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寵物美容 要識與「客」溝通

實現目標先知彼 了解市場要什麼

寵物之所以成為「寵」物，
自是來自主人的寵愛有加，在
他們眼中，愛犬愛貓不是動

物，而是親如子侄。滿足了基本的生理要求後，有些
主人會選擇為愛犬愛貓搜羅美食；有些會為牠們添置
可愛新衣；還有些人，會帶貓犬到寵物美容店，如同
我們修甲理髮一樣，貓犬經過悉心打扮耳目一新，作
為「父母」的，當然笑逐顏開。

需兼顧店舖經營
愛狗之人Otto，就和一班志同道合的朋友合辦了
一所寵物美容店。他表示，很多年輕人以為寵物美
容工作只包括為寵物裝扮、清理髒物等瑣事，但實
際上營運一所美容店需要的工作甚多，從售賣產
品、處理貨物、店務到宣傳等都需要兼顧，其中有
些店甚至會兼營寵物售賣。
不過，寵物美容業本業仍然在寵物護理身上。
Otto笑說最大的挑戰，在於如何與動物溝通讓牠
合作，「譬如說，動物本身忌水或不喜歡洗頭，
但我們卻要幫牠清洗毛髮，就要想想辦法吸引牠
注意或讓牠順從，有一次，主人聲稱他的小狗很
聽話不咬人，結果話未說完我就被咬了。」被咬
也成為他們工作的常事，Otto就曾經因為被咬而
需要到醫院注射破傷風針。

與客戶累積友誼
寵物不喜歡美容項目、打架、隨處大小便等
問題，在經驗累積下來、對動物有所了解以
後，就可透過不同手法處理。

而Otto累積下來的還包括狗主與專家們的珍貴友誼，因
工作關係認識到獸醫診所助護、醫生、狗隻訓練員等，
豐富了他對寵物的知識，而客人變成熟客再變成知心
友，一班人閒時聚會大談寵物「湊仔經」，天南地北聊
得不亦樂乎。
Otto說，青年如有意入行，有愛心、有耐性、喜歡動

物是加入的首要條件，如有飼養寵物經驗就更好，因會
較其他人更能辨別寵物的心理狀態。
此外，擁有好技術、手勢穩定也是需要的技能，可透
過訓練慢慢累積經驗，「良好態度也是重要的，因你需
要取得客人信任，並懂得應付不懷好意的惡客。」

怕嘈吵慎思入行
他又特別提醒一個一般人未必會注意的「入職要

求」，「如果你本身很怕嘈吵，就要慎思是否要入行
了。以我們一天八小時工作計算，替狗隻吹毛六七次，
每次約二十分鐘，機器跟狗吠聲其實是頗吵耳的，有時
一隻狗吠，其他的跟着共鳴一起吠，這連鎖反應可以讓
你耳朵非常吃不消的。」
坊間現時已有不少寵物美容師課程，但年輕人也可以
選擇先做學徒：起初負責一些零碎執拾工作，當工作態
度獲上司肯定後，便會學習使用電動剃毛器、剪趾甲、
甚至洗澡、吹毛等工序，學懂這些基本上已可獨立提供
服務。至於剪毛及設計屬進階技術，可往後再考慮進
修。學徒薪水最初當然較微薄，但完成學徒訓練後薪金

會上調，如考獲竉物美容師基本資格，月入可達萬餘，
更高級資歷甚至會和公司拆賬作為薪酬。
您是否也對寵物美容有興趣？是否有愛心、耐性呢？
如您是正在待業或待學的15歲至21歲朋友仔，有興趣體
驗或考慮入行，切莫遲疑於facebook讚好https://www.
facebook.com/hkywcaclap 並 inbox 我們姓名及聯絡電
話，我們會盡快聯絡及為您安排。

不時聽到一些成年人
對青少年的有趣的形
容，一方面就批評他們
「搞事」；但另一方面則
埋怨他們「無所事事」。
這種社會的論述可能基於
大家也認為香港經濟多元
化，資訊發達及就業發展
機會繁多，所以只需要青少
年願意花點心力便可以有所
作為。

迷惑中見出路
不妨聽一聽OG（19歲）
這位女孩的故事，讓大家對
當下青少年所面對的挑戰有多
一面的認識。OG曾在校受到
欺凌，但她沒有放棄學習，還
放下傷痛，轉讀中專課程，希

望重新振作，為自己的未來打拚，無奈地
又因患病而被迫休學，頓時感到對未來充
滿迷茫。那麼，OG是真的找不到資訊嗎？
她真的沒有為自己的未來着急嗎？在OG進
退失據徬徨之際，她接觸到社區星探計劃中
的社工。透過社工所安排的活動及服務，她
對自己的需要及個性明白更多；藉着多元化
「職趣」的體驗及接觸，她慢慢也找到對未
來生涯出路的一片曙光。

