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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狂報興趣班 學童暑假無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佩韻）「打機無出息呀衰仔！」這句訓斥子女的說話已經過時，

電子競技（eSports）在2015年於全球共舉行4,721項賽事，獎金高達5.11億港元，更正

式成為2022年第十九屆亞運會的正式比賽項目。香港旅發局於8月4日至6日首推電競音

樂節，找來歐美、內地及台灣等地頂尖好手「決戰紅館」。有電競賽評主播稱，本港受眾

較少，亦不像外國有轉會市場、賽後分析、經理人及副產品等完善制度，要產業植根香港

仍需努力。電競總會則認為，要長遠發展電競，先要搞好其歸哪個政府部門所管理，其次

是要培訓新人，以免在2022年打算派人出賽時要「臨急抱佛腳」。

「英雄」待磨劍「聯盟」未植根
電競制度港未完善 長遠發展須先確定歸誰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雖然步入
暑假，但部分家長積極安排暑期活動，學
生隨時忙過返學。民建聯的調查發現，有
六成受訪小學家長會為子女報讀興趣班及
補習班，其中一成人更會報5個或以上的
興趣班，亦有兩成半家長會為暑期活動花
費家庭月入三成或以上。
民建聯副秘書長鄭泳舜認為，家長為子
女報讀暑期班無何厚非，但應考慮子女實
際需要、能力和意願，並衡量價錢和效果
是否物有所值。
民建聯家庭事務委員會早前向416名小
學家長進行調查，了解他們如何為子女安
排暑期活動。結果發現，共有61%受訪家
長會為子女報讀興趣班及補習班，包括
32%報興趣班，29%報補習班，另外分別
有15%及14%家長會與子女去旅行或沒有
安排暑期活動。

11%人報讀逾5個興趣班
為子女報興趣班的家長，逾半人會報1
個至 2 個，但報讀 5 個或以上的亦有
11%。至於報讀原因，有44%受訪者稱因

為子女有興趣，31%人認為有助身心發
展，亦有22%人認為可以培養子女技能。
至於報讀補習班的家長，亦有17%家長會
報 3 個至 4 個，主要是為了預備升班
（58%）、避免荒廢學業（30%）及避免
獨留子女在家（12%）。
調查亦顯示，25%家長會為暑期活動花

三成或以上月入。至於沒有安排活動的家
長，則有45%直言是因經濟問題，亦有
41%指暑期應讓孩子玩樂。
鄭泳舜認為，家長為子女安排暑期活動

無何厚非，但應考慮孩子實際情況，他得
悉有雙職家長的孩子準備升小三，父母在
暑假為其安排了5個興趣班，孩子周一至
周五分別要上書法、國畫、非洲鼓、英文
和數學班等，直至下班才接孩子回家。
他坦言「情況頗誇張」，與孩子見面時

亦「見到佢個樣好攰」，認為此舉對其造
成壓力。
他並提到，有家長為4歲孩子月花8,000

元報讀「領袖訓練班」，認為有關培訓對
幼童未必有效，提醒家長安排暑期活動應
重質不重量，並了解坊間教學機構質素，

考慮活動是否物有所值。
民建聯家庭事務委員會成員招文亮則建

議康文署等可提供更多兒童暑期計劃，並

增加資助計劃撥款及名額，好讓更多低收
入家庭的孩子亦能參與暑期活動，並減低
家庭經濟負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
翔）「搵夠錢就退休，趁還
能走得動，去看看這世
界。」這可能是大部分都市
人的願望，旅遊達人項明生
則付諸實行。項明生 43 歲
時，突然辭去跨國集團行政
總裁的高薪厚職，過上全職
旅遊的「退休生活」，5年來
出版多本熱銷的遊記。香港
書展昨日為他的新作《提前
退休3：坐郵輪遊冰島、大西
洋、太平洋》舉行新書發佈
會，吸引眾多城中名人和數
百粉絲捧場。
項明生說，自小熱愛旅

