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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大生探索珊瑚大三角學保育

德女來港升學 酒店餐飲追夢
實習時創綠色蛋糕盒 設計獲餐廳採用至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香港近年積極推動生涯規劃，讓不

同性向的學生都能找到興趣發揮所長；而從德國來港升學的女生

Kristina，藉種種經歷規劃出自己的「酒店餐飲夢」。Kristina高中

後曾接受近兩年的職業訓練並擔任兼職侍應，啟發了於餐飲範疇發

展的志願。因母親在港工作的緣故，她選擇到理工大學就讀酒店管

理課程，除學業及課外活動出色外，實習期間她更積極實踐創意，

設計出富特色的綠色蛋糕禮盒並獲採用至今，突出表現讓她成為該

校本年度「最卓越學生獎」得主。

全名為Braun Kristina Barbara Ma-
ria的Kristina現為理大酒店管理四

年級生，自母親11年前到港工作後，她
每年都會來港探親兩次，深深體會到香
港結合中西文化，還有自然景觀與城市
生活的強烈對比，對這個城市愈見喜
歡。
Kristina完成高中後，選擇了在德國

接受22個月職業訓練，並於一所餐廳擔
任兼職侍應，喜歡與人溝通的她從中發
現了自己於餐飲業的志向，加上受母親
影響，令她毅然決定到港就讀酒店業管
理學位課程。

盒設透明窗 看清楚蛋糕
對Kristina來說，酒店餐飲工作絕不
止於「打份工」，更是其實踐創意提升
客人體驗的地方。就學期間她曾到唯港
薈（Hotel ICON）餐飲部實習，她留
意到客人購買蛋糕時，同事只會將蛋糕

放進一個白色盒子，外面再套上膠袋，
不環保之餘亦欠特色。她遂向經理反
映，並創作了一個綠色並印有餐館名字
「Green」蛋糕盒，盒中間有透明「窗
口」，外面可清楚看到盒內的蛋糕，上
方亦設有把手方便拿取，該設計亦被酒
店採用至今。此外，她亦曾受德國飲食
節目啟發，提出以湯匙作下午茶擺盤的
建議，讓餐飲環境更有特色。
實習完後Kristina現時仍有兼職做侍

應，亦熱衷於參與校內學生活動，協助
海外生及交換生來港適應，日程密密麻
麻但亦能夠保持極佳學業成績，上學年
GPA達3.79分。
她笑言，平衡學業和工作的關鍵是做
好時間管理，因自己「不像一般的大學
生，不喜歡去派對，所以有更多時間溫
習、發展興趣和工作」。

膺理大最卓越學生獎

她亦有利用空餘時間學中文，期望對
適應香港社會和未來工作有幫助。其品
學兼優的表現，讓她獲得理大酒店及旅
遊業管理學院本年度「卓越學生獎」，
並於各學院得獎者中突圍而出獲頒「最
卓越學生獎」。
今年即將畢業的Kristina又透露，已
獲得香港的酒店聘書，並期望在30歲前
成為餐飲部主管，向自己的事業目標邁
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為增加香港學生以至
社區人士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認識，明
愛屯門馬登基金中學，設置全港首個「一帶一路」通
識館，並從生活及文化角度如語言、服飾等介紹「一
帶一路」地區的特色，該校並邀請校內來自超過10個
「一帶一路」地區的學生擔任大使作分享導賞。該校
校長袁國明期望從生活及文化入手，增加公眾對「一
帶一路」的認識，並達至文化共融。
屯門馬登的學生來自五湖四海，當中有不少來自印

度、尼泊爾、土耳其等逾10個「一帶一路」國家及地
區，為顯示校園多元文化特色，該校獲得和富慈善基
金捐助，將一個面績約600平方呎的課室改建成「一
帶一路」通識館，內裡設置12個展櫃，展出香港、內
地、印度、尼泊爾、土耳其和也門等充滿特色的服飾

及擺設，並以電視播放由該校製作的《一帶一路生活
教室》影片，讓參觀者學習不同地區語言，例如「你
好」和「謝謝」等等。
校長袁國明表示，現時提到「一帶一路」的益處，

多在經貿層面，對一般民眾來說可能十分遙遠，故他
就想利用學生來自不同國家的優勢，讓師生和公眾能
從生活及文化角度認識「一帶一路」的國家及地區。
該通識館將在4月復活節假期後正式對外開放，逢

星期三下午3時至4時，逢星期六早上9時至下午12時
供公眾人士參與每節約30分鐘的導賞活動、專題講
座，並接受中小學及幼稚園申請，每次可供15人參
加，費用全免；而該校亦計劃提供工作紙，讓參與的
學生可進一步學習。該校來自「一帶一路」國家及地
區的學生亦會擔任「民族文化大使」作導賞。

