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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織女 一針一線繡出錢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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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織復織織，縫紉是每個女孩子

在中學家政課會學到的一種手藝。雖然現

世代縫紉已非基本生活技能，然而如能精通，

再加點創意，亦可成為一種養活自己的工作。

今次找來本地設計品牌Chocolate Rain的創辦

人麥雅端，以及遊走刺繡的創辦人陳慧嫻，分

享她們一針一線編織出來的創業經歷。

■香港文匯報記者 蔡明曄

在出版社做了近七八年，然後轉
做房地產工作，陳慧嫻指自己有一
日突然想到：「將來到底應該要怎
麼樣呢？我的人生是否就停頓在這
一刻？」然後她說有一日發夢，見
到自己正在經營生意，教人刺繡。
「我認真想了想，發現並非不可
能，於是決定鼓起勇氣創業。其實
有時做生意，不一定要賺大錢，做
到自己喜歡的事，夠交租和生活就
足夠了」。

參與英王室大婚刺繡
與一般創業的年輕人不一樣，陳

慧嫻想要創業的時候，已經育有3
名子女。「做自己的事業，不可以
隨便，我想教人刺繡，在香港雖然
有得學，卻沒有專科；因為自己想
完美一點，所以決定到英國皇家刺
繡學院（Royal School of Needle-
work）讀書。「去讀書其實好貴，
因為除了學費，還有交通費、生活
費和住宿費，所以去到，絕對要比
其他人更努力，迫自己每日要繡12
小時。我不可以浪費時間，因為要
盡快學成畢業」。陳慧嫻用天分加
上努力，不但被選中參與英國威廉
王子 2011 年大婚時，王妃凱特
（Kate Middleton）復古婚紗的刺
繡製作，最終更以創校百多年來最
優秀成績畢業。

回港開藝術展增名氣
回到香港，陳慧嫻開了一間小
教室，並開設Facebook Fans Page
（擁躉專頁）。不過她指一開始
只有一些朋友學，因為資源不
足，亦很難宣傳讓人認識，所以
沒甚麼學生。「這個困難在我預
計之內。所以之後決定在香港舉
辦一些展覽。」陳慧嫻表示，近
年不少商場舉辦過藝術展覽，還
算受喜歡，找展覽場地亦不算
難。展覽過後，陳慧嫻指真的多
了很多人認識，租金已不成問
題，只是未能賺大錢。

若要以刺繡維生，陳慧嫻認為開教學
班最容易做。她指自己接過人手刺繡的
生意，不過市場不好，「講人工和租金，
中國和印度便宜很多，收費自然較低」。
外國人知道人手刺繡（Hand made）是
藝術品，會願意多花點錢購買，不過香
港人就不會。陳慧嫻表示，試過開價一
萬元，但買方只願意出低於一半的價錢，
所以不太可能靠此生活。另外她指自己
亦試過賣出刺繡作品，「賣了幾萬元，
好開心，雖然不是好大幅，但亦繡了四
五個星期」。不過她覺得賣作品就好似
守株待兔，所以以此為生更沒可能。
陳慧嫻認為香港不太重視刺繡這門
藝術，「家政課在學校不再是必修科

目，一般家長會想小朋友學畫畫和樂
器，卻不會想到刺繡」。

港不重視刺繡藝術
她指自己夢想可以開一家刺繡學

校，每年培訓一班年輕刺繡師，將這
門藝術發揚光大。所以籌辦了《香港
青年刺繡師計劃》，招募16名16歲
至22歲的學生，傳授刺繡技巧。
香港人壓力大，陳慧嫻指刺繡其實

有助減壓和調節情緒，並指自己就是
最佳例子，「我以前好急進，不過自
從愛上刺繡後卻變得冷靜，因為做刺
繡絕不能心急，做的時候，內心亦很
安靜」。

作品難賣 開班為生

■立體刺繡。 張偉民 攝
■陳慧嫻以自己女兒為主角的刺繡作
品。 張偉民 攝

■刺繡作品。 張偉民 攝

■■陳慧嫻希望把刺繡藝術陳慧嫻希望把刺繡藝術
發揚光大發揚光大。。 張偉民張偉民 攝攝

一件再不合理的事，在大
家習慣過後自然會變成合
理。面對內地盜版問題，麥
雅端亦用「習慣」去學會接
受，「我的產品自面世以來
一直有人盜版，不過因為無
錢去申請版權，沒有辦法預
防。現在亦只好每年買少
少，慢慢買回來」。麥雅端
指曾有人質疑她的作品不是
手作，於是舉行工作坊，
「在2003年，這些工作坊只
得工聯會有」。後來卻有人
在參加工作坊後，「照版煮
碗」在她對面開舖爭生意，
笑言「已經習慣了，反正不
是原創，生命亦好短暫」。

