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創科新時代，學生哥創業已不是新鮮事。5個來自

筲箕灣東官立中學的學生，去年設計了「MFB5.0」多功

能家庭背包，勝出南豐紗廠舉辦的「新經緯暑期作業」比賽後，

就把創意投入生產。她們做到學業創業兩不誤──考完DSE的同

時，「MFB5.0」正式在網站Kickstarter開始眾籌1萬美元（近8

萬港元）。據她們介紹，將來還會嘗試改良這一款背包，或衍生

出其他類型的創意背包。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曉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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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悅琴）結業十年的沙
田新城市廣場戲院終快重開。新地於沙田新城市
廣場戲院大樓將由豐德麗旗下的MCL院線營
運，並命名為MOVIE TOWN，將有7間影院，
提供超過1,700個座位，是新界最大規模戲院，
計劃今年暑假開幕。新地代理租務部總經理林家
強透露，日後凡透過新城市廣場手機App訂購
MOVIE TOWN戲票，將可豁免10元手續費。

App訂飛免10元手續費
據悉，新地期望MOVIE TOWN 可與地庫

的UA沙田戲院無縫交接，而UA沙田戲院已公
佈將於6月 6日租約期滿結業，意味MOVIE
TOWN最快有機會於6月初開業。林家強表
示，沙田新城市廣場戲院大樓 MOVIE
TOWN ，由MCL院線營運，提供超過1,700個
座位，是新界區最大規模戲院。整個計劃涉資逾
4億元。他預計，該戲院開幕後，該商場的人流
及營業額將分別升10%及12%。

首引Onyx Cinema LED熒幕
該戲院將以「朋友．電影．回憶」為概念，將

提供11個打卡位予人留念。MCL洲立影藝總經
理黃寶珠表示，該戲院將引入多項全港首創的電

影放映技術，如 Samsung 「Onyx Cinema
LED」熒幕，是全港首間引入此技術的影院，亦
是全球第5間影院提供此技術的戲院。它會有一
座455吋無縫安裝的熒幕，令光與影顯得更銳
利。另外，亦設一間MX4D動感影院，一間
RealD Cinema影院；還有兩間HOUSE FX影
院，其餘兩間為標準影院。該戲院的票價將參考
市價釐定。
對於該戲院拖拉十年才重見天日，林家強不諱

言，多年來與政府就項目設計及規劃方面交換很
多不同意見。他強調，新戲院會比舊戲院有截然
不同的分別，例如院內座位行闊及設備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悅琴）位於大埔白石
角由新地發展的雲滙及嘉華發展的嘉熙仍待批預
售樓花同意書之際，億京發展於同區科進路18
號昨日命名為海日灣，發展商指，項目現正申請
預售樓花同意書，並預計於本年中推出市場。
海日灣共提供667伙，包括8幢別墅，實用面

積均超過4,000方呎；以及659個分層單位，涵
蓋一房至四房設計，四房單位實用面積由1,449
方呎起，該盤預計關鍵日期為2019年 6月 30
日。
此外，新世界旗下沙田車公廟站上蓋溱岸8號

昨日以招標形式沽出最後1伙頂層複式戶，成交
單位為2座47至48樓A室，五房三套房間隔，
實用面積2,287方呎，連983方呎私人天台、173
方呎平台及雙車位，成交價達6,572.9萬元，呎
價28,740元，售價及呎價均創項目新高。

傲瀧周五推售53伙
系內於清水灣傲瀧昨加推83伙，實用面積由

941 方呎至 1,907 方呎，呎價由 22,931 元至
39,286元，售價由2,218.2萬元至7,146.2萬元，
最高折扣 29%，折實價 1,575萬元至 5,074萬
元，折實呎價由16,281元至27,893元，其中53
伙將於本周五發售。
長實與港鐵合作的荃灣海之戀．愛炫美加碼再

送10個「十萬分愛媽媽」名額，凡於本周五（5
月18日）起至6月3日止，購買首10個海之戀．
愛炫美指定四房單位之買家，每購買一個該等住
宅物業均可獲贈價值10萬元之安記海味現金禮
券。海之戀．愛炫美迄今累售1,388伙，套現逾
177億元，僅餘最後48伙。

