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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樂窩」
開餐廳
城大生追夢碰釘

買樓首期挪作創業 專家倡院校加強培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克儉訪歐
教育局局長吳克儉繼續於比利時布魯塞爾進
行其歐洲官式訪問，包括與歐盟委員會教育文
化總司司長 Jan Truszczyński 等高層官員會
面，就廣泛教育議題交換意見。他並特別聽取
了歐盟教育系統中致力推動教育培訓及青年人
流動的 Bologna Process 及 Erasmus+計劃的
最新發展，又與代表歐洲 47 個國家 850 間成員
校的歐洲大學協會秘書長 Lesley Wilson 舉行
會議，商談雙方高等教育合作機會。

鄭伊莎）為擁有「安樂窩」，不少人甫畢業

便努力工作儲首期置業。有城市大學商學院畢業生卻捨易取難，將家
人為讓他可安穩買樓而準備的逾百萬元首期，毅然借用作追尋創業
夢，開設結合音樂及餐飲元素的餐廳。創業並不容易，他在過程中屢
次碰釘。有專家直言，有關創業困難情況普遍，很多新畢業生「有諗

■左起：黃
祖堯、李
娟、城大商
學院助理院
長譚桂常、
青年創業軍
創辦人王藝
彬。
鄭伊莎 攝

頭，無實行力」，易令創業路最終「血本無歸」，建議大專院校加強
相關創業培訓，推動本港創新創意思維的氛圍。
身有「夾 Band」的黃祖堯，一直希
本望能將音樂與飲食文化結合，他
4

年前大學畢業後，即憑一股熱誠追尋其創
業夢，開辦一間以音樂、派對、餐飲為元
素的餐廳。除 15 萬元個人積蓄外，他更
毅然將家人打算借予他作買樓首期近 135
萬元資金投放其中，過程中曾面對家人及
朋友的反對意見，但未有動搖其決心。

整年未獲發牌 蝕租逾90萬
不過創業過程中他遇到不少難題，除要
進行飲食行業的市場調查及分析外，餐廳
更曾因消防及防火設備問題未成功獲發牌
照，不能如常經營，幾乎要虧蝕整年逾

90 萬元租金，最終只有將場地出租開辦
派對補貼；另毫無餐飲經驗的他，也曾為
了菜式價錢與廚師、經理爭拗；亦曾錯聘
廚師，影響餐廳運作等。幸好後來黃祖堯
成功克服重重難關，餐廳經營一年半後開
始回本，目前每年也有近兩成盈利。
與黃祖堯背景相似的年輕人，創業路往
往幾經波折。城大商學院副院長李娟分析
指，年輕創業者人際網絡薄弱，缺乏基礎
營商知識及技巧，例如市場分析、商業觸
覺等，「雖然不少人有創新思維，但在創
業前未有充分了解社會環境及市場需求，
這些想法往往未有付諸實行。」最終倒閉
收場。她建議，大專院校加強培訓學生對

創業及營商管理的知識、培養市場觸覺及
創新思維，以及訓練解難能力，推動社會
整體的創新創意思維發展，讓學生在畢業
後順利發展個人業務。

74%創業青年對行業了解不足
而城大商學院委託「青年創業軍」的調
查便顯示，有意創業及正創業的 500 多名

港隊國際賽揚威
再誕3「星之子女」

15 歲至 35 歲青年中，近九成有大專或以
上學歷，他們多因為個人興趣愛好或市場
需要而選擇創業行業，但當中多達74%在
創業前對有關行業卻未有完全了解。至於
經營情況，逾三成半的創業公司現正面對
經營困難。另逾半受訪者認為創業的 3 大
困難，依次序為經營管理問題、對創業行
業的了解不足、市場競爭激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香港再誕 2
名「星之子」及 1 名「星之女」。香港代表隊
近月於多項國際科學比賽獲得優異成績，其中
在「第六十五屆 Intel 國際科學與工程大獎賽」
中，英皇書院的陳帝羲和方爾海獲得一等獎及
兩個大獎，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的簡泳怡則獲
二等獎，3 人名字稍後更會作小行星命名，為
港爭光。

今辦頒獎禮 邀特首主禮

仁大全系「動員」 盼分羹研資局經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
政府新推出每年 1.5 億元的自資院校
 研究資助計劃，首階段上月截止申
請，7 所頒授學位的自資校都為此努
力籌備，其中樹仁大學就向研資局提
交了數十份項目建議書，所有學系都
參與其中，希望可申請得逾千萬元研究經費，進一步透過前沿
研究推動教學水平，讓學生取得新知。

