蹟辦」總文物主任蕭
麗娟表示，以並列形式展麗娟表示，以並列形式展
出兩地文物有助大眾了解出兩地文物有助大眾了解
兩地歷史聯繫。兩地歷史聯繫。

▲▲「太陽神鳥」真品不能外借展出，市民仍可通過「太陽神鳥」真品不能外借展出，市民仍可通過
複製品欣賞其精湛的黃金工藝。複製品欣賞其精湛的黃金工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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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寶文物 現香港
疫情出現，加上本地文化展覽設施相繼落成，令港人

更多留意本土歷史及對國家文物產生興趣，「古蹟辦」跟

內地的文物單位合作無間，對兩地文物認識深刻，窺探出

當中的共通點，「成都與香港雖然相隔千里，但遠古時代

卻有深遠的脈絡連繫，體現了中華文化的多元一體，也是

這個展覽的核心價值。」蔣志豪稱，今次的古蜀文物展特

別加入香港文物同場展出，讓市民在認識國家歷史的同

時，也對香港同期出土的古物及本地歷史，有更全面的認

識。

四川的古蜀文明比商周時期的中原文化更早出現，根

據三星堆及金沙的古物出土，推斷其最早可追溯至公元前

2,800年，因缺乏文字記載，各種出土物品如面具、禮器、

兵器及陪葬品等，都充滿神秘感，予人不少想像空間。今

次挑選展出的七十三件文物，包括十四件國家一級文物，

以前都未曾在港展出，焦點展品包括被譽為金沙遺址中最

重要的國寶級文物之一—「太陽神鳥」金箔飾複製品，

因真品不能外借展出，市民仍可通過複製品欣賞其精湛的

黃金工藝。另外還有蛙形金箔、金人面像、銅人形器、石

跪坐人像、四節玉琮及各種銅飾和玉戈等，當中的蛙形金

箔，成都方面特別揀選了較完整的真品到港展出，體現了

對今次展覽的重視。

由展品中，大家可大致了解遠古時代的人民生活，為

求與自然共存而依賴祭天及各種巫術。至於在缺乏工具的

情況下，仍能製作出如此精巧雕功、超薄的金屬器物，以

至堅硬的小巧青銅器等，令人驚歎之餘，也讓人百思不解

其製作方式，難怪一直都有外星文明的傳言。

印證歷史關連性
香港展出的七件古物，包括青銅劍、石戈、銅矛、有

領石環、石牙璋及石鉞等，部分與金沙文物並列展示，不

難發現，兩地出土的文物無論在形態或手工上，都有極多

相似處，如部分俱受到商周青銅文化的影響，由此推斷古

時嶺南地區與古蜀或已有交流。負責文物聯絡的「古蹟

辦」總文物主任蕭麗娟表示，這次展覽國家文物局提供了

很多寶貴意見，讓「古蹟辦」同事順利挑選了這7件展品，

有助參觀者更立體的了解兩地歷史，印證了歷史具關連

性，而非切割式。為吸引更多市民參觀，處方還花了不少

心思，如增設近年大熱的沉浸式展區，讓參觀者可以「走

進」土坑中了解文物出土，另外，還設有銅人形器打卡

位、邀請KOL宣傳、舉辦工作坊製作印章及明信片，以及

剛於元宵日舉辦的金沙元宵園遊會等，希望以活潑形式推廣

古物歷史，並且融入生活中，也是「古蹟辦」近年積極推廣

的新方向—公眾考古。

蔣志豪稱，在框架協議下，中港合作模式變得更多元

化，如文創發展、年輕人培訓及學術研究交流等，他認為香

港的考古水平不弱，可通過邀請內地人員或專家來港作文物

研究，對雙方都會有正面影響。另外，香港文物及古迹資源

豐富，文物數量過萬，香港的古迹與嶺南地區的建築亦有相

呼應之處，未來港澳及大灣區之間可進行更多深入探討。
▲ 中間的銅矛是

1973年在南丫島
大灣出土，形態
跟其他蜀地出土
古物相似，俱受
到商周青銅文化
影響。

日期：  即日至3月29日（三）
時間： 上午10時至下午6時
 （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至晚上7時，逢星期四休館）
地點： 尖沙嘴海防道九龍公園香港文物探知館專題展覽廳
查詢： www.amo.gov.hk/tc/news/index_id_128.html