給青少年三錦囊
OG的生涯故事現時只是重新開始編寫，雖
然前路仍然有很多未知之數，但至少她的將來
未有變成「句號」。在OG的改變過程中，我
們必須協助一眾青少年提升抗逆力，現給予他
們可以成功地探索未來的三個生涯錦囊。
1. 擁有「信念」︰OG現時可以積極樂觀的態度
面對生活，而且因好友的離世而更珍惜生命，並
希望未來成為社工去鼓勵有需要的人；
2. 培養「能力」︰她曾經參與過歌唱、手工藝等
以興趣為本的活動，過程中她所學會的不只是活
動項目的技能，更重要的是在過程中學懂與人相
處、解決困難及規劃生涯的能力；
3. 發展「聯繫」︰她接觸生涯規劃服務時，不止認
識到社工，更有機會認識到一班有共同經歷的年輕
人，以及來自不同界別的支持者（師友），這份
「聯繫」的感覺除了使她感到「同行有伴」之餘，
更重要的是得到別人關懷與支持，勇敢面對未來。
青少年成長路、生涯路上可有多少是康莊大道？
所以，就算他們的夢想有多大、有多不着邊際也好，
只要他們能夠勇於為自己將來付出努力，即使怎樣
「搞」也可以「夢想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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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協助不少同學了解
個人的事業興趣、能力及
工作價值觀，大部分同學
完成自我探索階段後，都

會有同樣的疑問：「如何找到讓我實現生涯目標的
工作？」 這正正道出實踐生涯規劃的重要元
素——「知己知彼」。在規劃的過程中，同學除
了要「知己」——對自我有充分的了解之外，亦
需要「知彼」——了解社會環境因素，特別是與
生涯發展相關的就業市場。
要掌握香港的就業市場趨勢，可先了解主要行
業和產業的發展和特性。根據2015年政府統計
處資料顯示，香港四大支柱行業包括貿易及物
流、金融服務、旅遊、專業及工商業支援服
務，是香港主要的經濟動力，而所僱用的人數
也佔總就業人數約半數。值得留意的是在2002
年至2012年間，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速度放
緩，最大支柱的貿易及物流業所創造的新職位
數目落後於其他支柱行業，而最小支柱的旅遊

業卻增長最快，但旅遊業有不少低技術職位，所以
從業員的薪酬或會相對較低。另外，專業及工商業
支援服務業，特別是建築及工程、資訊科技及廣
告，被視為具有相當的發展潛力，前景可觀。

文創產業發展較快
香港六大優勢產業包括文化及創意、教育、醫

療、環保、創新科技活動、檢測以及認證產業。在
2008年至2012年間，文化及創意產業在本地生產總
值所佔的比重錄得顯著增長，發展較其他五項產業
迅速，當中以軟件、電腦遊戲及互動媒體三個界別
作為主導。（立法會研究簡報2015）
同學在初步參考不同行業的就業市場趨勢後，可

善用各類資訊渠道，例如招聘網站內的廣告，進一
步了解有意投身的工作的入職要求、職系架構及晉
升階梯。例如對社會服務工作感興趣的同學，從招
聘網站的行業分類便可找出社會工作助理、助理社
會工作主任以及其他職位的不同入職資歷要求及工
作範疇，更具體認識該行業的組織及晉升架構，便

可為自己設定目標及規劃升學進修所需。

生涯規劃不與社會脫節
中文大學教育學院院長梁湘明教授指出︰「生涯

規劃是一個深思熟慮的過程，讓人能整全地規劃一
生，包括生命中重要的範疇，如工作、學習、人際
關係和閒暇。這過程也要求人在其社會環境中，按
步驟積極地實施所定的計劃。」我們由生涯旅程的
起點開始探索個人特質，從而確定事業方向和生涯
目標，並從生涯發展過程中，活出理想、夢想和目
標。然而，我們需要在社會環境中實踐自己，就必
須了解客觀環境因素。這不是說我們一定要屈從於
現實，但周詳的生涯規劃，絕不可能與現實環境脫
節。因此，我建議同學在積極裝備自己的同時，亦
需多留意客觀因素，掌握就業市場的變化，從中找
出適合自己的工作，實現生涯發展目標。
文：張潔盈（註冊社工）學生輔導主任
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學院網址: www.cuscshd.hk

鳴謝：爪子大本營
撰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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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生 規規劃劃涯涯

「賽馬會鼓掌．創你程計劃」
香港小童群益會生涯規劃服務隊﹙九龍東﹚
隊長黃貴有 高級計劃主任施伊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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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大在2012年成為「世界博雅學府聯盟」一
員，聯盟透過院校之間的交流合作，提升博

雅教育的水平和全球覆蓋面，現時合共有逾四千名
學者和五萬名學生參與，集合各種優勢以促進博雅
教育的交流。

去年觀「摩」伊斯蘭建築及文學
嶺大視覺研究系三年級生張頌康是首屆「環球學
人」計劃的參加者之一，他在去年9月前往摩洛哥
的Al Akhawayn University交流，並將於今年9月
前往法國的巴黎美國大學（American University
of Paris）繼續「環球學人」計劃。張頌康表示，
起初選擇到摩洛哥和法國交流，是因為兩國有緊密

