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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想非「空想」「廢青」變傑青
被標籤無人理解仍不棄 楊秉基勉港青「盡情發夢」

財爺：會問耶倫加息 料無「真答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佩韻）隨着國家推展「一帶一路」的發

展戰略，香港亦抓緊機會，在緬甸仰光開拓發展空間和商機。發
展局局長陳茂波表示，上周到緬甸仰光考察時發現，當地有豐富
的天然資源、外資前景及經濟增長理想，再配以國家「一帶一
路」的戰略及香港專業服務界的優勢，相信有助香港在當地取得
更廣闊的發展空間。他續說，緬甸治安良好，人民對國家有強烈
歸屬感，對未來發展積極樂觀。
陳茂波昨日發表網誌，以「緬甸之行」為題。他表示，上周與

香港的專業服務界代表到緬甸仰光考察，其間與仰光當地人、在
緬甸發展的外商及香港人會面，體會當地經濟發展機會處處。他
續說，緬甸自2011年來，積極對外開放發展經濟，在引入外資和
經濟增長方面都取得良好成績，故近兩年經濟增長達8%以上。
他表示，仰光完成長遠城市規劃願景，直至2040年發展合共達
77項的重點基建項目，包括與鄰近國家──中國、印度、泰國、
越南等的基建連繫。因應此發展趨勢，加上國家推展「一帶一
路」的戰略，配合香港專業服務界的優勢，港人要如何抓緊機
遇，拓展事業發展的空間和商機，是未來值得深入探討的議題。

指仰光基建發展空間大
陳茂波續說，代表團先後拜訪仰光市市長，亦與城市發展委員
會及緬甸工商總會的代表座談交流，並在香港貿易發展局安排下
進行了商業配對，建立聯繫。其間亦參觀當地一些大型的基建項
目，包括緬甸首個由外商投資的貨櫃碼頭、廸拉瓦經濟特區等，
陳茂波認為，仰光未來在建築和基建的發展空間很大。
由於大型發展剛在起步階段，當地的基建及建築設計標準仍在
訂立階段。不少項目現時均採用鄰近地區或西方國家的設計標
準，同時藉此引入先進的知識和經驗，這情況為外地專業人士提
供到當地拓展服務的廣大空間。

資源豐工資低 外資前景理想
陳茂波稱，緬甸有豐富的天然資源，包括木材、玉石、礦產品、

天然氣等，當地勞工價格非常低廉，故當地政府近年銳意設立經濟
特區及工業園，吸引外資到來設廠。他表示，現時已有不少外商
（包括港商）參與，發展的勢頭不錯，亦希望藉今次訪問，向當地
政府和商界介紹香港及香港的專業服務界，建立連繫和友誼，協助
有興趣到當地尋求發展機會的香港專業人士和港商進入巿場。
他表示，發展局為特區政府經濟發展委員會轄下專業服務業工

作小組的秘書處，一直與專業服務界共同努力，為專業服務界尋
求更廣闊的發展空間，為年輕專業人士開拓更多的事業發展機
會。今次到新興及具潛力的市場考察，是工作小組的建議之一，
由發展局與香港貿易發展局聯合舉辦。

陳茂波倡港抓緬商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佩韻）各界都密

切關注美國的加息步伐，或對香港的樓市掀
起小波浪。正在秘魯首都利馬訪問的財政司
司長曾俊華表示，會向美國聯儲局主席耶倫
詢問美國的加息步伐，但他相信耶倫一定不
會告訴他心目中想知道的答案。他解釋，情
況猶如他回應記者對調整針對樓市措施的提
問一樣，避免改口風而被市場過分解讀，甚
至造成不必要的震盪。另外，曾俊華表示，
特區政府未來仍繼續與商界合作，共同開拓
新市場並推動各個支柱產業朝高增值發展，
以維持香港的領先優勢。
曾俊華以中國代表團成員的身份，出席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一年一度的
年會。他昨日發表以「美洲之旅 」為題的
網誌，稱今次的海外訪問先後拜訪美國財
政部部長傑克盧(Jacob Lew, 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弗
曼(Jason Furman, Chairman of the 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ors)、 商務部副部長
Stefan Selig、紐約聯邦儲備銀行主席
William Dudley、紐約證券交易所總裁
Thomas Farley、聯合國副秘書長吳紅波，
和我國駐紐約總領事章啟月。
曾俊華稱，談判近5年半的「跨太平洋戰
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TPP)終達成基本協
議。雖然香港市民過去或許較少留意
TPP，但是其覆蓋面較廣泛，除有關貨物貿
易關稅的協定，還涵蓋服務、投資、電子
商貿、知識產權、勞工保障和環境保護等
多個範疇。他續說，TPP亦涵蓋12個國家
的自由貿易協議，包括美國、加拿大、墨
西哥、日本、越南、汶萊、馬來西亞、新
加坡、澳洲、紐西蘭、秘魯和智利，佔全
球GDP逾30%。