▼▼國家一級文物銅人頭像，奇特造型國家一級文物銅人頭像，奇特造型
予人不少想像空間。予人不少想像空間。

▼▼國家一級文物金人面像。國家一級文物金人面像。

▲▲蛙形金箔出土時共有八蛙形金箔出土時共有八
件，只有兩件較完整，今次件，只有兩件較完整，今次
展出的是其一。展出的是其一。

▲▲展覽加入了沉浸式展區，大家可以「走進」土坑中，了解文物出土展覽加入了沉浸式展區，大家可以「走進」土坑中，了解文物出土
情況。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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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護「錡異」動物

「錡異動物園」（Ki2zoo）在2021年成

立，主理人阿俊雖當時仍在酒店工作，但不幸患

上癌症，因而不得不辭去工作。「經歷了九個月

時間的療養及康復後，我在重新找工作期間，有一

位擁有甲蟲教學經驗的朋友邀請我一同開展覽會，

一句不以為已的邀請便開展了新旅程。」

當時，除了展覽外，阿俊亦積極設計工作坊招生

海報，刊出海報兩天後，工作坊便已「爆滿」。課程

這樣受歡迎，令他不敢怠慢，由只在周末開班逐漸變

成恒常課程，教學內容也不斷修改，「有些家長會帶

同子女來上課，在課堂後他們會私下聯絡我給予支持

和鼓勵，不但將我推薦給其他朋友，甚至提議我應

該如何宣傳，希望有更多人來工作坊。」

開辦「奇異動物小學堂」 
灌輸正確概念

阿俊開辦的「奇異動物小學堂」獲得教

育中心、住宅會所、學校以及社區中心的邀

請，舉辦一次性課堂，或在暑假期間開辦

六堂或八堂的短期工作坊，「甚至有些

媽媽為子女舉辦生日會，也會邀請我

到場為小朋友提供活動教學。」

阿俊冀
爬蟲成主流寵物

為讓更多人認識並打破人們對爬蟲類動物的為讓更多人認識並打破人們對爬蟲類動物的
刻板印象，「錡異動物園」的主理人阿俊在一次刻板印象，「錡異動物園」的主理人阿俊在一次
機緣巧合下嘗試開辦工作坊，期望通過不同形式機緣巧合下嘗試開辦工作坊，期望通過不同形式
的活動，讓更多人認識爬蟲類動物，藉以培養人的活動，讓更多人認識爬蟲類動物，藉以培養人
的同理心，傳遞愛惜生命這個理念。縱然發展過的同理心，傳遞愛惜生命這個理念。縱然發展過
程中不容易，但幸得家長和學生的支持，讓他得程中不容易，但幸得家長和學生的支持，讓他得
以堅持下去。以堅持下去。

▼「錡異動物園」的主理人
阿俊期望通過不同形式的活
動，讓更多人認識爬蟲類動
物，藉以培養人的同理心，
傳遞愛惜生命這個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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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課程的對象不乏成年人、中

