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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不少商廈都變身為 Party Room 或共用空間
(Co-working space)，但要自己搜索合適場地及格價

都要花上不少時間。80 後 Terence 創辦手機 App
「2book」，取名自「易book」，方便用戶搜尋出各區
的場地，無論是party room、商務會議、研討會、兒童
天地、私人廚房、工作室、私人影院，連最近很紅的
VR game房皆可預約。

場地難求萌生商機
Terence表示，在外國讀書時經常參加朋友舉辦的聚
會，一般都會在家中煮飯聊天，由於外國的住宅比較寬
敞，有的甚至連花園遊泳池，在家舉行派對不成問題，
每個周末都可以與朋友盡興一番。可是回港後，發覺香
港沒有太多地方可以與朋友作為聚會的地方，以及比較
少活動可以與朋友一起參與，於是萌生創立「2book」的
念頭。
他指出，其實香港也有很多地方和活動適合朋友家庭
參與，可惜缺少一個綜合平台讓大家搜尋及預訂活動場

地。「2book」作為首個這類型的App，方便大家隨時用
電話便能獲得場地資訊，甚至找到一些平時少有的DIY
工作坊。
「2book」當中有主打特大的Cooking Studio，提供齊全

煮食設備，假日可以與朋友一起玩「煮飯仔」；Panda At
Home提供 2,000呎給小朋友玩樂，設有充氣彈床、扭波波、
魔術表演等活動，是適合為小朋友舉辦生日派對的好地方。

篩選功能按你所求
該App搜尋程序備有篩選功能，可自由選擇時間、地

點、人數、價錢服務類型，亦可自訂所需設備為搜索條
件，每個場地都有詳盡場地資訊：設施、開放時間、收
費、地址，人均消費則由數十至數百元不等。Terence未
來更計劃連同不同單位合作舉辦工作坊，例如與BON-
ART合作舉辦各種市面少見的DIY工作坊以及廚藝班，
由專人度身以適合一家大小、情侶及朋友參加。
「2book」計劃在未來三個月增加至300多個合作夥
伴，務求令大家有更多選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婉玲）還有不足半個
月就到情人節，女為悅己者容，相信女生除忙着
計劃製作朱古力給心儀對象外，還打算在情人節
當日悉心打扮一番。不過，港人工作繁忙，連休
息時間都不夠，要抽空去美容也十分奢侈。Fab
Pros留意到機遇，推出首個上門美容服務應用程
式，期望將上門O2O美容服務普及化。
Fab Pros從去年5月開始營運，號稱是香港首

家以應用程式（App）為基礎的美容及健康服務
供應商，在去年底收入已比6月超出200%。市場
推廣包括戶外展板、社交平台等，為Fab Pros的
服務次數在去年12月帶來三位數字的顯著升幅。
而最多人使用的服務分別為修甲護理、美髮及按
摩，此三項服務已為Fab Pros帶來約75%盈利。
為配合市場需要，Fab Pros稍後亦有意推出婚

宴化妝、髮型、美容護理等服務，希望吸納正在
準備婚宴的用家，更會新增睫毛增長服務。Fab
Pros能夠配合不同活動形式，包括私人派對、媒
體活動等，從而提供度身訂造的服務。服務覆蓋
香港所有地方，包括偏遠地區，所以不論是家
居，抑或辦公室，都可提供上門服務。

辦公室扮靚無問題
Fab Pros現擁有超過150名專業的化妝師、美容

師、髮型師、美甲師及按摩師，用戶可先在手機應
用程式上選擇喜歡的服務及輸入預約的時間、日期
和地點，然後Fab Pros會按照需要，尋找美容師
及確定預約。美容師會直接在預約的時間、日期和
地點來為用戶服務。完成美容服務後，會直接在信
用卡收取費用，過程不會有任何現金交易。

香港文匯報訊 早前才公佈正式推出
豪華汽車的樂視，被指旗下電動汽車Far-
aday Future決定縮減美國車廠的規模。
據路透社引述美國內華達州北拉斯維加斯
市一名官員表示，Faraday Future的汽車
廠比原先計劃細很多。更有知情人士指
出，公司將原本預計推出的款式，由7款
大減至只有2款。
報道引述該名官員稱，Faraday Future

回應他們將於今年稍後時間興建一座65
萬方呎的廠房，比起原先計劃的300萬方
呎縮減不少。

產量縮九成
Faraday Future於2015年曾表示，該廠

房每年產量可達15萬輛，將於今年底投
產，總投資額13億美元。不過，最新消
息表示，目前擬定每年產能低於1萬輛，
並要到2019年才能投產。
由於受到前一段時間母公司樂視網財務

