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企美食節「試水」拓客源
基層婦手製有機食品 青年手工曲奇冀「取經」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鄺慧

敏） 灣仔會展的美食博覽不

單是市民「執平貨」的好時

機，亦是小企業小試牛刀、開

拓客源的好機會。民政事務總

署今年安排 7 家社會企業參

展，其中一間社企主打由基層

婦女親手製作的天然有機食

品，希望透過活動開拓新客

源，同時讓市民了解本地農產

品的好處；另有社企出售由年

輕人製作的手工曲奇，讓年輕

人汲取做生意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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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港海濱是市
民的海濱，除了
休閒漫步，感受
維港兩岸優美景
色外，更能搖身

一變舉辦康樂活動，讓笑聲滿載維
港。發展局局長陳茂波表示，餘下
半個月的暑假，海濱仍有許多活動
供大家選擇，如雕塑展覽、康樂活
動、手作巿集、香港動漫海濱樂園
甚至是明日舉行的「盂蘭跑」，向
大眾介紹生死文化相關的地點等，
正是當局過去經常強調的「地方營
造」的願景。
陳茂波昨日發表網誌，他表示，

在中西區區議會及海濱事務委員會
的支持下，特區政府在2013年開
始，把中環海濱的一幅臨海臨時用
地，以短期租約的形式，租予營辦
商舉辦活動，為期3年。租約其中一
項要求，是營辦商要每年最少要有
120日開放場地舉行免費公眾活動，
讓各階層的市民均可參與。

新晉藝術家海濱展手作創業
他續稱，今年暑假中環海濱舉行

的「中環夏誌」，由《博特羅在香
港》展覽拉開帷幕，當中展出哥倫
比亞藝術家博特羅(Fernando Botero)
創作的九件大型雕塑，包括著名作
品《抽煙的女人》，讓市民可以近
距離感受這位世界級大師的創意。
除了雕塑展覽外，營辦商亦在這裡
加入涼亭、躺椅等休憩設施；更有
乒乓球、羽毛球和大型棋盤等康樂
用具供市民使用。

海濱空間的另一特色，就是靈活多變。陳茂
波指，同一個中環海濱空間，既可讓數百名小
學生以國際象棋對陣，也可搖身一變成為野戰
場地讓大小朋友拿起海綿彈槍玩個不亦樂乎，
亦可變為瑜伽練習場，讓上班一族有舒展的空
間。至於近年廣受巿民歡迎的手作巿集，亦是
海濱的「常客」，不少新晉藝術家或設計師因
此有更多機會展示作品，嘗試闖開他們的藝術
事業。

陳茂波：海濱續陪我們成長
陳茂波表示，灣仔海濱的「香港動漫海濱樂
園」、維港彼岸的西九文化區戶外場地、前啟
德機場跑道、觀塘海濱公園與「反轉天橋
底」、以及各區轄下的海濱亦不時舉辦各式活
動，如樂隊和舞蹈表演、市集、長跑、龍舟競
賽等。他認為，當局與市民有共同的願景，就
是要讓維港海濱成為大家可以各適其適地享受
的地方，讓它繼續成為我們愉快生活的一部
分、陪伴我們成長、點綴我們的回憶。
他續稱，當局會繼續努力，讓有不同興趣的

巿民都可以在海濱找到各自喜愛的活動，繼續
熱愛我們的海濱、熱愛香港。 ■記者尹妮

■大型戶外瑜伽工作坊，讓上班一族有舒展的
空間。 網誌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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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小需時適應 免學童受壓力

■幼童升小後就要乖乖坐好守規則上課，聽來簡
單實際也是需要時間適應。圖為協康會小一適應
課程上堂情形。 姜嘉軒 攝

■協康會為有發
展障礙的K3學童
辦小一適應課程
及支援。

姜嘉軒 攝

「舊電池」亂評廉署事件涉誤導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陳庭佳） 反對派繼續在廉
政公署最近人事變動上做文章。「禍港四人幫」之
一、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日前搞論壇，請來一眾
「舊電池」大肆評論事件，尤其是廉署前署理執行
處首長李寶蘭被取消署任一事。前公務員事務局局
長王永平稱，廉署和公務員的人事管理程序無甚差
異，公務員通常不會在署任某職位一年後，才接受
工作表現評估或被取消署任，聲言這是「不尋
常」。不過，廉政專員白韞六早前已經指，李寶蘭
是在署任一年內接受評估，王永平的言論似乎有誤
導之嫌。