小學生，甚至是五歲以下的幼兒，以

及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他會根據

不同學生的程度編寫課程內容，最重

要是讓更多人認識爬蟲類動物，「五

歲以下幼兒的親子班，主要安排創意

勞作如小手作或和諧粉彩；小學生會

讓他們親身接觸及認識不同品種，並

配合主題教學如個人成長小組、學習

『身分與責任』、培養同理心，藉以

灌輸責任感或其他價值觀；中學生則

是以生物學為主，也會涉及情緒教

育。」

阿俊喜見近年社會對爬蟲類動物

的接受程度提高了，「相比五年前，

坊間對爬蟲類動物的認知較少，不少

人會對牠們產生恐懼。我曾見過有小

朋友因不認識蝸牛，當見到時不但大

叫，更一腳踩在蝸牛身上 ⋯⋯ 」當時

他有很大感觸，決心要把人與爬蟲類

動物的距離拉近，更盼爬蟲成主流寵

物，「唯一的方法就是從小灌輸正確

概念，讓小朋友了解這些動物的習

性，並教導他們愛惜生命、不要傷

害牠們。」

 是家庭一分子 
也是工作夥伴

現時阿俊的家裏共有八十

多隻、分為十二個種類的小

動物，包括哺乳類、

蛇類、蠍子、蝸

牛 、 鼠 類 、 水

龜、守宮、陸

龜、蜥蜴及蛙

類等，「我幼

稚園時期已有

飼養巴西龜和

魚，那是家

裏可以飼養

的小生物。」他也是直到中學才認知

到家裏飼養的動物是甚麼種類，「小

時候的我已十分享受餵食的過程，亦

帶給我開心的感覺。」長大後，他醉

心在那些擁有類似特色、不需太多

飼養空間的動物，「最初飼養了

二十至三十隻左右，慢慢愈

『儲』愈多，甚至需要『偷運』

牠們回家，哈哈！」爬蟲類動物

雖然不像哺乳類動物與人交流的

能力強，他仍會抽時間陪伴家裏

的小生命，「我一般都會帶蜥蜴

外出曬太陽，或與朋友野外聚會，

甚至我和牠們聊天，我發現巨蜥是聽

得懂我說甚麼呢。」

這些小生命不但是阿俊的家庭一

分子，也是他的工作夥伴，「我會替

牠們『編更』，一次性工作坊只帶兩

隻相同物種外出，暑期班則會帶兩至

四隻不同物種。」不論課堂的形式，

他最大的心願是希望灌輸正確價值

觀，「即使爬蟲類動物的外貌不像其

他動物般討好，但牠們都是可

愛的，也鼓勵大家不要

被第一印象嚇怕，可

放 心 接 觸 及 了

解。」

感恩被欣賞  
成堅持動力

開辦動物園近兩年，阿俊感恩獲

得不同機構和學校的合作邀請，學生

的表現和家長的欣賞都

是鼓勵他堅持下去的

▼ 除了舉辦一次性課
堂，或在暑假期間開
辦六堂或八堂的短期
工作坊外，甚至有些
媽媽邀請阿俊參加子
女的生日會進行活動
教學。

▲阿俊希望把人與爬蟲類動物的距離拉近，更盼爬蟲成
主流寵物，唯一的方法就是從小灌輸正確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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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香港兩棲及爬蟲協會領養