困境的影響，Faraday Future工廠一度傳
出高層離職、欠供應商貨款，甚至是停工
歇業的消息。雖然，在母公司獲得168億
元人民幣的資金援助後，工廠重新啟動。
不過，可能也是因為這樣的原因，使得樂
事網不得不宣佈縮小其工廠的規模與未來
的生產能量。
不過，Faraday Future已決定在浙江設

廠，年產能達45萬輛，預計2019年可以
投產。

樂視削美國電動車廠規模上門O2O美容 修甲美髮按摩最Hit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程敏）香港居住環境擠迫，節日、生日或同學聚舊想搵個濶落的地

方不容易，只能外求。最近有80後看準當中的商機，創辦租場綜合平台手機App「2book」，

方便市民搜尋各區的出租場地。平台在短短3個月吸引到150個合作單位，連最近很紅的VR

game房都可預約。

■Fab Pros為用家提供多達45
項服務。

吃喝玩樂吃喝玩樂搵場一搵場一AppApp打盡打盡

■「2book」擁
有 150 個合作單
位 ， 供 市 民 搜
尋。

■ Terence 指，
「2book」顧名思義是
想讓大家容易預訂活
動場地，不用東找西
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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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銀行再度推出BEA App電子利
是及送出 1,328份大禮，包括港幣
3,888元大利是。

香港晉江社團總會首席榮譽主席施子清身在國外，心繫祖國家
鄉，越洋送來新春的祝福。

香港晉江社團總會會所裡張燈結綵，喜氣洋洋，近200多位鄉
親歡聚一堂，共賀新春。派利是，品美食，氣氛高漲，場面熱
鬧。陣陣鄉音齊拜年，濃濃鄉情盪心窩。
團拜會前，施維雄攜眾領導、會董拜訪下屬鎮會，為下屬鎮會

送上新春大果籃，互致問候祝福。拜訪屬下十大鎮會已成為香港
晉江社團總會慶賀新春的一大傳統。接下來將會陸續拜訪餘下鎮
會，與各大鎮會保持密切聯繫。
當日下午4時，團拜會正式開始。施維雄表示，農曆新年是中
國人最重要的節日，代表着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承。在這一重要佳

節，衷心祝願祖國繁榮昌盛，祝願香港和諧發展。他指出，香港
晉江社團總會將一如既往秉承「同心同德、守望相助」的宗旨，
團結所有鄉親，開拓進取，在社會事務活動等各項會務工作中開
拓新局面，邁上新台階。
香港晉江社團總會執行主席洪頂超發表團拜講話，恭祝諸位鄉

親雞年大吉，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聯絡辦公室社團聯絡部處長白靜，香港立

法會議員郭偉強，香港區議員丁江浩、王志鍾，香港晉江社團總
會歷任主席吳天賜、施世築、顏乾成、姚加環、洪建築，香港福
建社團聯會榮譽主席、香港晉江社團總會永遠名譽會長李群華等
領導出席團拜會。

近日由中國國際集郵網、中國文化資
訊協會共同主辦的「慶祝中國共產黨成
立95周年—中國當代藝術名家」書畫作
品展暨郵品首發式在北京中央軍委政治
工作部沙河培訓基地隆重舉行，油畫名
家吳曉雲應邀出席此次首發式。
吳曉雲，又稱阿蓮娜，1963年出生，

能講流利英語和基礎法語。17歲在加拿
大滿地可市的街頭被法國人發掘做過眼
鏡公司和服裝店的模特兒，參加過加拿
大多倫多香奈兒模特兒香水宣傳活動的
表演，婚紗貓步等活動。在法國時，由
法國朋友教授油畫，從此愛上畫畫。吳
曉雲特別喜歡以西方文化為基礎，加入
有愛馬士風格、顏色配搭的線條，創作
引人矚目的圖畫。

吳曉雲油畫從生活優雅、品味高貴開
始，外加一顆善良的心，畫出人生最美
的彩虹。90年代中國華東水災，她全力
以赴，獲得中國國家主席在多倫多接見
並共餐。生活在外國時，她特別支持中
國的發展，近年還回國親自在重點高中
學校給學生講課，探訪困難戶等，在能
力範圍內出錢出力參與慈善，故經常獲
中國政府邀請回京訪問。
2016年10月，吳曉雲油畫作品被香