TPP排除中國難發揮真正作用
他續說，自由貿易協定有助促進貿易，
從而發揮締約成員的經濟增長潛力。隨着
締約成員的經濟增強，也會拉動其進口需
求，繼而對締約成員以外的其他經濟體的
貿易產生一些正面作用，故香港長久以來

亦是自由貿易的忠實支持者。曾俊華認
為，在12個TPP的締約成員中，內地是多
個成員的最主要貿易夥伴，認為自由貿易
協議要將個別國家或地方排除在外，難以
發揮其真正作用。
曾俊華認為，距離TPP真正落實尚有漫
漫長路，因為長達30多章的協議文本，當
中仍有許多細節不清楚，加上其框架會相
當複雜，各國議會相信需要一定時間審
議，才能夠讓它正式落實。
他續說，在過去一星期，美國民主、共
和兩黨和其他相關團體例如工會，就TPP
已展開了非常激烈的爭論，加上美國總統
大選戰況激烈，相信難以在短時間內順利
在美國國會通過。

港須提升實力 維持領先優勢
他表示，面對環球的激烈競爭，香港必須

要繼續提升自身實力。特區政府未來會繼續
與商界合作，共同努力開拓新市場，推動各
個支柱產業朝高增值發展，同時致力拓展新
產業，相信香港仍然有能力維持領先優勢。
最後曾俊華表示，這篇網誌發表之時，
他應正與美國聯儲局主席耶倫在利馬會
面，稱「當然會把握機會，向耶倫詢問美
國的加息步伐」，但知道她一定不會「告
訴我心目中想知道的答案」。他解釋，情
況猶如他回應記者對調整針對樓市措施的
提問一樣，避免改口風而被市場過分解
讀，甚至造成不必要的震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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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

虹）沒有輝煌的學術成就

及學歷表現，只為理想拚

搏的他們昨日一同登上嘉

許台，接受「十大傑出青

年」的嘉許。國際青年商

會香港總會昨日公佈「十

大傑出青年選舉2015」選

舉結果，共有3女6男奪此

項殊榮，當中包括自嘲是

「廢青」的藝術從業員楊

秉基，他以戲劇專業運用

於義務工作上而獲獎，他

勉勵年輕人勿輕易放棄理

想，即使旁人不理解，亦

要捉緊機會去追夢。另

外，曾往西非利比里亞參

與控制伊波拉疫情的紅十

字會臨床心理學家張依勵

亦奪殊榮。

「十大傑出青年選舉2015」選舉結果昨日公佈，
由來自不同界別的3女6男奪此項殊榮，如工

商業、教育、環境保護、公共及社會服務及專業工作
等。
從事文化及藝術行業、自稱「廢青」的楊秉基上台接
受嘉許，成為今屆十大傑出青年之一。現齡40歲的他為
獨立劇團「好戲量」藝術總監，專注於劇場技藝，並將
其專業運用於義務工作上，如與失明者合作演出等。他
亦是應屆香港傑出義工得主。

「背水」報讀演藝學院
楊秉基自言從獲悉得獎至今，每日均緊張難言，認為
「旁人多形容我是『廢青』，現在我卻成為傑青，實在
有點百感交集。」他回憶指，自幼被灌輸學業為先，故
重考公開試3次都不放棄，終獲香港理工大學製造工程
系取錄，惟發現自己志不在此，所以在大學3年級時，
不但缺席期末考，更報讀香港演藝學院並獲取錄，從而
使自己沒有退路可走，一心專注於藝術行業。惟大眾普
通認為有關藝術事業「搵唔到錢」、「無前途」，不少
人更標籤此類藝術從業者為「廢青」。
楊秉基表示，夢想如種子，會逐漸發芽發酵及茁壯成
長，成為一棵參天大樹，勸年輕人勿為學業而埋沒理想，
勉勵有志於藝術事業的人勿輕言放棄，強調「儘管旁人不
了解，認為你在發癲，都要抓緊機會，盡情發夢。」