部的數據顯示，由2021年2022年已

接收逾二百個棄養個案。阿俊提醒有

興趣飼養的人士，首要是與同住家人

溝通，避免增加棄養風險，其次是要

調整心態，「始終爬蟲類動物有別於

貓狗，其互動性不高，除了飼養牠們

外，也要飼養牠們需要進食的昆蟲，

這是每名有意飼養者事前必須了解

的。」

玩過界
PAGE 24>

飼養動物小貼士

盼本港發展動物治療

即使未知前路如何，阿俊仍有多

個不同的計畫。他期望「奇異動物小

學堂」成為情緒治療或壓力舒緩小

組，「我們曾與一些有特殊學習需要

的學生上課，讓爬蟲類動物作為他們

的借鏡，鼓勵他們欣賞自己的存在價

值。」即便動物治療在香港仍未流

行，他希望未來能涉獵多點這個範

疇。

他也積極設計課程內容，除了不

同品種動物的特色和習性外，透過科

技將不同範疇的知識帶給學生。「由

於學校或機構場地及準備的限制，我

希望以虛擬實境方式將知識帶給學

生，例如蛇進食老鼠的過程，讓他們

以另一種形式也可體驗得到。」

一人團隊經營動物園，不但要設

計教材，更要聯絡不同機構或學校

舉辦工作坊，無疑讓阿俊感到吃

力，「我希望能成立團隊，找多幾

名小幫手協助推廣及教學，讓更多

人認識爬蟲類動物。」

動力。「曾有一位學生相隔一段日子

再回來上課，他仍然記得我教過的東

西；又有家長在課堂後寫了『千字

交』給我，表示欣賞我的課程，亦令

他們和子女對爬蟲類動物的認知有更

深入的了解。」

最令他欣喜的是，有一次與一位

小朋友拍攝，見證着他短時間內由害

怕到願意接觸的過程。「那次拍攝，

小朋友完全不敢接觸動物，『望都唔

敢望』，但我們看着他在短時間內，

願意伸手觸摸那隻小動物，家長更在

拍攝後答謝我，這對我是一個很大的

鼓勵。」他不但獲得家長的支持，教

育中心負責人更認同他的教學，「不

但邀請我開班，更願意配合我的課程

裝修中心設施。」

阿俊可算是全職發展動物園，不

過，從最初很多課程到後來

逐漸減少，「我也在尋找原

因，是因為疫情嗎？是因為宣

傳不足嗎？還是甚麼原因

呢？」在一切還是不確

定，他選擇繼續堅持，

「發展得不算太順利，

但還是繼續下去吧，今年再

作定論。」

▼ 課程這樣受歡迎，令他不敢怠
慢，由只在周末開班逐漸變成恒
常課程，教學內容也不斷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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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島新聞集團旗下EDUplus.hk全新多媒體升學出路資訊網站－
「DSE點修科」。提供本地及海外升學、分數配對、選科攻略、
職場探索、升學活動等資訊，匯聚升學專家、資深教育工作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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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學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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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ing Life
本文摘自《東周刊》親子天地

兔年到，免年到，
坊間有很多充滿兔年特色的工

作坊，當中有中心舉辦在一堂進行三
個不同類型的新年工作坊，讓小朋友自由
選擇，有畫兔子水墨畫、製作色彩繽紛又可愛
的小錢箱或筆筒，做法簡單又好玩，從中亦可
增加小朋友對傳統中國藝術的認識，訓練小手
肌和發揮創意等。不過，最大賣點是每位小
朋友完成作品後，都要向其他人作介
紹，增強自信心、膽量和表達能

力，學得更多。

▼小女孩用輕
黏土做兔仔，
得意可愛。

去年10月成立的「Twinkle Music & Art Workshop」，

舉辦的新年工作坊，小朋友可因應自己的喜好，自選參加製

作大吉大利小錢箱、跳跳高陞筆筒或萌兔水墨畫三種不同手

工，自由度大增。

創辦人兼導師Miss Connie表示，透過這個工作坊，小

朋友可以認識中國傳統藝術，例如：在水墨畫部分，學用毛

筆畫簡易版國畫及寫祝賀字句，至於製作小錢箱及筆筒的過

程中，除了學到新年祝賀字句之外，亦可以體驗做手工的樂

趣。這個工作坊最大的特色，是每位小朋友完成作品之後，

要在其他人面前介紹自己和作品，從中增加自信心、膽量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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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用毛筆
練習畫不
同綫條。