行，很享受現在的全職旅行
生活，想去哪就去哪，想逗
留多久就留多久。雖然還做
很多旅遊方面的事，但這純
粹是因為興趣，因為熱愛旅
遊，希望能將旅遊的樂趣與
公眾分享。項明生認為旅行
是一種快樂修行，每到一
處，除了美麗景觀，還能發

現很多歷史、文化、建築、
文學、歷史名人等底蘊，他
很享受這種「尋寶」旅程。
項明生說：「我認為人生

的目的不應該是賺錢，而應
該是開闊視野。這種終身遊
學的生活方式，是我最喜歡
的。」他近年喜歡坐郵輪環
遊世界各地，「坐郵輪很悠
閑，可以遠洋環遊，去很多
冷門的地方，這些是坐飛機
旅行無法得到的體驗。」

項明生：旅行是快樂修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健文）首架在香
港自行裝嵌及註冊的單引擎螺旋槳小型飛機
「香港起飛」，去年順利完成歷時78天的
環繞地球飛行壯舉。「香港起飛」機師與計
劃發起人鄭楚衡，以及「香港起飛」工程師
達仁表示，過去8年為完成夢想，虧欠了家
庭很多，暫時未有計劃下一次飛行旅程。他
們又希望未來「香港起飛」可在香港科學館
作永久展覽，啟發大家要堅持理想和信念，
定會有成功的一天。
鄭楚衡及達仁昨日出席他們口述的新書

《香港起飛》分享會，提及在籌備計劃的過
程中曾遇到不少困難，當中包括起初未能在
香港進行飛行測試，需在澳洲進行。上月底
卸任的特區政府前運輸及房屋局副局長邱誠
武亦是分享會座上客，在觀眾發問環節時表
示自己已不在其位，因此「可以講多一
啲」。
他解釋，由於這是首次有香港裝嵌的飛機

飛行，沒有人知道中間的過程如何，民航處
需要負上很大責任，因此必須作出周詳考
慮。最後決定飛機必須達至專業水平，在專
業上過到關，政府將會盡力在其他方面提供
協助。最後計劃終於可以達成，亦令不少朋
友夢想成真。
鄭楚衡形容，整個過程非常刺激，團體的

參與是非常重要的因素，由最初自己一個人
開始，到最後有500多人一起完成計劃，亦
令他體會到做事必須要堅持理想和信念，因
沒有事情是不可能，只是時間長短的問題。
達仁亦表示，人生有甜酸苦辣，惟製造

「香港起飛」至起飛期間的過程，只有酸、
苦、辣三味，可是在堅持下終於完成旅程，
現在就只剩下甜，認為這是最好的安排，因
若沒有以往的苦處，又哪能嘗到現時的甜
味。

■鄭楚衡(左)及達仁出席他們的新書分享
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馮健文 攝

■民建聯家庭事務委員會調查指，有六成受訪家長會在暑假為子女報興趣班及補習社，
更有一成人會報5個或以上的興趣班。圖右起為招文亮、鄭泳舜和顏汶羽。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忞 攝

電競在香港尚算是新鮮事，但在外國甚
至是內地已是大熱行業，如職業電競

選手或團隊會與公司簽約，獲發基本薪金及
接受訓練，並出外參賽以取得獎金及榮譽。
除了「打機好手」外，也有賽後分析及現場
評述的主播、經理人等。
現時最受歡迎的遊戲是《英雄聯盟》
（League of Legends，簡稱 LOL），2015
年於全球已有3.3億觀眾，而下月在紅館舉
行的電競比賽亦是以LOL做主題，23歲的
老星及28歲的Gavin會以賽評主播身份作現
場講解。

