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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無界限 譜出優美的生命樂章

求職信格式固定 言簡意賅顯長處

對香港人來說，音樂是
陶冶性情，是消閒娛樂，
是地鐵中的隨身聽，是大
草地上的自由野，卻永遠

跟職業沾不上邊，「入大學讀音樂，你當自己是藝
術家？」親朋戚友的一盆冷水，將本來低迴在音符
洪爐裡的熱情，轉瞬澆成一縷白煙。不過，任職音
樂教育及音樂製作的Rainbow Lee卻相信，音樂
並非與現實脫鈎，也不是遙不可及之事，「每個
人都可以享受音樂的樂趣，並享受其中。」
雙十年華的Rainbow，畢業後數年間曾在不同崗
位工作，卻總覺得自己格格不入。大概沒有什麼比
起做有興趣的事更事半功倍，她慢慢就想起自己的
興趣：音樂，開始思考並實踐將理想變成麵包的
工序。
時至今日，她的音樂工作包括各種教學班，
如教唱歌、鋼琴，並參與各種音樂製作如作
曲、編曲、後期混音製作等，可謂八面玲瓏多
才多藝。

天分固重要 刻苦可逆天
很多人以為，從事音樂創作，天分及相關
學歷證書是基本要求，但Rainbow表示，得
天獨厚當然是福氣，但就算是缺乏天分，仍
可靠後天努力刻苦練習，奏出每段動人樂
章；相反，縱使才華如何洋溢，只要疏於練
習也難成大器。

至於學歷，她慨嘆這成了一紙量化數據，讓人認
為你有能力「達標」，成為大公司見工應徵時的門
檻，但她認為更重要的，是一個人演繹音樂的能力
與態度，「像教琴，起初學生或家長並不認識你，
他們只可透過你的學歷及履歷作參考，但透過真正
的能力與用心的態度，讓家長及學生看在眼內，漸
漸便能建立口碑，讓更多學生通過他們的口耳相傳
來認識你。」

用心教學「爸媽」也讚
談起教琴，Rainbow說除小朋友外，也有不少成人

學生，甚至有些年紀比她大，「可當你阿爸阿媽
的」，就曾經嫌她未夠火候，給她白眼質疑她不懂
教學，「不過上了兩堂，那學生就開門見山說不信
我能教她什麼技巧，我也沒有什麼話可以回應，就
是只能做好自己，課堂準備充足，上堂用心教導。
再兩堂過後，那學生說我是她跟過的老師中教得最
好及最多技巧的一位。」
每個學生下課離開時那滿足的笑容，以及那句

「老師，下堂再見！」是年輕的Rainbow給信心最
有效的燃料。
把音樂發展成事業並不容易。Rainbow表示，這只

是云云選擇中的一種。是工作是休閒是發洩是休息，
音樂也是你唾手可得之事，不一定要把它發展成收入

來源。就算閒時創作，放假去學門樂器自娛也未嘗不
可，只要你不放棄音樂，音樂也不會放棄你。
你也對音樂工作有興趣嗎？快快讚好我們的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hkywcaclap） ， 再
inbox我們你的姓名及聯絡電話，只要有5位15歲至
21歲、沒上學又沒有工作的年輕人參加就可成行，
希望大家踴躍報名。

■「賽馬會鼓掌．創你程計劃」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生涯規劃服務隊

（香港島及離島）

優秀的求職信和履歷
表，能讓你獲得一個理
想職位的面試機會，相
反則成為求職的絆腳

石。書寫求職信和履歷表，究竟有什麼必勝的
法門呢？
當招聘者同時處理幾百，甚至上千封的求職
信和履歷表時，只能快速閱讀，因此求職信和
履歷表要有專業的形象，令招聘者快速留下深
刻的印象，應從格式、文法和內容這三方面着
手，達至營造專業形象的效果。
首先，求職信和履歷表都是商業文書，有
商業格式可依。求職信要用信件格式，內文
要分段寫，簡潔地把自己的最高學歷、強
項、事業發展興趣和成就介紹出來；但履歷
表是個人簡歷，資料較豐富，為方便招聘者
閱讀，應依次序由個人資料、學歷、專業資
格、工作經驗、得奬項目，以至個人技能與