"1

建議書屢修改 梁天偉信心足
樹仁大學新聞與傳播學系系主任梁天偉接受本報專訪時表
示，自資校研究資助計劃雖然已經提出頗長時間，但至今年才
正式推出。在開始申請至截止的兩三個月時間內，該校所有學
系都參與其中，提交項目建議書，梁天偉坦言，整個情況其實
「很急」，「由草擬建議書到仔細整理形式，每份建議書都一
直『上上落落』，不斷修改，大家都與管理層有很多溝通，基
本上是去到最後一刻才正式提交。」
雖然是奮戰至最後一刻，但梁天偉表示，樹仁對本身的競爭
■梁天偉表示，樹仁大學所有學系都參與了
力很有信心，「7
所院校當中，公開大學應該是最強的，緊接
自資院校研究資助計劃，希望藉研究推進教
着的就應該是我們，因為我們成為大學亦有七八年歷史了。」
學。

義工不難做 首要常參與
做義工其實可以好簡單，首要是常參與，生活中不乏
助人的機會，讓座、助人過路、扶助幼弱、答遊人問路
等，若每個人都能盡一己的能力幫助有需要的人，並習
以為常，我們的香港可以成為關愛之都。
自1991年開始，每年均約有20名大專學生獲頒發跨院
校的「傑出學生服務獎」，以表揚他們在義工服務、課外

理大夥瑞士美國校
合辦環球酒店碩士課

擁研究基礎 缺人手支援
此外，樹仁大學學者也有一定研究基礎。梁天偉表示，校方每
年也會預留約100萬元，供不同學系申請做研究。除了院校內部
經費，不同學系亦會尋找外間的研究資助，「例如我們的歷史系
就有申請教育局方面的經費，做一些和中學課程相關的研究；新
傳系也有做一些外間的研究，每年亦有五六十萬元。」
不過，梁天偉坦言，對自資院校而言，要申請研究經費並不
是易事，「和資助院校不同，我們行政方面的職員並不多，沒
有了這方面的人手支援，所有細節都由教員自己跟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理工大學與瑞士
洛桑酒店管理學院和美國休斯頓大學康拉德．希
爾頓酒店及餐飲管理學院昨於香港簽署合作意向
書，3校將於2015年共同開辦「環球酒店管理理
學碩士」課程，合作培育新一代酒店及旅遊業界
的人才。

盼獲資助聘教學人員

橫跨3大洲 各院校學習一學期

此外，在進行研究方面，自資院校也要克服一些困難，例如
人手安排，「現時我們每位老師每星期課時約 12 小時至 15 小
時，而且每個星期都要改卷，沒有時間做研究、寫論文，幸好
這個計劃也會資助我們去聘請教學人員，算是兼顧得到。」
總結自資校首次可競逐研資局的經費，梁天偉表示這是好
事，「每個學科都有很多事物在發展，透過做研究，我們可以
讓學生更新知識、與時並進，希望當局亦可考慮到如何公平資
助每所院校進行發展。」

根據意向書，3校的環球酒店碩士課程設有共
同教學大綱，並達到各自學院的教育標準與規
定，而學生畢業後可獲其母校頒授碩士學位，以
及其餘兩學院簽發的「結業證書」。是次橫跨3
大洲的合作，讓歐洲、亞洲以及北美的學生可於
3所合作院校各學習一個學期，藉以培育全球視
野，並掌握全球酒店業務所需的文化共融。

享受義工樂 經歷新體驗

筆者小時候在坪石邨長大，大廈樓
梯四通八達，並無任何保安系統，住
戶需要輪流當更，手持棍棒保護夜歸
的鄰居。由於爸爸需要在晚間工作，
每隔數月，媽媽就會與街坊鄰里一同
「開夜班」，發揮守望相助精神。雖
逢星期三見報 然是「捱眼瞓」擔當義務看更，筆者
感到媽媽從不介意，付出小小可確保
鄰居的安全，又可以與左鄰右里閒話家常，確是樂事。

組織港生參賽的新一代文化協會科學創意中
心今日將為他們及其他得獎學生舉行頒獎禮，
並邀得行政長官梁振英主禮。

活動、學業成績和領導才能方面的傑出表現。筆者是於1993
年獲獎，這份榮譽讓我認識到來自各大專院校、不同服務
經歷的獲獎者，圈子大了，眼界闊了，無形中亦增添一份
使命感。