的歷史及文化連繫，他希望透過交流研究兩地的藝
術發展，並深入認識兩地藝術文化。
張頌康熱愛研究藝術，在摩洛哥交流時修讀了不

同的學術課程，包括攝影、設計、伊斯蘭建築及文
學，同時亦體驗了當地的多元文化，例如部分修讀
宗教課程的同學會以法語、英語和阿拉伯語等多種
語言溝通。面對9月將到法國繼續「環球學人」計
劃，他初步挑選了入門雕塑及攝影課程，同時亦申
請了該校與羅浮宮合辦的一個課程，希望完成課程
後可在羅浮宮等博物館擔任導賞員，並進一步加強
其美術觸覺。

女生將赴美：交流有助就業

另一位參與計劃的當代英語語文學系三年級生張
立凡，在上月前往瑞士的 Franklin University
Switzerland，並將於今年9月前往美國一所大學交
流。張立凡出發前向記者表示，期望在交流時可修
讀更多不同的學科。除了英語課程外，她選修了跨
文化、地理以至出版的課程，以擴闊自己的知識
面。她認為到不同的地方交流可認識異地的文化，
對將來就業會有所有幫助。
負責該計劃的協理副校長（學術素質保證與國際

事務）夏爾馬期望上述計劃有助擴闊學生的國際視
野，體驗與香港不同的文化。參與計劃的學生可獲
得6.6萬元獎學金，完成計劃後可獲得證書，以表
彰他們正式成為「環球學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

忞）不少大專院校都積極開

拓學生的國際化視野，嶺南

大學亦開展首次「環球學

人 」 交 流 計 劃 （Global

Scholars），讓學生到不同

地方交流體驗。嶺大於2012

年加入由15個國家、共27

所院校組成的「世界博雅學

府聯盟」，在「環球學人」

計劃下，學生可選擇聯盟成

員中的兩所院校，分別交流

一個學期。有參與計劃的學

生表示，期望在摩洛哥和法

國交流期間，學習及認識不

同的文化，深入研究異地藝

術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國際商業
數據提供商湯森路透（Thomson Reuters）
上月14日公佈「2015年度全球最具影響力
科學家報告」。有關報告根據科學家在其
專屬領域的論文獲最高引用次數，篩選出不

同領域最具全球影響力的科學家，其中浸會大
學化學系系主任及講座教授、羅嘉穗先進材料研究講座教授
黃維揚（見圖）就獲選為材料科學領域中全球首130名科學
家，有關領域僅有兩名本地院校學者入圍。
報告中一項的長期研究，分析了11年間，在21個科學及社

會科學研究領域的文獻的引用資料，追蹤了3,000位於其研究
領域及於每年度出版的論文獲最多引用的首1%科學家，並根
據他們在2003年至2013年於各領域發表的超過12萬篇論文
中作出分析，所涵蓋的研究領域包括臨床醫學、生物與生物
化學、化學、工程、地質科學、材料科學、物理、免疫學、
計算機科學、數學、微生物學、太空科學、經濟與商業等。
黃維揚的研究項目包括研發可持續能源及致力改善光電能源
轉換技術。黃維揚對是次獲選感到榮幸，認為報告反映了國
際學者認同及正面評價浸大的研究工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嶺南大學社區學院及
持續進修學院上月舉辦一連7日的「四川雅安服務學
習團」，與內地學生攜手進行義教及服務，同時透過
山區探訪，讓港生能更多認識貧困學童的生活，學習
感恩的心並回饋社會。
嶺大兩院的學生分成6組，深入當地山區的學童家

庭探訪，當中一組人到訪一位居於山區較高位置、距
離山腳個多小時路程的中一女生的家，該女生年幼時曾患大
病，個子較同齡人矮小，簡陋的家中，掛滿優異狀及繪畫作
品。她雖然身體不好，但非常好學，考獲全縣第二名的佳
績，更立志進入大學，夢想將來成為出色的語文老師，到訪
的港生對此都大為感動。
就讀市場推廣及廣告學高級文憑二年級的黃家輝形容，當地

學生很珍惜每一個學習機會，「就算路再遠再滑，他們也會很
準時上學，因為上學對他們來說是很重要。他們相信知識改變
未來，就算經歷了兩次大地震，也沒有悲觀，反而更把握好自
己的未來。」就讀中國語言文學副學士一年級的賴鈺琪則指，
是次活動令她明白到自己已很幸福，「我們應該有解衣推食的
心態去思考自己在世上的地位，去幫助更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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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大期望透過「環球學人」計劃拓闊學生的國際
視野。圖左起為張立凡和夏爾馬。 記者黎忞 攝

■嶺大視覺研究系三年級生張頌康去年到摩洛哥交流，修讀攝
影、設計等科目。 受訪者供圖

■港生深入
山區並到訪
一名中一女
孩位於山區
的家。
學院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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