喜好這幾大範疇，分項列出，不宜隨意發揮，更
改格式。

勿為吸睛扮前衛
曾見過一些求職者意圖先聲奪人，將自己的求

職信和履歷表編輯得非常前衛時髦，雖然達到吸
睛的效果，但卻忽略了基本的格式和內容上的要
求，結果當然是弄巧反拙，得不到招聘者的青
睞。
求職信和履歷表應用電腦單面列印在白色A4紙

上，要打印得清楚乾淨，沒有模糊皺紋等問題。
書信的字體、行距、邊界要一致，不宜忽大忽
小，忽闊忽窄。文法亦要嚴謹，切忌發生串錯
字、句子不完整、時式錯誤等毛病。現今電腦文
書軟件發達，一般都內置了文法檢查工具，你必
需運用有關功能，確保句式文法無誤。正所謂見
微知著，你是否做事認真謹慎、對應徵職位心懷
熱誠、又具備合適的電腦文書及書寫能力，由此

可見一斑。

需切中招聘要求
最後，求職信和履歷表的內容，必需言簡意

賅，凸顯自己的長處，並舉出實質例子支持，增
加說服力。除此之外，所介紹的長處和優點，亦
需切中招聘者的要求，才能吸引招聘者的目光，
所以書信內容不應千篇一律，不作任何修改就發
給不同的招聘機構，宜先收集資料，了解招聘機
構對應徵職位的要求。建議你可先瀏覽招聘機構
網頁，了解公司背景、文化、架構、業務、產品
服務等等，再因應情況調整求職信和履歷表的內
容。
如果你能為自己準備專業的求職信和履歷表，

內容又切合招聘者要求的話，必能在一眾求職者
中鶴立雞群，突圍而出。

六月中
旬，一位
中六男生
在學校陰

雨操場左右踱步，手上拿英文老
師替他批閱的簡稿，口中念念有詞，
認真非常；那邊廂家政老師也在縫紉
室埋首，替男生準備那剛從師兄處借
來的黑色西裝外套，把它熨得筆挺無
痕；隨後班主任也前來幫忙，教導男
生如何打領帶……
上期提到入學面試時的各種貼士，
本期就分析一下在入學面試時做了什麼
會扣分，各位同學就可以盡量避免了。
1. 中英夾雜︰這部分是同學可事前準備
的。由於e世代的溝通模式不同，同學
在日常溝通交談時不免會中英夾雜，甚
至不自覺地大量使用潮語俚語，教面試
人員摸不着頭腦；把面試看作中文科的
口試般，多用正式用語，事前瀏覽一下相

關學系/課程的網頁，或有關議題的新聞報道，把關
鍵的中英詞彙抄下來，好好在家溫習和練習一下吧。
2. 眼神閃縮︰面試時要大方得體，聲調適中，切勿打
斷別人的說話；完結時，以誠懇的態度多謝面試人員
給你這個機會，給他們一個好印象吧！同學平日如較
少有機會面對着一班素未謀面的陌生人表達自己，就
應趁文憑試後的空檔時間找朋友或師長好好準備。
3. 死記硬背︰把面試看成一個跟別人輕鬆交談、讓別
人好好認識你的機會；過分背誦模擬答案只會令人覺得
你欠缺自然和信心，缺乏獨立思考和分析能力。多思考
修讀相關學系/課程同學的特質，跟自己的性格、能
力、學習經歷和抱負的關係；切忌為取悅面試人員，從
網上抄來一堆硬數字，過分吹捧自己或學系/課程的成
就。
4. 回應過簡︰盡量避免只以單字回答，或答案過簡；如
談到自己「性格外內」時，宜輔以具體例子或活動說明佐
證；當問及對某學科/課程產生興趣的背景和原因時，應
包括合理的解釋和說明，如︰「去年我於甲公司實習了兩
個月，負責採購和營運，從此便對商業運作產生了濃厚的
興趣」；講述經歷時，可同時顯示自己對某課程的深入認
識：如「甲院校的工商管理課程向來重視社會企業責任，
並為學生提供無數的增值及暑期交流機會，因此激發起我入
讀的決心。」
此外，同學在面試前的準備也不可輕視。新學制下，大部