白石角海日灣最快年中登場

新城市MOVIE TOWN 暑假開幕

■林家強(左二)及黃寶珠（右一）主持新城市廣
場「MOVIE TOWN」命名儀式。 記者梁悅琴攝

■■海日灣海日灣

這5位學生的名字分別是：馬伽穎、鄒嘉倩、鄧卓瑤、陳
欣璐及方思敏。去年暑假，五人利用假期時間，在學

校的工作室一同設計出最早的太空棉版本的家庭背包，爸
爸、媽媽和寶寶包各一個。「除了補習和溫書，每周都會有
三四日在工作室裡度過」，陳欣璐說道。除了鄒嘉倩今年即
將升入中五，其餘四人都是參加今年DSE的中六學生。上
周四的發佈會現場，馬伽穎還因為考英語口試，而錯過了訪
問。
修讀「科學與生活科」，她們平日課堂只是設計T恤，為
了挑戰一下自己，就選擇了從未接觸過的背囊。對她們而
言，除了要適應手工縫製之外，最大的轉變就是要把一個設
計真正變為可推到市場的產品。為迎合消費者的需要，並且
與其他同類產品競爭，許多方面都必須作改動。

考究用料顏色 滿足用家需要
最大的問題是背包的面料。方思敏透露，她們一開始選擇
的太空棉雖然夠時尚，但要比市面上的同類產品重很多，
「背包越重，顧客會選擇的機率就越小」。她們隨後又試過
尼龍布料，發現媽媽使用的時候會不太舒適，最終就選擇了
夠輕、又相對比較親膚的防水防蚊面料。
顏色也是一個很大的轉變。一幫女孩設計之初就選了喜愛
的顏色，藍色打底，粉色陪襯，十分青春有活力。與業內的
專家交流後，她們意識到這個顏色並不討好。鄧卓瑤指出，
爸爸袋是主體，如果是很亮的藍色，會顯得不夠穩重，所以
她們商量後用了中性的灰色，只有寶寶袋用了俏皮一些的熒
光黃和粉色，還做出了恐龍尾巴的形狀，解決了家庭中不同
角色的需要。

邁量產階段 擬擴充寶寶背包
採訪期間，一旁來自筲箕灣東官立中學的老師則非常自豪
地向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這一年以來五人成長頗多，從一
開始面對大場面和媒體的問題不知所措，到今天對答自如。
而學校的其他同學在得知她們的小成就後，亦很佩服，感歎
「呢幫姐姐好得意」。馬伽穎補充，家長聽聞她們要創業，
一開始都持質疑態度，但隨着去廣州交流、拍廣告等活動
後，都開始刮目相看，現在也非常支持她們繼續做下去。
雖然現在已經進入到量產階段，她們還是很謙虛地表示有
許多地方要改進。方思敏就舉例，現在的多功能背包暫時只
有一個寶寶背包，但其實很多家庭不止有一個孩子，她們會
想辦法把寶寶背包的數量擴充的同時，也不影響整體的美觀
和實用性。

青年創研庫四發展電競業建議
1 將電競視作正式體育項目，提升電競的地位；

2 設立「電競hub」，為電競業提供長遠發展基地；

3 舉辦全面專上電競培訓課程，提升電競業人才
質素；

4 透過形象大使推廣電競文化，改善其社會形象。

「MFB5.0」於 5月 10日晚在Kick-
starter上眾籌，希望能集資至少1萬美
元（約近8萬港元），每個背包的售價
為618元，即生產約110個背包。截至
周一晚，Kickstarter網站顯示，她們已
經籌集逾6.5萬元。

利潤以獎學金攤分
作為牽頭方和主辦機構，南豐作坊

聯席總監陳浩揚笑稱，當然希望籌得越
多越好，鼓勵更多的中學生有信心創
業。待Kickstarter的籌款活動到期後，
110個背包會正式投入生產並發貨，後
期也會在Indiegogo網站上售賣這款背

包。
陳浩揚透露，南豐紗廠為MFB5.0提

供了物料、技術和相關的顧問。若賣出
110個背包，恰能夠做到回本，所得的
微薄利潤會以獎學金的形式返還給學
生；但若市場反應不錯，數目遠遠超出
這個範圍，除了給予獎學金外，會將部
分用作支持明年的暑期課程，為更多的
學生提供類似的機會。
南豐紗廠今年還將再舉辦「Techstyle

暑期創業」，期望參與的學生能夠把理
念融入設計，並改善日常生活或解決問
題，計劃現正接受申請，5月19日截
止。

目標眾籌8萬 四天已達6.5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程敏）青年
創研庫早前發表一份報告「電競業在香
港的發展機遇」，引述調查指去年全球
電競經濟規模達6.96億美元（約54.3億
港元），預計至2020年更可高達14.88
億美元（約116億港元）。青協發展幹
事袁小敏昨於香港總商會舉辦的「香港
電競業的機遇與挑戰」論壇上指出，電
競雖然能為香港經濟及青年就業帶來好
處，但目前發展仍不成熟，形象亦不太
好，所以很多年青人想入行的同時，亦
擔心行業的發展，由於很多電競選手的
退役年齡很早，他們正擔心退役後不知
能做什麼的困境。