冀建本土卡通人物樂園
麥雅端指公司生意由1999年

開始，一直很平穩，沒有特別
好，維持多種類平衡發展。她
認為當中最好的生意模式就是
授權，「因為通過Crossover，
可以把很多不可能變成可
能」。講到夢想，麥雅端指自
己近日開了一個基地，把10年
的存款全放進去，算是實現了
第一個夢想。她的最終目標，
是希望香港未來可以有一個以
本土創作卡通人物為首的樂
園。「我覺得香港是有能力做
的，希望有生之年這個夢想可
以實現」。

面對盜版 只能「習慣」

Chocolate Rain 最初
是在麥雅端的大學日記
上誕生，「當時這位蘑
菇頭女生不時出現在我
的日記，她會鼓勵我，
是自己的反映」。為何
會是蘑菇頭？麥雅端指
是因為小時候每個女孩
均梳着這種髮型，容易
打理，「我以前住木屋
區，所以好喜歡大自然
和田園風味，Chocolate
Rain亦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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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蘑菇頭女孩最初在麥雅端
的大學日記上誕生。

張偉民 攝

近幾年，香港出產了很多成功的本土
設計師，當中包括蘑菇頭女生Chocolate
Rain的設計者麥雅端。大家今日到商場
或時裝店閒逛，不難發現這位蘑菇頭女
生的身影。其實麥雅端早於2000年便
開始創業，直言創作之路不好走，「創
業時，我在舖頭和辦公室睡了5年，首
7年自己的人工不過4位數字」。她指
讀書時已想擁有屬於自己的品牌，為了
儲錢開公司創業，甚麼工作都做。更笑
說曾因要表現自己，爭取加薪，打工時
在辦公室睡覺。

省吃儉用買舖創業
與大部分創業青年一樣，麥雅端指

租金是一個大問題，「當年在舖頭睡
覺是為了可以節省住屋使費，我今日
的舖頭是買的，決定慢慢供，因為不
買舖跟本無法生存，租金只會一直不
停升」。不過她又指「租金雖然是一
個難題，但不是讓自己偷懶的藉
口」。麥雅端曾在10年前開過分子
料理餐廳，有不少明星光顧，然而在
成功的時候，因為租金加了一倍，無
法支持，最終結業收場。她坦言今日
面對自己的生意，到現在為止仍然每
一日均有想過要放棄，因為即使生意
好了，亦只不過夠交租和生活。然而
麥雅端亦有着阿Q精神，「革命尚未
成功，所以我仍需要努力。既然有了

目標，就不要理會其他事情，專心向
前衝就足夠了」。

倫敦深造廣建人脈
麥雅端的第一次投資，是在2005

年出的繪本，無人問津，「在那一
刻，我終於明白即使畫功有幾好，讀
幾多書都沒有用，因為自己只是一個
無名新人；即使有人口中說喜歡，卻
沒有一個人會買」。她理性分析指，
可能是因為當時本地創作未成氣候，

加上自己還是新人所致，於是後來決
定去英國倫敦中央聖馬丁設計學院讀
書。「我在英國沒有浪費時間，不斷
建立人脈，參觀展覽，最後更得到大
英博物館賞識，讓我可以放展覽，更
可以為活化博物館畫插畫。」
是次深造成為麥雅端事業上的一個轉

捩點，增加了名氣的她回到香港，在沙
士期間首次與時代廣場合辦大型展覽，
獲得大成功。麥雅端又提到，好的英語
是進軍外國市場必須的工具。

■不能用機器製作的拼布手作椅墊。 張偉民 攝

■麥雅端指，公司有不少產品出口歐美市場。

本土創意

中國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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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價或許受到近日全球科技股被拋售
影響，但債券投資者對該公司發行的
債券看上去仍有很大胃口。以旗下即
時通訊產品微信聞名的騰訊上周三
（4月23日）在香港交易所宣布，該
公司已就發行金額25億美元的債券訂
立認購協議。這是中國民企有史以來
最大規模的一次債券發行。這些債券
分為3年期和5年期。其中，2017年
到期的3年期債券收益率為2%。作為
此次債券發行主體的5年期債券規模
為20億美元，2019年到期，收益率
為3.4%。這些5年期債券與美國國債
之間的利差為165個基點，是騰訊發
債史上的最低點。2011年騰訊首次發
行以美元結算的債券時，收益率比美