分的大學課程收生都不會以成績作為單一收生準則，一些專
業課程如醫護專業、教育、酒店管理、藝術、社會工作等，
對同學於該學科的共通能力、專項能力或潛質、性格、相關
興趣、個人抱負等極為重視。因此，同學須弄清課程的特色
和要求，並整理高中的學習經驗和自己的「學生學習概覽」，
反思、沉澱和連繫一下，重新為自己的學習經歷和事業抱負賦
予意義。
最後，同學亦需勤加練習，多參與校內外的模擬面試活動，
累積經驗，面試時自然得心應手。
■徐恩祖（學校發展主任）
中文大學教育學院
「賽馬會鼓掌．創你程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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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抽取健康組織減併發 成本平八成半 有望兩年後應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統計顯示，有近四成65歲以上長者受關節炎困擾，

而目前針對治療軟骨損傷的主要方法，是抽取患者的健康軟骨組織移植至受損部

分，但被抽取組織的部分可能出現併發症。香港大學的研究團隊就研發出再生技

術，利用病人的自身細胞，主要是骨髓中的幹細胞，去培植全新的關節軟骨組織，

作為修復移植之用；新療法效果媲美傳統療法，且成本大減逾八成半。港大正與

瑪麗醫院洽談，最快明年進行臨床試驗，有望兩年後廣泛應用。

港大研移植「自細胞」
軟骨再生術治關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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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院「唱好」唐詩 譜曲出碟變教材

■以音樂為工作，不只教唱歌彈琴，還有混音製作
等工作。 作者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為向中小
學生推廣唐詩的精妙，香港教育學院推
行「詩樂共融」唐詩合唱原創系列三部
曲。先由專家挑選出20首耳熟能詳的唐
詩如《黃鶴樓》、《遊子吟》和《春
曉》等，本港20名專業作曲家會將之譜
成適合學生演出的合唱作品，及灌錄式
唱片；其後又會配合水墨畫及書法元
素，用音樂會形式公開展出；最後再製

作成教材，供學界使用。教院文化與創
意藝術學系教授曾葉發表示，期望學生
透過參與合唱，對中國文化如詩詞繪畫
等傳統藝術有更深刻和全面的認識，延
續學習唐詩的風氣。
適逢去年為教院20周年校慶，該校的

樂團選取了20首唐詩作品，邀請20位作
曲家將其譜成「唐詩新曲」，他們包括
許翔威、陳能濟、梁智軒及部分教院畢

業生。入選的其中一個準則就是容易
「入樂」，曾葉發認為，「詩」與
「樂」有密切關係，故挑選適合譜曲的
唐詩並非難事。在音樂會中擔任指揮、
同樣來自教院文化與創意藝術學系的助
理教授黃慧英補充指，「唐詩篇幅雖
短，但意境深遠，作曲家可發揮許多想
像和創作空間。」
「唐詩新曲」適合合唱，編曲中有弦

樂、鋼琴、提琴和風琴的西方樂器，而
曲風則具有中國風格。教院將在明年初
舉辦的「詩樂共融─唐詩新曲原創合唱

系列音樂會」將改編成果作公開演出。
他們亦將教師日的主題曲《良師頌》改
編成《良師序曲》，作為音樂會的開場
曲目。創作《良師頌》的文理書院創辦
人劉振華指，歌曲為表揚教師對學生無
私奉獻及細心栽培，作為序曲別具意
義。
為了豐富演唱會的內容，在演出期間，

大會將同時投影出配合唐詩意境的水墨
畫，令音樂會更富有中國文化色彩。上述
音樂會將在下月3日於香港文化中心舉
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
莎）近年文憑試考生人數持續
下跌，自資院校收生亦步入
「冰河期」。
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昨回覆立