赴伊波拉疫區 心理學家膺傑青

另一名「傑青」張依勵則表示，於中學時加入聯合國
兒童基金會，並立志成為臨床心理學家，盼可幫助有需
要人士重建心理健康。她過去曾往西非利比里亞參與控
制伊波拉疫情及到尼泊爾參與大地震後的支援，集中輔
導災民及當地醫療人員的心理健康，亦培育各地逾2,000
名前線心理急救人員及災後心理支援課程的導師。她直
言：「向災民提供災後物資容易，為他們重建家園容
易，惟他們心理上所受的傷害及衝擊難以痊癒。」故心
理輔導於災區十分重要，為必需品而非輔助品。

籲港人加強鄰里關係

張依勵批評，港人對心理輔導認識及發展均不如其他
發展中國家，皆因社會對情緒病及精神病患者往往戴着
「有色眼鏡」，導致有關患者怯於求助，呼籲港人應加
強與鄰舍的關係，藉溝通建立一個健康的心理質素。
國際青年商會香港總會自1970年創辦「十大傑出青

年」至今已有45年，總共選出348名傑出青年。選舉首
席評審沈祖堯表示，甄選要求非以候選人的金錢多少及
學歷高低來衡量，而是取決於其對社會作出的貢獻，為
公眾樹立學習榜樣。
總會會長梁國柱指，是次選舉旨在表揚在工作及社會

服務上有卓越表現的青年，以鼓勵他人效法。

■曾俊華（右）參觀利馬當地的水果及蔬菜市場。

■曾俊華（左）今日在秘魯利馬與美國聯邦儲備局主席耶倫會
面，雙方將討論美國貨幣政策對主要和新興市場的影響及全球經
濟展望。

獲選傑青 界別
張依勵 公共及社會服務
洪之韻 專業工作
鄺海翔 工商業
林曉鋒 工商業
梁國成 教育
李琬微 公共及社會服務
王建明 專業工作
楊秉基 娛樂、康體、文化及藝術
楊駿業 環境保護
資料來源：國際青年商會香港總會

製表：趙虹

2015傑青獲獎名單

本身有學習障礙的前香港男子
籃球代表梁國成，因眼見有兒童
被母親拋棄而產生自殘傾向，遂
成立非牟利慈善團體「希望種子
籃球亞洲」，以運動作為介入
點，幫助基層家庭的兒童及邊緣
少年走出陰霾。昨天，梁國成成
為今年度十大傑出青年，冀未來
可興建一間以運動為主題的孤兒

學校，幫助更多有需要的兒童。
昂藏七尺的前港隊籃球員梁國成表示，年幼時有

學習障礙，兼身患哮喘病，故難以追上學業進度，
小學老師為其健康着想而要求他加入籃球隊，不料
激起他對籃球的興趣。時至中學時，為追趕學習進
度，獲老師課後補課而令重讀中五的他順利升讀中
六，故感激曾對他伸出援手的老師。

助童戒自殘 盼運動幫孤兒
已任職小學老師14年的「傑青」梁國成，過去曾

多次代表香港參與如全運會等國際賽事，於2005年
退役後開展其籃球慈善事業。他回憶指，曾在兒童
之家擔任義工時，眼見有兒童因被母親拋棄而產生
自殘傾向，使他感到非常痛心，「那男童扯光自己
的頭髮，事後更扮笑當沒事發生。」他遂邀請該兒
童加入業餘籃球隊，其後發現其自殘行為日漸消
失，性格亦漸趨開朗，故萌生以運動幫助有需要兒
童的主意。
2012年，梁國成成立非牟利慈善團體「希望種子

籃球亞洲」，以籃球運動作為介入點，讓基層家庭
的兒童及邊緣少年，藉團體訓練提升自信，並從而
鼓勵他們加入義工行列，以建立正確價值觀，估計
去年有300名兒童受惠。
相信「以生命影響生命」的梁國成，現兼職擔任

女子籃球隊教練，望可幫助年輕運動員；亦冀望未
來可興建一間以運動為主題的孤兒學校，望藉運動
幫助更多有需要的兒童。

■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虹

■楊秉基勸年輕人勿為學業而埋沒
理想。 趙虹 攝

■張依勵指社會對情緒病及精神病
患者戴有「有色眼鏡」。 趙虹 攝

■梁國成冀望未來興建以運動為主題的孤
兒學校，幫助更多兒童。 趙虹 攝

■■總會昨日公佈總會昨日公佈「「十大傑出青十大傑出青
年選舉年選舉20152015」」選舉結果選舉結果，，由由
來自不同界別的來自不同界別的33女女66男奪此男奪此
項殊榮項殊榮。。 趙虹趙虹 攝攝

10月11日(第15/117期)攪珠結果

下次攪珠日期：10月13日

頭獎：—
二獎：$1,335,070 （2注中）
三獎：$74,950 （95注中）
多寶：$28,305,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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