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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
風）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
路。由香港文匯報牽頭成立
的未來之星同學會迎來 10 周年紀念，特別舉辦「十大傑
星」評選活動，表揚在不同行業中表現傑出的會員。曾參
與第一屆未來之星國情班的胡俊，是「傑星」入圍者之
一，回顧 10 年前參加國情班，人生首次前往北京，深感只
有親身體驗，親眼所見，才可真正認識祖國，這段經歷讓
他畢生受用。在過去 10 年間，胡俊幾乎每年都會回來參與
把自己從未來之星所得回饋社會，幫助一批又一批的香港

首屆「星星」胡俊入圍「傑星」回顧10載感交流機會寶貴又超值

年輕人加深對國家的認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胡俊過去曾多次擔任
未來之星國情班面試官，對面試場合可謂駕輕就熟。
對於有志參加國情班到內地交流的學生，胡俊以過來
人身份分享心得，建議同學宜事前做足準備工夫，了
解面試機構及工作的基本資料，讓面試官感受到熱誠
及尊重，獲選機會自然大增。
香港近年出現「港孩」現象，部分年輕人過度自我
中心，遇到面試機會也毫不珍惜，只管輕率隨意「做
自己」。胡俊直言，過去面試時曾見過不少「奇人異
士」，「遲大到」、身穿短褲拖鞋來面試的大有人
在，「守時是一個成年人應有的基本條件，衣着整齊
前往面試則代表考生對機構有基本尊重，兩者皆是面
試最基本的入場券。」

■ 胡俊在未來之星紀
念刊中的照片中找到
自己。記者彭子文 攝

三

十而立的胡俊，2007 年於香港大學畢
業後，先後於政府部門及紀律部隊工
作，目前在紀律部隊任職救護主任，參與指
揮及救護行動，年前與太太誕下一子，生活幸福美滿。
對於未來之星國情班，胡俊笑言對其「超值」印象非常深，「2005年在港大
網站偶然看見未來之星舉辦首屆國情班，行程相當豐富，團費竟然接近分毫不
收，於是產生興趣。」然後他再仔細閱讀行程，更發現未來之星讓學生參觀很
多內地重要儀式及機構，更包括不少「獨家景點」，坊間的普通交流團根本無
法媲美，吸引他立刻報名參加，最終幸運獲選，展開為期8日的北京之旅。

未來星蹤

面試見盡「奇人」「遲大到」
「穿拖鞋」都有

未來之星的工作，包括擔任同學會幹事或任面試官，希望

憶昔上京學國情
每年回饋傳薪火

警匪片迷觀軍演看得入神
當年的胡俊只是個剛踏入 20 歲的小伙子，從未到過北京，國情班使他大
開眼界，印象難忘，「那是我第一次到天安門廣場，第一次見證升旗，第
一次參觀三軍儀仗隊，每一件事都讓我感覺新奇。」胡俊又形容當年欣賞
的軍事演習，槍炮聲不斷，其間有機會近距離觀看大型炮彈射擊，場面非
常震撼，讓胡俊這位警匪片迷看得入神。

面試官一般要求同學作自我介紹，再詢問為何參加
未來之星、對國情班認識多少等問題，從而了解同學
意向，以及是否了解機構及活動內容，從而分辨對方
有多渴望成為未來之星的一分子。「過去曾有一名男
學員，面試完結時反問我們一班考官：『假如有幸參
加未來之星，將來我有否機會成為幹事協辦活動，甚
至成為面試官考核後輩？』」這個問題不僅顯示他對
活動具熱誠，更可見他有着長遠的目光，使胡俊印象
深刻，最後該名學員當然順利入圍，成為未來之星國
情班一員。
胡俊又指，準備充足、有熱誠及尊重不單適用於交流
活動，求職時的面試也相當重要。他以自己任職的紀律
部隊為例，指當中首要條件是體能，為了在面試期間有
好表現，不少成功的參與者都會在事前半至一年內勤
練，以維持高水平體格。此外，考生在準備期間亦宜多
了解申請職位資料，「例如是部門組織架構、編制、是
否輪班工作、受訓需時多久等。」如學生能在面試期間
流露出對面試機構的認識，自然會有優勢。
胡俊續指，冷靜頭腦及領導才能對於紀律部隊而言必
不可少，面試時亦會有針對性問題作考核，建議考生面
對難題時不要慌張，冷靜分析問題精要，務求化危為
機。此外，學生平日宜多閱讀報章、社評，以培養批
判性及多角度思考能力，有助學習隨機應變。