傑專會互動助人助己
回想獲獎後的那些年，一群獲獎者在 1994 年成立了
一個跨院校的服務組織——香港傑出專上學生服務協會
（簡稱傑專會），一起構思和推動全港性以大專學生和
畢業生作主導的大型服務計劃，共同發揮彼此間的服務
經驗、人際網絡和專業知識。協會曾舉辦中學生義工培
訓，長者家居安全推廣、南亞裔青少年融入活動，亦曾
接待清華大學傑出學生訪港團，到訪內地了解國家經濟
和福利發展，到內地窮鄉僻壤重建危校，過程中各同學
以自己的經驗和專長互相協作，起了很大的化學作用。
透過與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在義務工作上多組織交流，
能從多角度探討和發掘不同的服務需要，更有效幫助他

人之餘，亦帶來不少義工的新體驗。

量化無意義 心態最重要
當義工要有好的心態，有人說「求學不是求分數」，
筆者認為義務工作亦然，不應只以人數、時數、證書多
寡來衡量，最重要的是懂得義務工作的意義，能全情投
入，才樂在其中，做個「稱職」的義工。
或許因自小的耳濡目染，筆者大學畢業後仍積極利用
工餘時間兼顧多方面的義務工作，覺得做義工能為自己
和他人的生命增添色彩，是一種福分。近年筆者從義工
「前線」走到「幕後」，期望透過勤組織推動和分享心
得，讓義務工作薪火相傳、發熱發亮。

易遇良師真朋友 終生受用
在義工路上，最大的得着就是遇到很多「講心唔講
金」，志向一致的好朋友。筆者亦慶幸遇到不少啟蒙的
前輩，讓我學到了很多書本以外的知識和技巧，提升創
意構思、組織策劃、逆境解難的能力，終生受用。
參與義務工作多年，不斷地經歷「心動、感動繼而行
動」的循環，依然樂此不疲。忙碌的香港人，在義工服

■筆者(右四)與一眾傑專會好友經常聚首，分享生活點
滴。
筆者供圖
務上可以常參與、多組織、勤推動，助人為快樂之本，
追求心靈上的回報之餘，亦為香港締造更和諧關愛的社
會。
■岑偉建 香港傑出專上學生服務協會第三屆會長、
香港童軍總會黃大仙區區總監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她們有一個約定》：中學不談戀愛
相信求學時期，大
家必定有自己的好朋
友、好姊妹。本書就
有一對形影不離的好
姊妹，她們之間有一個秘密約定：中學求學
期，絕不談戀愛！兩人信守誓言，一路同行。
但外校男孩本木兒的出現，打破了喬西婭原本
平靜的生活，珍貴的友誼面臨愛情的挑戰，而
父母、小姨之間的感情糾葛更使她煩惱不堪。
喬西婭的中六生活波折重重，爸爸愛上小
姨，她因此開始喝酒、抽煙、談戀愛，完完全

無私……」你認同嗎？書中的喬西婭和
丁眉眉就是好例子。
一段同學往事，一次友誼與愛情的考
驗，印證了兩人的深厚友誼。常言道：
一生難求好知己。知心朋友能陪伴自己
過一輩子。
好朋友，在你的背後默默支持你，在你
的身邊無悔無
怨 扶 助 你 ……
但願你、我的知
己能永遠留在身
邊，永不分
離！
甚麼是縴夫？縴夫就是指那些運用

全打破兩人一直信守的誓言。但我認為，她們
不會因而絕交。最後，丁眉眉原諒了喬西婭，
與她和好如初。
書中第九章──《情同手足的姐妹》，我認
為是本書最動人的篇章。喬西婭的媽媽對她
說：「真好，有一個朋友，這樣支持你，扶助
你，親如姊妹……多好！這已經是上天送給你
的禮物了。」誠然，朋友是不可或缺的。
在成長路上，難免有波折，但兩人仍能攜手
面對困難，衝破難關。「真正的成長在於心
中，而真正的朋友，就是永遠的互信、坦誠、

《縴夫的腳步》

自己的身體能力，全力把載重的船逆

流而上拉到目的地的人，他們就稱為縴夫。究竟今天的老師是不是
縴夫呢？是。除了我剛才所說，他們把事物、知識、人情作交流外，他們還每天逆流而上。──小
思，原名盧瑋鑾，1939年生，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教授，原籍廣東番禺，出生香港。

學生：阮麗怡
學校：中華基督教會蒙民偉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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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書局總編輯李占領點評：青春期的女孩子本就多愁善感。韋
婭書寫了一對親如姊妹的朋友的甜蜜中有苦澀的友情。這篇讀後感
也充滿小女生的愛與憂愁。惟本文結構似可再緊湊些，譬如第二段
的內容可與第一段合併來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