法會議員質詢的資料顯示，在
2014/15學年至2016/17學年
間，十多所自資大專院校停辦
的副學位課程，在扣除新增課
程後，仍然淨減少60個，涉及
學額更達3,553個。其中，本
學年副學位課程停辦情況最為
驚人，各院校共停辦了77個課
程，涉及3,628個學額，但亦
同時新辦40個課程、2,028個
學額，即學額減少淨值為
1,600個。
教育局昨日提供的資料顯

示，2014/15 學年、2015/16
學年、2016/17學年間，十多
所自資院校停辦的副學位課程
共達 161 個、涉 8,254 個學

額，不過同時，有關院校亦於該3個學
年開辦101個新課程、涉4,701個學額；
換言之，自資副學位課程減少淨值為60
個，涉3,553個學額。
至於自資副學位課程的學費方面，部

分院校本學年的平均學費維持不變，但
亦有13所院校加價1%至12%不等，其
中科技專上書院加幅較高，本學年學費
為4.2萬元至6.5萬元，較上學年增加
12%。
吳克儉表示，自資專上院校自負盈

虧，在提供副學位課程方面享有自主
權，可因應市場需求及收生情況等，自
行決定是否開辦或停辦課程，毋須經當
局審批。他又指，因應中學畢業生人數
在未來數年會明顯下降，局方已多次提
醒院校須考慮有關影響，並鼓勵院校在
計劃課程的安排時，須參考本港人力資
源的需求。

軟骨損傷的主因在於創傷、運動損傷、骨關節炎和退
化。由於軟骨組織沒有神經，患者往往在軟骨完全

磨損，損害到下層骨組織時才會感受痛楚，加上軟骨組織
沒有血管分佈，無法進行自身組織修復，故在關節炎晚
期，唯一的治療方法只可以透過手術，以人工關節取代人
體關節組織。

人工關節最多用10年
醫學界一直鑽研，嘗試用不同的醫療手段修復受損的軟
骨組織，但到目前為止療效仍然未盡如人意。目前最佳的
治療手段，是將整個受損組織用健康的軟骨移植體替代，
而為了保證移植後軟骨組織和下層骨組織有更好的結
合，移植體應該也帶有部分骨骼組織。這種「骨軟

骨」自體移植療法，需從病人關節的其他部位，摘取部分
健康軟骨組織，並將之移植到受損的軟骨處。這治療方法
效果最顯著，但可能導致供區受損而出現併發症，例如供
區慢性疼痛及組織退化，患者只能靠吃藥或打針暫時紓
緩。嚴重軟骨受損的病人則要進行「終極治療」人工關節
置換手術，惟術後只可使用5年至10年。
港大機械工程系副教授陳佩的團隊，在過去8年一直

從事軟骨組織工程相關研究，最近研發出新的細胞培植
軟骨組織方法，當中結合工程學和生命科學的原理，只
需從患者身上抽取脂肪或10毫升的骨髓，利用其幹細
胞、生長因子和生物材料進行體外培育，使其成為帶有
骨骼組織的軟骨移植體，即可移植至患者損傷部分，有
助進行修復。

不必學新招 現有工具即可
專家發現採用新療法後一個月，接受手術的兔子之再生

軟骨組織，不論是結構、成分和承受力，復原效果均可媲
美上述的自體移植療法；由於軟骨只需在體外進行培植，
沒有供區受損的風險。此外，負責手術的醫生毋須學習新
技術，只需配合現有工具就可為病者移植。
陳佩表示，新療法適合有局部軟骨損傷的患者，但若是
嚴重磨損者，就未必適合。他們正與瑪麗醫院等3所醫院
洽談，最快可在明年進行臨床測試，望在兩年後廣泛應用
在病人身上。研究團隊成員戚子傑補充指，新療法的成本
約為3萬至4萬元，而「骨軟骨」自體移植療法則需
逾27萬元，廉宜很多。

■陳佩(右
二)與團隊
研發出嶄
新的軟骨
組織再生
技術。左
一為戚子
傑。

黎忞 攝

■左起：黃慧英、劉振華和曾葉發。 黎忞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