觀眾要娛樂 不止純分析
老星及Gavin均有4年多的賽評主播經驗，

前者會以鬼馬生動的方式講解選手的戰術走
法；後者則點評選手戰鬥時的得失及未來趨
勢。他們表示，香港電競發展進程相對歐美、

內地甚至是台灣都較慢，需要急起直追，不過
有趣的是各地區的觀眾對主播的要求各有不
同，香港可以從中取經吸收精華所在。
Gavin指，香港觀眾要求主播主觀分析選

手戰術得失及娛樂度高；歐美主要分為專業
分析或輕鬆搞笑；台灣地區的「什麼也
說」；韓國則是吼叫聲演說，Gavin笑說︰
「佢哋會愈講愈大聲，當地人很受落。」

選手打得差 賽評也「火滾」
Gavin續稱，看到部分選手打法不符合職

業要求時，他會「好火滾咁評論，好似阿媽
教仔咁」，因為他認為投身電競行業已不
易，要一定的堅持及職業要求，如果隨意比
賽會讓外界認為電競運動員只是「玩玩
吓」，難以改變大眾傳統的看法，日後要再
發展便難上加難。
老星指，今次在紅館舉行LOL的世界邀

請賽，對本港來說是好事，又認為電競是有
價值的產業，不但帶動電競椅、枱等副產品
生意，亦會造就主播、經理人等職業。

行業多機會 打造港品牌
不過老星表示，電競行業在香港的受眾較

少，需要時間、政府及社會支持方能有良好
發展，但認為行業機會處處，有很多可塑
性。如香港可以舉行地區及學界的電競比
賽，吸引及發掘有潛質的選手，行業亦可作
電競產品包裝及明星化等，從不同層次向外
推廣電競文化。他直言科技是世界未來的重
要產業，香港要急起直追，建議創科局支援
相關技術及遊戲開發等，打造屬於香港的電
競品牌。
老星又建議，政府不要只做一年的電競比

賽，而要持續舉辦，變成一年一度的盛事，
吸引本地及外地好手參與。他續稱，創科局

現時多做電子產品或初創企業公司的支援，
但其實也可為電子遊戲的程式支援及開發等
方面着墨，方能令產業落地生根。

電競需定位 出賽要資源
有份支援電競音樂節的電子設備及運作的

香港電競總會主席周啟康表示，今次舉辦電
競音樂節可以提升香港在世界電競的地位，
亦讓更多人認識何為電競，「唔係只係打機
咁簡單」。不過他認為，香港要為電競做好
定位，「電競究竟是由創科局管？康文署
管？從娛樂角度出發？還是從體育出發？」
並稱內地已將其歸為國家體育總局管理，加
上2022年第19屆亞運會推出賽事後，香港
要派隊出賽又該如何？
他續指，香港要派隊出賽也不是一時半刻

的事，要慢慢培訓人才，期望政府能投放資
源協助。

賽 馬
及 足 球
比 賽 均

有評述員，讓觀眾猶如親臨
其境，甚至是了解比賽走
向，其實電競比賽也有主播
旁述，對賽事起畫龍點睛之
效。老星及Gavin今次在紅
館主持3場電競賽事，要連
續說足六七小時，事前準備
工夫要做得足，除了要搜集
參賽選手之前的比賽數據及
打法，也要留意本港時事及
網上近期大熱話題，力求在
悶場時可以「打圓場，唔會
悶親觀眾」。
Gavin指，電競主播分有

現況解說及賽評分析，前者
是更精彩的呈現畫面予觀
眾，有臨場感；後者是分析
背後的戰力及戰術。Gavin
因為是 LOL 的鑽石級選
手，熟悉打法故主力於後
者，老星主力為前者。
老星補充，為使直播有趣