屯門馬登中學首設「帶路」通識館

香 港 文 匯
報訊（記者
黎忞）繼印尼
及馬來西亞
後，教育局昨
日公佈，將由
2017/18 學年
起推出泰國
「一帶一路」
獎學金，連續
3個學年頒授
每年最多10個
獎學金名額予
來自當地，並
在香港就讀公
帑資助院校的
學士學位課程學生。獎學金每年提供最多12
萬港元的學費資助。款項由香港中國商會主
席陳經緯及香港經緯集團有限公司捐助。
教育局局長吳克儉與泰國教育部部長

Teerakiat Jareonsettasin昨午在泰國曼谷舉
行雙邊會議，並就上述獎學金計劃達成協
議。

教局將推泰「帶路」獎學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香港城
巿大學創意媒體學院與海洋污染國家重點
實驗室合辦「珊瑚大三角探索之旅」，28
名師生將啟程往珊瑚大三角，展開為期12
日的歷奇之旅。學生將與當地科學家合
作，通過研究及潛水探索等方式研究當地
環境與自然生態，回程後把親身經歷轉化
成一系列新媒體藝術作品，推廣保育意
識。
城大一行師生將於周四（本月23日）啟

程，其中15名創意媒體學院學生將組成
「海島組」，負責在所羅門群島研究污
染、海平面上升，以及這兩項因素與島上
瀕危物種的相互關係。他們將與大自然保
護協會駐當地的科學家緊密合作，保護這
些偏遠島嶼脆弱的自然生態及文化。
至於其他學生，則會與海洋污染國家重

點實驗室成員組成「潛水組」，負責在馬
來西亞沙巴州的馬布島和西巴丹島，研究
全球氣候變化對珊瑚生態系統健康的影
響，並了解底棲及附生有毒微型藻類的分

佈情況。為此校方事前已安排科技潛水顧
問為參加者提供水肺潛水的知識。

研港推水底殯葬可行性
學生的研究項目包括大自然及人類如何

威脅初生海龜的安危，在珊瑚生態系統、

紅樹林和淡水溪流收集細菌和藻類樣本，
並於實驗室進行培育，以研究污染、全球
暖化和海平面上升對微生物的影響等。學
生並會用3D打印技術將動物骨灰製成基
質，讓珊瑚附着生長成珊瑚礁，以探討在
香港推行此類水底殯葬的可行性。

城大創意媒體學院副教授暨計劃負責人
Scott Hessels表示，學生會把親身經歷轉
化為一系列新媒體藝術作品，例如以互動
光學裝置、動畫、3D打印雕塑及其他形
式，於稍後的展覽中展出，以提高公眾的
保育意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就讀理工大學互
動媒體課程的張曦庭，為該校設計學院「卓越學
生獎」得主。不過其學業路並非一帆風順，由於
當年文憑試失手，曦庭未能直接入讀大學，因而
選讀自己有興趣的設計高級文憑課程。因為中學
未有選修美術科目，她需要花更多時間追上進
度，終成功克服困難銜接至學位課程。去年她組
隊參加理大舉辦的PolyHack跨學科科技設計比
賽，更成功發揮創意勇奪3個獎項。

中學無讀過美術 要追進度
張曦庭在高中時未有修讀過美術或設計科

目，但因為對設計的興趣，及曾為舞台劇製作
道具的經驗，她選讀了多媒體設計與科技高級

文憑。她坦言，就讀首年課程時最感吃力，因
同學都有美術背景，但自己「連水彩和亞加力
都不懂分」，而且同學亦很快能掌握技巧。為
追上學習進度，她將勤補拙，花時間從網絡及
閱讀書籍搜集資料。
她認為，設計不單可表達美感，同時可帶給
人更好生活，又可帶出有意義的訊息，故她在
高級文憑畢業作品上，設計出針對特殊學習需
要學童閱讀的故事書和手機應用程式
（App），讓孩子可一邊看故事，一邊透過
App 學習製作小工具，幫助書中主角「過
關」。完成高級文憑後，她成功銜接升讀了互
動媒體學位課程，並在去年參加PolyHack比
賽，繼續發揮設計思維獲得多個獎項。

讀設計欠根基 勤補拙終奪獎

1. 回鄉之「鄉」
每到農曆新年，很多港人
都會回鄉與親友團圓。人們
手中所持的「港澳居民往來
內地通行證」在民間被稱為
「回鄉證」或「回鄉卡」。
然而，回鄉這個詞中的

「鄉」到底指什麼，有人說回的是故鄉，也
有人說回去的是家鄉。孰是孰非，請聽分
解。
一般來說，「故鄉」多指自己的出生地或
者長期居住過的地方，而現在已經不住在那
裡了；「家鄉」多指家庭世代居住的地方，
而無論自己是否出生或居住在那裡。
從這個區別來看，年紀稍長的港人，他們
口中所謂的「回鄉」應該是回到故鄉；而年