王永平在前日的論壇上稱，公務員體系一向用人
唯才，過往也曾出現被取消署任的例子，但通常不
會在署任一年後才評估工作表現或取消署任，不相
信廉署和公務員的人事管理上有很大的差異。他聲
言這次是廉署在人事管理上一件「不尋常事件」，
因此引起激烈迴響。

前後剛好一年白韞六已講過
不過，資料顯示，李寶蘭去年7月18日起開始署

任執行處首長，廉署於上月7日公佈取消其署任，
而她於15日最後一天上班，16日展開離職前休假，

18日廉署改由執行處長（私營機構）丘樹春署任執
行處首長，前後剛好一年。而白韞六於上月11日主
動見傳媒解釋事件，當中提到：「前前後後差不多
快一年的時間，最近我就她（李寶蘭）署任時的表
現作出評估，按照這職位的要求，我覺得她未達到
職位的要求所以預備停止她署任的任命，並請她回
復原來工作的崗位。」
另外，同場的前廉政專員施百偉謂，廉署成立時

條例訂明，廉政專員受港督（回歸後的行政長官）
管轄， 而過去的行政長官和港督都有「自我克
制」，因此有關條文未有影響廉署的工作，但現時

有需要檢討條例，刪除受行政長官管轄的條文，並
加入「不受任何干涉」的字眼，令廉署的自主運作
「可以受到法律保障」。不過，他早前接受報章訪
問時，就指李寶蘭「非常不可能」因為政治壓力辭
職，擔心廉署的聲譽受連串政治爭議影響，和在論
壇上的口風大相逕庭。
有網媒就引述「知情人士」指，施百偉接受報章

訪問後，見過「禍港四人幫」之一、民主黨前主席
李柱銘，並分析指「可能李柱銘影響了施百偉，令
他今日（前日）就改口講叫政府修例，叫特首不再
管廉署」。

土作坊是聖雅各福群會旗下社企，利用本地農業產品
製作天然有機食品，包括有機花生糖、有機芝麻

餅、本地蓮子月餅等，並由低收入家庭婦女製作及銷售
產品，讓她們發揮所長。土作坊職員楊小姐說，產品不
含化學物質、原材料大多來自本地農夫，希望帶出保
育、可持續發展的理念。

有機產品競爭大靠質取勝
楊小姐續指，過往曾多次參加工展會及美食博覽，認
為參展有助開拓客源，讓更多市民了解其產品，「工展
會來睇的人多點，但美食博覽針對食，買的人會比較
多」，而營業額則與去年相若。
她又說，雖然產品較一般大牌子貴，但當顧客明白背
後理念便肯購買。不過，她認為近年的有機產品競爭愈
來愈大，故要靠質素取勝。
首次參展的博愛醫院博愛Cafe出售手工曲奇，一眾年
輕人負責調味、製作及包裝。博愛醫院社會服務副總監
黃慧君指出，Cafe為天水圍青年提供就業培訓，從中學

習基本的飲食知識及服務態度，相信該博覽有助年輕人
汲取做生意的經驗。她又說，這次準備了約450包曲奇
到場，有信心全數售出。

展商推優惠「要錢唔要貨」
另外，美食博覽踏入尾聲，部分參展商陸續推出優惠，

務求「要錢唔要貨」。出售日韓食品的峰一(香港)實業有
限公司副總經理鄭國興表示，直至昨日整體營業額按年上
升10%，較預期理想。他又說，不希望把太多貨品帶回公
司，又希望買的市民開心，昨日已經推出部分優惠，包括
雪糕由15元一個減至25元兩個；提子由300元一串減至
500元兩串，今日或會挑選部分貨品提供優惠。
出售東南亞食品的復興(香港)貿易有限公司助理銷售經

理陳瑞芳說，整體生意與去年相若，惟內地旅客「一團
團嚟買」的場面不復再，故日前推出購物滿50元以上送
即食撈麵、購買即食麵送咖啡等優惠，若今日銷情未如
理想，有機會送更多贈品及減價，「希望盡量清走啲
嘢。」

■博愛 Cafe
出售的手工曲
奇由一眾年輕
人負責調味、
製作及包裝。

鄺慧敏 攝

■陳瑞芳說，
整體生意與去
年相若，惟內
地旅客「一團
團嚟買」的場
面不復再。

鄺慧敏 攝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姜嘉軒） 暑假
只餘半個月，由於小學的上課時間、課程
內容及待人處事等都跟幼稚園大有不同，
升小一幼童尤其可能面對不少適應問題，
極端情況甚至導致焦慮情緒。
有教育心理專家建議家長應多作準備，
包括調節對測驗考試成績期望，並助其建
立穩定作息及學習規律，與孩子共同走過
這段升小適應期。
小學課時一般較幼稚園長，加上要求學
生更專注上課吸收知識，測驗考試也較
多，協康會教育心理學家黃俊傑指，學童
升小後需時適應，亦有機會因此承受壓
力，「短時間內要作答很多題目，分數意
義亦跟幼稚園時大有不同」。
他指過去曾有幼童測考未如理想，產生焦
慮情緒導致身體不適，「每次有測考的早上
就會身體唔舒服，甚至有嘔吐跡象」，家長