在兔子圖
案 塗 上
色。

在宣紙上
畫上兔仔
的圖案。

點上顏料
作裝飾便
完成。

製作小錢箱和筆筒步驟： 畫水墨畫步驟：

步驟1 步驟1步驟2 步驟2

步驟3

步驟3

步驟5

步驟4

步驟4

步驟6

<PAGE 31<PAGE 31
▼ 製作小錢箱和筆筒

所需材料，包括：塑
膠彩、畫筆、筆筒、
小屋及輕黏土等。

先在筆筒
和小屋表
面掃上塑
膠彩。

用 輕 黏
土 做 出
兔 仔 的
形狀。

用筆在大
吉的輕黏
土上刺上
小孔。

將輕黏土
搓 出 約
二十粒小
圓球。

將兔仔和小
圓球用白膠
漿貼在筆筒
或小屋上。

最後貼上閃
片便成。

▼畫水墨畫會用「狼毫」毛筆（右）
來畫綫條，以及用山羊毛做成的毛筆
（左）來上色。

▼曾任職幼稚園老師的Miss Connie，教導小朋友時，既細心又有耐性，並經常讚賞小朋友加以鼓勵。

表達能力，這部分深受很多家長歡迎。

這個工作坊以小組形式上堂，師生比例一比三，最多

每班六位小朋友參加，在一個半小時的課堂上，小朋友有足

夠時間完成作品，然後帶回家中作裝飾，增添節日氣氛。由

於畫水墨畫需要手部小手肌發展較好和專注力較高，所以適

合六歲或以上小朋友參加；其餘兩個手工則適合三歲或以上

小朋友參加。

在水墨畫的部分，導師先介紹所用毛筆的特性和用

途，包括：筆毛質地較硬及用來畫綫條的「狼毫」毛筆，以

及用山羊毛做成，用來上色的毛筆，還有執筆的手勢；接着

讓小朋友先練習畫不同綫條和兔仔，再在宣紙上正式畫兔仔

的形狀，學習構圖和比例，及利用「水粉」顏料上色，從中

可以學習混色及濃淡水墨的運用等技巧。

至於製作小錢箱和筆筒的部分，小朋友先選擇自己喜歡

的顏色，再在一個木製的小屋或筆筒上掃上一層塑膠彩；然

後用輕黏土搓成約二十粒小圓球，再用輕黏土搓成小兔子及

大吉等形狀，再用白膠漿貼在小錢箱或筆筒上，最後貼一些

閃片便完成。

在工作坊上，小朋友要聽從導師的指導、指令及守紀律

等；而在製作小錢箱或筆筒時，小朋友要搓輕黏土，從而增

強小手肌的訓練和耐性，以及學習顏色的配搭等；此外，小

朋友學畫水墨畫，則可鍛煉創意和想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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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遊天下

（本文摘自《星島日報》藝文薈）
g f

（本文摘自《星島日報》藝文薈）

加賀吉祥物　可愛不怕人
因應兔年到臨，日本人氣旅遊

網站RECOTRIP早前便作了個兔子

主題遊點推介，位列三甲依次是被

譽為「兔島」的廣島大久野島、鳥

取白兔神社，以及暱稱「兔子神

社」的京都岡崎神社，至於今天為

大家介紹的月兔之里，則排名第

八。

打算到訪月兔之里，最方便是

先乘搭JR列車來到加賀溫泉站，因

為這裏正是有五條路綫的加賀周遊

巴士CANBUS的總站，只要買來一

天或兩天乘車券，即可在有效期內

無限次乘車前往加賀溫泉一帶的遊

點參觀、玩樂，至於月兔之里，便在CANBUS「加賀越

前綫」的服務範圍內，由JR加賀溫泉站登車約二十五分

鐘可達。

說到兔子與加賀地區的故事，便可追溯至數百年前

的江戶時代，當年區內有位喚作鳥見德兵衞的好心人，無

意中救了一頭受傷的白色兔子，事情本該告一段落，誰料

數個月後，當地受到豪雨來襲，大家正擔心豪雨會對農作

物構成嚴重破壞的時候，曾被德兵衞救助的白兔卻突然現

身，大雨

也告驟然

停止，並

能看見皎

潔明月，

及後當地

更迎來大

豐收，令

網頁：   www.tsukiusaginosato.com

兔年有機會來到日本遊玩，又豈能不前往以
兔子為主角的景點朝聖？位於本州北陸地區、石
川縣加賀市的月うさぎの里（月兔之里），便是
個有數十頭兔子供人開心打卡的超萌療瘉好去
處，當然不容錯過！