化，有時會加插娛樂元素，
也會說說有關LOL的笑話
及參賽隊伍的趣聞，如早前
電視劇《城寨英雄》大熱，
當中八極拳有「猛虎硬爬

山」一招，遊戲招式亦有類似打法，
老星在評述時加插「猛虎硬爬山」形
容，隨即引起網民熱烈留言讚好。
老星表示，做主播除了要改善懶

音、坐姿、咬字及語速外，也要短時
間找到隊伍中各選手的角色及最重要
的位置，如誰是負責主攻或輔助等，
既要說得精彩，也要說得精準，少一
點功力也不行。
他續稱，每次賽事前要做的準備工

夫不少，要搜集參賽選手之前的比賽
數據及打法外，也要做好聲音管理
等，笑稱「之前試過說足8個小時，
在後期真的會聲沙。」
經理人劉小姐表示，她個人會要求

主播做好形象管理，直言「一定要着
西裝」，因為網上直播時，有不懂得
電競的人觀看節目，期望予他們有一
個好印象。她續稱，在8月初舉行的
電競音樂節中，主播的服飾要配合大
會主題及顏色，不會搶鏡之餘，亦會
保持專業形象。

■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佩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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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大數據時代來臨，
市民充分享受信息化社會的便利之餘，又深受個人
私隱洩露的煩惱。可能突然之間，銀行賬戶儲蓄就
被黑客全數轉走，自己的私密照片被公諸於眾、淪
為坊間笑料等。香港書展昨日推出私隱專員黃繼兒
新書《注意！這是我的個人資料私隱》，提醒公
眾，個人私隱是財富，必須小心保護，並介紹保護
私隱的各種「招數」。
在昨日的新書發佈會上，黃繼兒回應如何規管人
對人促銷電話，表示私隱專員公署有責任規管涉及
個人資料的促銷，但強調規管不等於禁止所有促
銷，將來落實的方案需要平衡保障個人資料和商業
推廣的兩方面需要。他傾向支持立法設立拒收訊息
登記冊，認為阻嚇性較高。政府目前正就規管人對
人促銷電話進行公眾諮詢，到本月底結束。
黃繼兒表示，調查顯示，公眾對私隱的保護意識
有所加強，但對保護私隱的各項原則不太了解。因
此他編著了這本中文版保護私隱指南，力求用簡易
的文字，讓公眾知道什麼是侵犯私隱，如何保護私
隱。他表示已盡量採用「貼地」的語言撰寫此書，
希望9歲到90歲的讀者都能看懂。
新書主要針對收集資料者，如僱主、商企、各種
機構，和提供個人資料的市民兩方面。黃繼兒在新
書中提醒收集資料者，必需遵循六個原則免觸法
網，包括以合法和公平的方式收集他人資料，收集

目的應直接與其職能或活動有關；使用這些資料須
採取切實步驟以確保準確無誤，資料保留的時間不
應超過原來目的的實際需要；個人資料的使用只限
於收集時述明的目的；須確保資料不會意外洩露；
須公開處理個人資料的程序、交代持有個人資料的
類別和用途；當事人有權要求查閱其個人資料，當
資料不準確時有權更正。
市民方面，新書針對求職、購物、長者、兒童、
使用智能電子產品、社交網絡等各方面，提出保護
私隱「貼士」：使用智能手機、電腦等智能電子產
品是洩露私隱重災區，新書指出須細閱安裝程式時
的條款，若有竊密嫌疑需立即刪除；提防不明電
郵，慎按連接或打開附件；要安裝不時更新的防毒
軟件；使用公共電腦時勿輸入個人敏感資料等。

私隱是財富 專員：要小心保護

■老星（右）及Gavin（左）均有4年多的賽評主播經驗。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佩韻 攝

■直播室背後有不少工作人員做操作等工作，不是開
機拍片這麼簡單。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佩韻 攝

■進行賽事直播前，主播要化妝及整理西裝，務求有專
業形象。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佩韻 攝

■黃繼兒新
書提醒公眾
小心保護個
人 私 隱 。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殷翔 攝

■項明生推出新作。
香港文匯報記者殷翔 攝

「香港起飛」功臣
盼科學館永久展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