輕一輩，尤其是在香港出生的年輕人，他們
回到的則是家鄉。
其實，無論故鄉也好，家鄉也罷，鄉就是

曾經的家，無論你是否出生或成長在那裡，
那裡或許有你的親朋好友，或許有你曾經的
回憶，都是你牽掛的地方。
近年香港街頭開設了很多全國各地的地方

飯館，這些飯館做出的菜餚應該稱為「故鄉
菜」還是「家鄉菜」呢？這又要從語言的使用
習慣上來說了。在「家鄉菜」、「家鄉風味」、
「家鄉話」及「家鄉口音」中，不能用「故鄉」
取代「家鄉」；而在一些固定搭配中，如「第二
故鄉」、「親不親，故鄉人」等結構中，只能
用「故鄉」，不能用「家鄉」。
看來，我們在街頭吃的地方美食，如果恰

好是你老家的，那麼應該稱為「家鄉菜」，

絕對不能說「故鄉菜」，否則就貽笑大方
了。
2. 「接待」還是「招待」
每次回到家鄉，總是受到親朋好友的熱情

款待。「款待」這個詞特指用酒菜佳餚熱情
招待的意思，比較隆重。而在一般情況下，
到底是受到朋友的熱情接待，還是熱情招待
呢，這兩個詞微妙的差異值得好好琢磨琢
磨。
這兩個詞從意思和用法上來說，似乎差不

多。不過，「招待」主要用於老朋友、親
戚，並且含有一定的禮遇，比如回鄉之後，
多年不見的老朋友總是好好地招待我們。同
時，某些固定搭配中，二詞不能互相替換。
例如「接待站」、「接待室」不能說成「招
待站」或「招待室」。「招待所」也不能講
為「接待所」。同時，「招待」還能用為名
詞，例如「這家潮州館子裡都是女招待」，

而「接待」則沒有這種用法。
3. 「盆菜」還是「盤菜」
在香港過年，本來只存在於新界圍村的

「盆菜」，近年似乎成了流行全港的一種美
食。在香港的街頭，「盆菜」和「盤菜」，
到底哪個是正確的說法呢？
「盆菜」就是用大盆裝盛的菜餚。相傳盆
菜起源於南宋末年皇帝出逃至新界、九龍一
帶，倉惶之間，當地村民苦無杯盤器皿，就
以日常之木盆為盛器，多種當地食材雜處而
烹之，沒想到這道日常的食物竟然得到了離
亂多日的皇帝的讚賞，於是盆菜就有了一個
美麗的傳說。
傳統的盆菜作法非常講究，在一個大盆
內，將食材分5層放置，由下自上依次為蘿
蔔、油豆腐、枝竹、冬菇、炸門鱔、鱔魚
乾、炸豬皮、豬紅、魷魚、鯪魚球、南乳燜
豬腩肉、豉油雞，中間用黃芽白隔味。將這

些食物分別煎、炸、燒、煮、燜、滷後，再
層層裝盆而成。吃的時候，自上至下，先吃
肉，再吃中間的配菜，下層飽含汁水的蘿
蔔、油豆腐、冬菇等最後再吃，層次分明，
回味無窮。
通常「盆」指口大底小的，較深的圓形器
具，家中煲湯，常用盆來裝盛。而「盤」則
是一種較為淺底的盛具，家裡炒菜則用盤來
裝。從這兩個詞的不同含義可以看出，要想
裝下上面所說的那麼多美味的食材，一定得
用盆來裝啦。所以，這道具有皇家傳說的名
菜，正確的說法是「盆菜」，你用對了嗎？

■李斐 香港中國語文學會
簡介：香港中國語文學會

創辦於1979年，宗旨是通
過研究、出版、教學、交
流、合作等方式促進中國語
文工作的發展。

回鄉吃頓家鄉菜 皇帝走難食盆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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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校學生穿着民族服飾參與在上周舉行的通識館開幕
禮。 校方供圖

■明愛屯門馬登基金中學在校內設置「一帶一路」通識
館，擺放了多個國家及地區的展品。 校方供圖

■ 張 曦 庭
（ 前 排 左
三）與同學
組 隊 參 與
PolyHack
比賽，並獲
得金獎等 3
個獎項。
受訪者供圖

■Kristina在實習期間為酒店設計專用
的蛋糕盒，並獲得採用。圖為她手持由
她設計的蛋糕盒。 黎忞 攝

■學生出發前參加潛水訓練。 城大供圖

■吳克儉（右）在泰國曼谷
與泰國教育部部長會面。

隔星期二見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