語言差異鬧笑話消隔閡
未來之星又讓胡俊有機會到清華大學聽課，學習內地社會及法律制度，
從不同的角度認識兩地差異。他又笑言，在北京交流期間，最大的挑戰在
於語言差異。「中學時雖然有普通話課，但一到應用層面，問題就出來
了。例如在內地搭的士叫『打的』，這些看似簡單的東西，當時的我卻很
不習慣。」這些小差異雖然讓胡俊跟負責接待的內地生在溝通上弄出不少
笑話，卻也是個製造話題的好機會，既可消除隔閡，促進友誼，亦可從當
地人口中學習內地文化，加深對國情和民生的了解。

工作緩急學排序職場受用
這次北京之旅讓胡俊獲益良多，回來後想做點事回饋未來之星，同時希
望將這個寶貴的交流機會推廣開去，遂自薦成為幹事，協助籌備行程及帶
團前往內地，胡俊坦言這段經歷可謂畢生受用。「籌辦活動並不是想像中
簡單，既要定下活動目標、人數、地點，以至宣傳、面試、代辦旅遊保險
等，出團前需向所有學員講解細節，每一個細節都要小心留神。」這段磨
練讓他學會將工作按輕重緩急排序，以及如何獨立完成工作，此項優勢對
於他在紀律部隊中工作尤其有利。
■ 胡俊（左下）於 2008 年成為 ■ 第一屆國情班成員至今仍會相約聚
看見未來之星規模越見壯大，胡俊深感高興，並祝願未來之星再接再 幹事帶隊前往南京，體驗到籌辦 餐，胡俊（右二）感謝未來之星讓他有
厲，期待慶祝下一個10年。
活動絕非容易。
受訪者供圖 機會認識這班好友。
受訪者供圖

中學生參加百仁盃 冠軍獲10萬元創業

構，而是能讓他們盡展所長，糅合社會責任及商業運
作模式的平台，「例如聽障人士擁有非凡專注力，擔
任侍應更能第一時間注意到顧客需要。」加上他們普
遍都會珍惜工作機會，流失率一般較低，僱請他們對
公司就很有利。
社聯匯豐社會企業商務中心首席顧問凌浩雲認為，
好的點子及良好理財思維，都是成功創業不可或缺的
重要因素，故鼓勵學生多從日常生活角度思考創業方
向，同時宜多留意現金流問題，以確保創業後能持續
經營。

參賽者盼「做生意又幫到人」
▲ 嚴詠儀及孫文業冀辦社企協助流浪
漢。

姜嘉軒 攝

▶民政事務局副局長許曉暉（中）向參
賽學生講解社企定位。
姜嘉軒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要成功創業，好的點
子、理財技巧及資金缺一不可；多少香港青年創意無
限，卻礙於種種限制，又苦無合適平台，最後只能原地
踏步。為協助年輕人及早掌握創業思維，以及學習社企
營運精神，百仁基金及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合辦中學生
創業挑戰賽，提供平台讓學生比拚創業點子，從中學習
理財及推銷計劃技巧，冠軍更獲主辦單位出資 10 萬元
「打本」成立社企，同時提供各界專業意見，協助學生

創業夢成真。
百仁基金副主席羅詠詩表示，百仁盃旨在提供平台讓年
輕人發揮創意，鼓勵他們早作生涯規劃，並希望推動本港
社企發展，扶助本港弱勢社群。社企民間高峰會總幹事黃
永是百仁盃評審之一，他引述有研究指，10年後世界將有
一半職業消失，故年輕人必須學會創業，將來才有出路，
若中學生及早構思創業路，待大學畢業後即可實行。
黃永續指，一間成功社企並非白養弱勢社群的慈善機

理大生創「糖」三藏師徒 盼「朱」八戒代言情人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不少年輕人有
「明星夢」，但理工大學 3 名美術及設計教育專業畢
業的學生卻有「經理人夢」，希望可以把自己用《西
遊記》作為藍本，再加入糖果概念的四師徒角色推而
廣之，向社會傳達享受過程和開心快樂的正能量訊
息。現時已開始有人和他們洽商授權問題，未來或有
望見於教材的插畫之上。
王偉剛、袁永熙和呂俊峰雖然畢業於同一專業，卻
有藝術設計、活動推廣和產品設計的不同專長。他們
把糖果元素融入《西遊記》角色，設計出「酸悟空」
、
「糖
三藏」
、
「朱八戒」
、
「砂僧」的角色，並已想好如何「捧
紅」他們，
「我們希望讓『朱八戒』走情人節商品路線，
因為他代表的是朱古力；下年是猴年，我們也開始和
商場洽商，看看能否擺放
『酸悟空』
裝飾和商品。」
他們坦言，一般人會認為他們只是畫公仔、賣產
品，但其實他們最希望做到的是把角色授權廠商，讓
他們「代言」產品。有關計劃獲理大微型基金計劃支
持，批出 10 萬元為種子基金，以幫助他們把理念發
揚光大。他們表示，這筆種子基金主要用來為角色作