港城市大學EMBA課程認定為贈送講者
的禮物，香港尖沙咀酒店的房間也將其
畫作設為擺設。此外，她因近年積極參
加香港世界地質公園活動，而畫下許多
美麗的風景油畫，畫作被選為中國國際
集郵2017年郵票收藏系列。

東亞銀行有限公司（簡稱：東亞銀行）宣布推出連串新春優惠，包括使
用BEA App電子利是之用戶可參加「飛常大利是」雙重大抽獎、東亞銀行
信用卡9X獎分及「理財小博士」開戶迎新獎賞。
透過電子利是服務，客戶可於新春期間向持有任何本地銀行賬戶之親友
發送利是及送上祝福。收款人無論身處香港或海外，均可隨時透過BEA
App收取電子利是，此項創新又環保的服務費用全免。
另外，BEA App用戶可於即日起至2月25日期間，參加「飛常大利是」

雙重大抽獎，有機會贏取豐富獎品，包括Hong Kong Express 100,000
reward-U積分、價值港幣3,888元之電子大利是、MAX iSmart 25吋智能
藍牙旅行箱及逾1,300封電子利是。東亞銀行綜合戶口客戶於本年6月30日
或之前，為子女開立全新「理財小博士」戶口並存入港幣5,000元或以上，
即可享高達港幣200元迎新獎賞。
東亞銀行總經理兼個人銀行處主管許文森表示：「東亞銀行是全港首間銀
行，率先分別於2015年及去年推出個人對個人電子支付服務及電子利是，
服務推出以來深受我們的客戶歡迎。於新一年的開始，我們特別為客戶帶來
多項精彩優惠以滿足他們不同的需要，並祝願他們有一個豐盛的雞年。」

信和藝術於2013年推出「信和社區藝術」計劃，以藝術方式進一步服務社區，
至今已為8間非牟利機構舉辦創意工作坊及製作多幅合共逾600平方米的壁畫。繼
2014年及2015年分別為寶血兒童村及香港扶幼會盛德中心製作壁畫後，信和藝術
再與本地藝術單位合作，為兩間機構30名青少年舉辦共18節的社區藝術工作坊。
社區藝術工作坊內容涵蓋設計思維、市場營銷學及藝術創作等，啟發學員創

作屬於自己的作品、增加對自己的認識及表達自己的想法。香港扶幼會盛德中
心的學員親自設計和製作3個流動展銷攤檔，於去年12月10日在奧海城聖誕市
集中義賣皮製手繩、彩色軟糖及提供「即影即有」攝影服務。寶血兒童村的學
員以「青春」為題，利用不同的媒體創作具個人風格的手作及藝術作品，於去
年12月17及18日的聖誕市集中展示及義賣。學員更親身擔任售貨員，與顧客分
享創作經歷，體驗市場營銷的過程。
信和集團企業傳訊部副總經理邱文華表示︰「藝術能豐富生命，信和藝術希

望透過是次計劃與年青人分享藝術創作及設計的力量，並希望學員能從參與市
集義賣中取得更大的肯定和成就感，並啟發他們思考未來的路向。」
香港扶幼會盛德中心院長曾嘉美表示：「我們十分感謝信和集團舉辦是次活

動，讓年輕朋友有機會發展潛能、學習營銷技巧及體驗團隊合作的重要性。我
希望這次寶貴經驗將成為他們繼續追夢的動力。」
學員羅慶榮分享：「很高興參加了信和集團的社區藝術工作坊，讓我嚐到創

業的滋味。我與組員從零開始構思意念，親手製作流動展銷攤檔，最後於聖誕
市集義賣中取得理想成績，實在令人鼓舞。我們看見顧客購物時的愉快笑容，
自己也感到十分快樂和滿足。」

■油畫名家吳曉雲與其作
品合影

1 月 29 日下午，香

港晉江社團總會於北角

堡 壘 街 的 會 所 舉 行

2017年春節團拜會。

香港晉江社團總會主席

施維雄發表致辭，代表

第十六屆董事會全體同

仁，向全體會員、89

個下屬團體、全體青年

委員送上新春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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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 亞 銀 行 推 優 惠 慶 新 春 油畫名家吳曉雲參加中國當代藝術名家郵品首發式

■香港扶幼會盛德中心的學員親自設計
和製作了3個流動展銷攤檔，在奧海城
聖誕市集中進行義賣，初嚐創業滋味。

■香港晉江社團總會香港晉江社團總會20172017新春團拜送祝福新春團拜送祝福

晉江社總舉行新春團拜
施維雄冀祖國繁榮昌盛 香港和諧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