在月兔之里的免子神社，同
樣可看見可愛的兔子身影。

園區內的兔子都不怕人，吸引不少
人駐足打卡尋樂。

▼石川縣加賀市的月兔之里，是▼石川縣加賀市的月兔之里，是
日本著名的兔子主題樂園。日本著名的兔子主題樂園。

story_2023_03.indd   34 13/3/2023   8:46:25



<PAGE 35

區 內 遊 點 好 介 紹

當地人深信這頭靈兔除招來了月

亮，更帶來在日語與「月亮」同音

的「運氣」，「月兔」自此便成為

加賀地區的吉祥物。

至於月兔之里這個加賀地區

的療瘉樂園，被視為全園焦點的兔

子廣場，每天都有大約五十頭兔子

自由走動，當中除有日本白兔，也

有法國垂耳兔、荷蘭侏儒兔，以及

鮮見的獅子兔等等，在園區正前

方，更有一眾「當值」兔子的照

片、名字及簡介，供大家做好功課

才入園呢！

置身園內，大家都可自由與

這些不怕人的兔子打卡，可是若想

摸摸兔子，建議先穿上園方

提供的手套以保護自己

及兔子。此外，廣

場上更有兔子飼

料販賣機（每包

二百日圓，約

港 幣 十 二

元），買來餵食

自然更受兔子們

的青睞。另在平日

及星期六、日與假

日，每天分別有一場及

兩場的抱抱兔子體驗，每趟最多可供五十人參與，費用同樣

是二百日圓。

來到月兔之里，吃喝購物同屬樂事。這裏的紀念品店便

有售超過2,000款兔子主題商品，保證教人愛不釋手。大家

更可付費一嘗製作和紙兔擺設、曲奇餅、饅頭及香囊的體

驗。另在食肆加賀兔鄉，則可嘗到醬汁豬扒飯等地道好滋

味，加上還可來到園內的兔子神社參拜，遊趣相當多元化。

要留意是由去年7月1日開始，月兔之里的兔子廣場便

由免費入場轉為收費形式，成人三百日圓（約港幣十八

元），小學生二百日圓（約港幣十二元），三歲以下幼童免

費，相信區區小數目，大家都不會介意呢！

▼在園內的紀念
品店，可購得有
漂亮兔子圖案的
九谷燒杯子。

▼湯之國之森，是個將北陸地
區地道工藝共冶一爐的觀光體
驗設施。

▼加賀地區向以溫泉見稱，
在山代溫泉便看找到人氣公
眾浴場古總湯。

▼山中溫泉的山中座，是家保
留傳統氛圍的華麗劇場建築。

月兔之里的兔
子都長得胖胖
的，相當討人
喜愛。

乘CANBUS巴士可達
的那谷寺，紅葉景致
相當優美，秋日來訪
時不容錯過。

月兔之里的兔子廣場，每天都有大約50頭兔子出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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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by Liu

賽馬會心導遊+計劃心理健康推廣主任，計劃由香
港中文大學心理學系麥穎思教授主理，社企「說書
人」協辦。計劃透過一站式網上平台，提供心理健
康評估、實用練習及工具、自療課程、心理學文
章，讓會員加強自我照顧技巧，提升心理健康及預
防抑鬱及焦慮情緒困擾。計劃亦定期舉辦講座及工
作坊、靜觀共修、治療小組等，以綫上綫下模式，
助會員強心健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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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方皓玟《唵嘛呢叭咪吽》的歌