建議電競納正式體育項目
袁小敏建議，若果一些專上學院能
提供一些電競周邊課程，將有助他們
可轉型為教練、項目總監等相關職
位。她續指，目前電競行業請人難亦
是一個大問題，因為暫時沒有相關的
學歷可以參考。青年創研庫亦向政府
提出數項建議：第一，將電競視作正
式體育項目，提升電競的地位；第
二，設立「電競hub」，為電競業提供

長遠發展基地；第三，舉辦全面專上
電競培訓課程，提升電競業人才質
素；第四，透過形象大使推廣電競文
化，改善其社會形象。
報告指出，香港一些鄰近地區，其
電競業已發展得相當成熟。以韓國為
例，2016年電競市場規模為7,752萬美
元（約 6.04 億港元）；內地方面，
2017年電競市場規模更達1.04億美元
（約8.11億港元）；至於台灣，亦正
積極擴大市場規模。上述三地政府均
已推出促進電競業發展的政策和措
施，例如建造大型電競館、通過法例
將電競正式納入運動產業，以至在大
專院校推出本科電競課程，培訓全面
及專業電競業人才等。然而，目前香
港電競業發展仍處起步階段，至2013
年本港才出現首間專營電競的企業，
專業的人才培訓及發展機會乏善可
陳。同時，政府亦未有具體政策支
持，電競業發展較鄰近地區落後；若
未能從後趕上，恐會錯失發展機會。
另外，國家主席習近平對促進香港

與內地加強科技合作表示高度重視，
支持香港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支

持香港科技界為建設科技強國、為實
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貢獻力量。AR/
VR科技社企AESIR創辦人之一陳浩升
指出，目前主要是在香港製作一些
AR/VR培訓課程予一些物理治療師，
當中加入電競元素作培訓，隨着香港
及內地的合作機會增加，未來如有機
會亦很希望可以推廣至內地市場。

業者倡集中優勢行業創科
陳浩升認為，香港在發展創科時應
該主要發展有優勢的二至三個行業，
例如專業服務、物流及金融等，不應
只是成立創科基金，支援的行業方向
太分散，參考芬蘭的經驗，慢慢發現
自身的優勢在於電訊業，其後再慢慢
收窄至手機遊戲，創造出如「憤怒
鳥」等知名遊戲。
「電競業在香港的發展機遇」研究
在2017年11月至12月期間，透過三方
面蒐集資料，包括青年網上問卷調
查，共訪問了 1,407 名 15 至 29 歲青
年；青年聚焦小組訪談及個案訪問，
共訪問了 20名青年；以及與 7名專
家、學者進行訪問。

青協四建議發展電競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
報道）上周在深圳舉行的文博會港企
環球數碼分會場上，環球數碼利用自
身在動漫產業的優勢，與上海、山
東、廣西、湖北、安徽、雲南、重

慶、甘肅和黑龍江等多個省市舉行了
動漫旅遊小鎮合作簽約，涉及金額達
28.5億元人民幣。
深圳環球數碼總經理肖勇表示，公司

經過18年的發展，創作國內外動畫電影

超過20部，電視系列片超過60部，主
題樂園高科技體驗項目20多個。依靠影
視IP內容和高科技體驗技術，環球數碼
以動漫主題打造休閒旅遊新模式，包括
電影文化商圈廣州珠影星光城、動漫創
意園區綜合體──佛山迪夢星世界和動
漫旅遊小鎮，即迪趣歡樂小鎮和白龍城
珍珠動漫樂園。

環球數碼簽約動漫旅遊小鎮

中學生中學生
■陳浩揚稱，
南 豐 紗 廠 為
MFB5.0提供了
物料、技術和
相關的顧問。

■參加比賽時背包的最原始版本，採用了太空棉的材料，並
按照五人的喜好，採用了藍色、粉色和橙色。

■5個來自筲箕灣東官立中學的學生，去年設計了「MFB5.0」多功能家庭背
包。前排左起：鄧卓瑤、方思敏、陳欣璐、鄒嘉倩、馬伽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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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浩升（左）認為，香港發展創科時應主要發展有優
勢的二至三個行業。旁為青協發展幹事袁小敏。

記者莊程敏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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