如注意到子女行為反常，就要多加留意。
為協助幼童適應小學生活，黃俊傑建議

家長要為子女建立穩定作息及學習規律，
「如設立一個概括的時間表，建立良好學
習生態，有助學童增加安全感」。他又指
家長與其追問孩子升小後的學業表示，不
如多問「你認識那幾位同學、學習了甚麼
新知識？」等，透過關心讓子女感受到自
己的進步，增強自信。至於溫習則宜細水
長流，「與其臨急一日溫習十個生字，倒
不如攤長五日，每日學兩個。」
他又提到，SEN（特殊學習需要）學童

升小後可能會面對更多挑戰，家長亦可為
他們定下較易達成的目標，有成功感才可
持之以恒，此外亦可陪同孩子一起翻閱練
習，免得他們面對未知題目感徬徨。
現年8歲的小三學生子廸，有過度活躍
症及自閉症，其媽媽指子廸幼稚園時不會

使用間尺、漿糊等，寫字不依筆順「似畫
公仔」，又喜歡擅離座位，故升小時很擔
心他不適應生活。
於是子廸媽媽為他報讀了協康會小一適

應課程，讓子廸預早熟悉小學生活，學習

自理並增進社交能力，她笑言子廸目前不
但適應了小學生活，社交方面進步最大，
「以前他只會一個人在角落玩，如今會主
動邀約朋友，不開心時亦會表達，情緒方
面很到很大改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陳文華）港人
工作壓力大，常會收工後飲一杯紓壓，
但近年經濟轉差酒吧生意亦萎縮。香港
酒吧業協會昨日推出全港首個酒吧指南
應用程式「Barmap」自救。Barmap現
時囊括本港300間酒吧資訊，設定位功
能供用戶自動搜索附近酒吧，並設「睇
波」、「唱K」及「捉精靈」等不同主
題包場服務資訊。
針對平機會日前指「女士之夜」涉

嫌性別歧視一案，協會主席錢雋永強
調，判決荒謬不獲業界認同，會繼續
舉辦類似促銷活動。Barmap還設「女
士之夜」選項，供用戶查詢附近有類
似優惠的酒吧。
錢雋永表示，過去一年零售市道轉

差，無論旅客及本地消費力均下跌。
上半年雖有歐洲國家盃盛事及奧運賽

事救場，酒吧生意額仍比去年同期下
跌20%至30%。尖沙咀J1 Club店主
Max指，今年上半年來店消費客戶消
費能力明顯下降，消費態度謹慎。
「去年每位男士平均消費在500元至
600元之間，今年只有400元。」

吸精靈訓練員到場消費
他指，協會曾印製推廣本港酒吧的

宣傳小冊子，並向旅發局申請協助宣
傳，相關機構卻以「地方不足」為由
拒絕協助。他指，業界只能自救，耗
資逾10萬元推出「Barmap」應用程
式。Barmap還設「Pokéstop」提供附
近有補給站酒吧的位置資訊，吸引精
靈訓練員到場消費，更有不同酒吧優
惠不斷於Barmap平台推出。
Barmap暫時只囊括 300間酒吧資

訊，錢雋永強調，全港約共1,300間酒
吧，協會會逐步將所有酒吧資訊納入應
用程式，並隨潮流變化不斷增加搜索功
能，滿足用戶需求。
他表示有信心在Barmap推出半年內

提升業界20%至30%的客源，並希望
Barmap的功能不止於搜索及資訊平
台，亦能逐步引領酒吧業界潮流。
針對日前有男士在平機會協助下控

告「女士之夜」涉性別歧視並獲判勝訴
案件。他指，判決結果出來後，曾有中
環近半數酒吧放棄舉行「女士之夜」，
並嘗試以登記做會員方式彌補，但並無
奏效，現時經營情況令人堪憂。
錢雋永形容平機會做法荒謬。「業
界立場堅定，不認同類似判決，亦根
本不會理會相關判決，業界會繼續推
動類似活動。」

酒吧生意跌三成 業界推App自救

■香港酒吧業協會昨日推出全港首個酒吧指南應用程
式App「Barmap」自救。 陳文華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