詞裏，提到「當心生小念頭 別下手 挫

折恐懼 明天會走」，寄語內心時常生

起各種變幻的念頭，當身處低谷時，

小心落入思想的黑洞，切勿失去生存

的希望。或許大家都曾經歷，心生小

念頭時，腦海恍如有一把聲音，和你

對話，帶動着情緒。

你可以想像，自己的內心有一把聲音：由早

晨張開睡眼惺忪的雙眼，回到工作中營營役役或

搏盡無悔，直到下班享受喘息的空間，這把聲音

都不斷和你喃喃細語—— 你有沒有留意過，她 / 

他對你的態度和語調是怎樣？在你氣餒時會「給

你信心 當你未如願」，給予你鼓勵和勇氣嗎？還

是會輕視你，使你感覺更糟糕？

正因為這位「腦朋友」，是你生命中最親密

的友伴，我們更應好好了解，感受他 / 她的個

性，讓你倆以最舒服的方法相處。

在心理學，自我批評指對自己有負面的評

價、感到內疚、並害怕因為自己達不到要求而無

法得到別人的認可。你或會認為，有批評才會進

步；的確，內省可以是一個了解和鍛煉自己的過

程，但同時，我們要小心墮入思想的陷阱，把非

客觀的自我批評當成事實。例如，在工作上出

錯，我們的腦海可能浮現「我真係廢呀！」、

「我成日做錯嘢！」的念頭，雖然只是一個主觀

念頭，我們卻很容易將念頭和事實劃上等號，甚

至導致自我實驗預言（ s e l f - f u l f i l l i n g 

prophecy），即個人對事件的演繹和期望，導致

相應的結果發生。

我們必須知道，自己的念頭不一定等於事

實，內心的自我批評並不一定客觀，別人對你的

反應，亦可能是他們內心的寫照，不一定與你有

關；嘗試學習當念頭的旁觀者，而不是被種種念

頭牽着走。

當心生小念頭
你會自我批評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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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志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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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重要性愈來愈高，上市公司要得到

基金的青睞，無論是甘心或被迫，都

不可忽略在業務過程中對其他持份者

在環保及社區的影響。最近，投資者

都關心領展的供股集資，但筆者卻看

到在2022年的年度報告中，領展承

諾將其物業收入的0.25%捐贈出來作社區工作，

這種公開的承諾倒令筆者十分欣賞。期望更多上

市公司作出相關的承諾，造福社群，建立香港成

一個更有愛心的城市。

地鐵公司在2021年的年度報告中，亦披露

了當年大約有一千五百萬元用於社區項目，佔當

年收入的百分之0.025%。另一方面，香港賽馬

會慈善基金亦承諾在未來對社福項目的資助不會

減少──雖然馬會不是商業機構，但其收入始終

取決於博彩的興旺與否，這種公開承諾體現了管

理層對關心社會的決心，值得嘉許。

現時香港上市公司的市值約有三十九萬億

元，而其每年的盈利總額約有三萬五千億元，如

果每家上市公司都承諾用百分之一的盈利作社會

福利項目，已經是三百五十億元。三百五十億元

究竟是甚麼概念呢？社會福利署一年的支出約

一千億元，扣除綜援的七百億元，每年用於社福

的開支就是三百多億元。換句話說，如果每家上

市公司都承諾捐出百分之一的盈利，已經等於香

港撇除綜援後的全部社會福利開支。由此可見，

香港的私營部門的確富可敵國，世界的潮流是要

求公司履行更多企業社會責任，而香港的公司其

實絕對有能力擔當更重要的角色。隨着港交所要

求上市公司提交可持續報告以來，愈來愈多公司

更積極地去思考如何落實對社區的投資，現在不

少慈善團體亦接獲企業查詢，希望可以捐獻，對

社區有所貢獻，無論動機如何，始終都令本港社

區，特別是弱勢社群有所獲益。相反，如果企業

在ESG上做得不好，後果可能是被投資者摒棄，

對股價不利。現在的分析員有時會更進一步，把

公司的信貸評級下調，直接令其發債成本上升；

而在公司估值上，就乾脆下調其目標價，其影響

力都相當深遠。

香港上市公司大部分都以香港為家，在戰

後發迹，對弱勢社群的處境亦能身同感受。隨在

ESG 的來臨，預期對社區的投資會大幅地增

加，社福界的朋友未知預備好了嗎？

投資
都要講社會效益

然馬會不是商業機構，但其收入始終

的興旺與否，這種公開承諾體現了管

社會的決心，值得嘉許。

港上市公司的市值約有三十九萬億

年的盈利總額約有三萬五千億元，如

公司都承諾用百分之一的盈利作社會

已經是三百五十億元。三百五十億元

概念呢？社會福利署一年的支出約

扣除綜援的七百億元，每年用於社福

三百多億元。換句話說，如果每家上

諾捐出百分之一的盈利，已經等於香

後發迹，對弱勢社群的處境亦能身同感受。隨在

ESG 的來臨，預期對社區的投資會大幅地增

加，社福界的朋友未知預備好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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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偉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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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智能（AI） 的出現，令