■王偉剛（左）
和袁永熙（右）
展示其卡通角
色產品。
歐陽文倩 攝
專利註冊，現在亦在繪畫相關動畫以進一步宣傳。另
外，他們亦加入科技元素，開發了 AR（虛擬實境）
的應用軟件，讓用家可以將自己親手着色的四師徒角
色 3D 化，在電子器材上變得活靈活現，更可與他們
合照。

難忘學員反問考官顯熱誠

打算參賽的新會商會陳白沙紀念中學中五學生張健
樂，擁有一顆幫助低收入者的善心，同時已有初步創
業計劃，希望「做生意同時又幫到人」。
就讀東華三院盧幹庭紀念中學的中五學生孫文業及
嚴詠儀，暑假期間參與中大舉辦的社創營，初次了解
何謂社企，萌生創立中介公司幫助流浪漢的念頭，目
前仍在構思資金問題，期望贏得比賽後獲專家指點協
助。
「百仁盃—中學生社企創業挑戰賽」經由學校提
名，歡迎中學生組隊參賽，活動為期 3 個月，主辦單位
會先為參賽學生安排兩次社企參觀活動，然後要求學
生提供創業計劃書，3 輪賽事中學生需向評審委員會講
解內容，分出高下。冠軍隊伍可獲獎盃及獎金 3 萬元，
並額外獲得 10 萬元創業資金，社聯滙豐的社企創業諮
詢服務亦會協助冠軍隊伍實現計劃，讓創業夢成真。

生涯規

劃

新 專 版 10 月 登 場
文匯報教育版將於 10 月推出全新的《生涯
規劃》專版，全方位探究生涯規劃情況，幫助
同學認識及發展自我、探索職場上需注意的事
項、了解不同行業真實一面，以籌劃自己的未
來方向。新專版正邀請不同單位合作，包括賽
馬會「鼓掌．創你程」計劃、女青年會、多所
專上院校等，並由專家介紹海外及內地升學秘
笈，以及尖子過來人如何走進世界名校等，助
同學們規劃好個人的人生生涯。
另外，教育版新學年的《學界正能量》和
《綠色校園》專欄亦已接受投稿，歡迎全港學
校踴躍參與，《學界正能量》專門報道學界的
各種勵志感人故事，《綠色校園》則分享學校
環保教育的妙法。
各校可將相關資料及相片（如有）電郵至
edu@wenweipo.com，並須提供聯絡方法（包
括姓名、電郵、電話、所屬機構及職銜），編
輯部收到後會先作甄選，獲選者有機會被邀請
接受訪問，內容將刊於相關專版內。

上京「人大」交流 反思學習態度
我有幸參與嶺南
大學的交流生計
劃，到北京中國人
民大學（人大）上
課，體驗內地高校
的學習氣氛，以及
大學遊蹤
了解內地生的學習
和生活習慣，大大開拓了眼界。內地的
學生大部分都習慣早起，作息時間固定
且有規律，這與許多港生習慣日夜顛倒
的生活差別很大，這次交流經驗讓我意
識到自己平時的生活習慣是多麼不健康。
此外，人大的學生很少上課遲到，總
是比老師早到的很多。另外，也有很多
學生選擇旁聽自己有興趣的課程，若上
課遲到，就很有可能全程都要站着上課
呢。在香港，部分同學經常上課遲到，
甚至選擇「走堂」，有時更在課堂上到
一半才慢悠悠地走進來，旁聽的同學更

不用說，只是寥寥可數。這大大反映了
兩地學習文化的差異，讓我反思港生應
該向內地生學習他們嚴謹的學習態度和
自律的品格。
這次當交流生的經驗，令我結交到
一班志同道合的朋友，當中有人大的
同學，也有從嶺大一同前往到北京參
加交流計劃的夥伴，讓我在整個學習
過程中，與思想迥異的陌生人交流，
從中找到價值觀相契合的朋友，發展
更深厚的友誼。

獨特魅力引人尋夢
北京的風土人情亦讓我難以忘懷。作
為歷史文化名城，北京這城市散發着獨
特的魅力，或許這就是為何那麼多大學
畢業生，或者有遠大理想的人均會選擇
來到北京尋夢的原因之一吧。這獨特的
魅力一方面吸引着世界各地的遊客前來

■ 黃鳳
欣（右），
於人民大
學交流時
結識的同
學，現已
成為好朋
友。
筆者供圖
一探究竟，同時這兒又充滿着濃厚的人
情味，讓我感受甚深。
每當外出到北京一些著名的景點遊
覽，或是路上遇上困難，當地人總會
一臉友善和熱情地為你指路。回想起
夜裡與友人漫步在校園的林蔭小道和
坐在草坪休息聊天，那感覺愜意無
比，亦讓人懷念。
■嶺南大學哲學系學生 黄鳳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