國國債高375個基點，2012年其債券
與美國國債的利差則為275個基點。

投資者對前景樂觀
與此形成對照的是，騰訊的股價從

今年3月的高點跌落了15%，將其市
值抹去了大約300億美元。最新這筆
債券的成功發行，與高科技股股價近
期的低迷形成鮮明對比，反映出投資
者對騰訊的前景十分樂觀。考慮到中
國內地企業的債券較許多發達市場風
險更高，騰訊此次發債支付的利息顯
得相當低廉。由於中國政府加大了貨
幣控制力度，很多內地企業不得不通
過境外控股公司銷售債券。這將投資
者暴露於更大的風險之下，因為一旦
出現違約，他們只能向那些空殼的控
股公司索償。
騰訊計劃通過自己的中期票據項

目，共發行50億美元債券。中期票
據能為正在發起一系列收購的騰訊
提供更靈活的募資方式。通過該項
目，騰訊既可以小規模定向發行債
券，亦可以大規模公開銷售債券，
騰訊發行這些債券的重要目標之一
是吸引美國投資者，特別是買入後
始終持有的長期資產管理人士。此
次發行的5年期債券中，有三分之二
售予總部在美國的基金；發行規模
相對較小的3年期債券中，則有80%
出售給了此類基金。
目前，評級機構標準普爾為騰訊和

騰訊通過其中期票據項目發行的任何
債券，給出了A-的信用評級。標準普
爾認為「騰訊在中國即時通訊和社交
網絡服務領域的強大用戶基礎將得以
維持。中國互聯網產業的有利增長前
景以及該公司良好的財政狀況進一步
支持了這一評級」。

■美聯金融集團高級副總裁
陳偉明

騰訊基礎良好
美聯金融

每年屆 5月，都會有 Sell in
May之考慮。目前市場形勢利
淡，但淡中亦不無利好。
美股有「Sell in May」傳統，
港股亦有「五窮」的說法。統計
顯示，港股2004年至今10年間的
5月份，只有3年錄得升市，「五
窮」機率高達70%，並自2010年
起連續4年在5月份報跌。
目前市場整體較為悲觀，

「Sell in May」成為市場預期。
原因是過去一個星期美股升而港
股無反應，美股及A股更有下調
壓力。所以縱使港股昨日尾市大
幅抽升321點收市，但連續兩日
錄得跌幅的股份仍佔多數，昨日

有逾720隻。
美聯儲將公布議息結果，市場

預期會繼續減買債規模，同時美
國亦會公布首季GDP及本月份失
業率。此外，烏俄局勢暫未有緩
和跡象，美國及G7會否採用更強
硬手段制裁俄羅斯。目前美股仍
處於歷史高位附近，獲利誘因相
當巨大。均是市場的憂慮所在。

中央未表現擔憂
內地股市亦受到多個不利因素

困擾。新股重啟加上憂慮經濟下
行，令A股滬指昨日一度跌穿
2,000點大關，加上5月至9月為
內地債務到期的高峰期，市場普
遍憂慮內地銀行間拆息或再飆
高，拖累5月股市下挫。
不過，市場氣氛有過於悲觀之

嫌。就A股宏觀面而言，上周五
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認為「一季
度經濟增速處於年度預期目標範
圍」，「經濟形勢總體符合宏觀
調控和發展預期」。反映中央對
內地經濟狀況並未表現出太大的
擔憂。另外，與以往不同的是，
會議提到要「保持合理流動
性」，所以儘管現行的財政和貨
幣政策不變，但為了今年宏觀經
濟形勢穩定，實現預期目標，估
計貨幣政策手段將會更為靈活。
市場的憂慮主要集中於IPO重
啟，不過以往內地多次恢復IPO
重啟，A股與港股表現似無太大
關連系數。技術上看，2,000點
水準對於滬綜指意義重大，昨日
一度跌破之後，有資金進場，說
明市場在 2,000 點上方有所支
撐。
■太平金控‧太平証券（香港）

研究部主管 陳羨明

「五窮」淡市 危中有機
財技解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