不少企業在預測趨勢方面的把握大

大提高，把數據經過精密分析後，

即成為企業做出決策的依據。幾乎

可以肯定未來十年，人工智能將能

夠把複雜和重複的任務自動化。現

時需要依靠科研人員去看懂、去理

解及去預測數據，未來大有可能皆被人工智能取

代。難怪有人認為，市場營銷是其中可能被嚴重

影響的行業之一。

人工智能不再只是「工具」，而成為人類的

工作夥伴，因為其軟件是隱藏技術，存在於與人

類幾乎沒有接觸的後端。人工智能得以普及並迅

速發展的原因，除硬件技術進步同機械人發展

外，還在於互聯網和移動終端的普及帶來的海量

數據，因此也為營銷界帶來了多重改變，令企業

的營銷變得更加智能化。

不少國際研究機構報告均認為，人工智能目

前仍然獨佔鰲頭，應用到各行各業，過去成績已

經肯定能夠將部分工作自動化。AI已經能夠模仿

人類智能並執行諸如圖像識別、語音或模式識別

以至決策等任務的計算機系統，可以比人類更

快、更準地完成這些任務。

至於近期大熱的ChatGPT聊天機器人搶佔市

場先機，引發各家科技大廠紛紛投注資金開發自家

AI工具迎戰ChatGPT，令AI人工智能全球大戰如

箭在弦。由於廣告是近年數碼營銷中最有利可圖

的業務之一，加上消費者依賴各大搜尋引擎

（Google、Yahoo、Bing、百度等）去搜尋各種資

訊，過去十幾年 Google近乎壟斷了整個市場，靠

着低成本、高獲利的商業模式壯大自己的規模，

是次ChatGPT的出現，將有可能改變這個生態，

並威脅G o o g l e的領導地位，因此當微軟

（Microsoft）宣布 ChatGPT 將整合到其搜尋引擎 

Bing 和其他產品中，Google亦不甘後人，隨後公

布推出自己的聊天機器人 Bard，至於同樣布局人

工智能已有一段時間的Meta，早前執行長Mark 

Zuckerberg表明將展開能夠是用各類多媒體格式

的人工智能數位助理，並且將用於旗下

Messenger、WhatsApp、Instagram（IG）等服

務。

由此可見，新一輪AI人工智能大戰即將展

開。筆者相信，未來AI將會涵蓋更多服務，更人

性化地協助客戶解決問題，大家不妨拭目以待。 

AI 大戰如箭在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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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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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危險的圖書館

有人會覺得奇怪：為甚麼教人做生意的往往不是做生意的人？分析股市走勢的專家，

個人未必有參與投資？或者，真正了解商場的人，才知道勝利得來不易，任何「戰爭」都

是兵行險着吧。

從古至今，從未停止過貿易戰爭。本書作者回顧了二千多年的歷史，深度剖析十八次

貿易戰大事件，還有中外五十四個貿易戰案例。這是一部嚴謹的世界貿易戰全史，也是一

部有趣的貿易戰故事大全。讀完這本書，你比97%的人更了解貿易戰，成為3%毋須在戰場

白白犧牲的人。

這是一個關於世界上最小──也最危險的──圖書館的故事。根據集中營倖存

者蒂塔．克勞斯的親身經歷改編，關於一個少女冒着生命危險，在納粹大屠殺時期如

何守護書本。

1944年，十四歲的蒂塔是奧斯威辛集中營眾多的囚犯之一。當猶太人領袖赫許

要求她保管八本其他囚犯躲過守衞偷偷帶進來的書時，她一口答應了。這座圖書館的

館藏並不豐富，但這些書提醒了人們那曾經不那麼灰暗的時光，當時文字的聲音遠比

機關槍還要宏亮。

商場如戰場  勝利者一無所獲？

書名：《做生意的戰爭：從古至今， 
從未停止過的貿易戰爭！》

作者：趙濤、劉揮

出版社：海鴿文化

售價：港幣120元

書名：《秘密圖書館》

作者：安東尼歐．依托比  

譯者：吳宗璘

出版：春天出版社

售價：港幣15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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