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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從未見過她，你也很容易在人群
中識別出這個夢想是製作音樂故事

的小姑娘周凱珊：一張胖乎乎的圓圓臉，
眉眼總是在笑，音樂一奏起來，整個人便
像小蝴蝶一樣撲騰起來。珊珊和家人住在
黃大仙，由於天性非常熱情活潑，又愛唱
歌跳舞，街坊都格外喜歡她，「和珊珊一
起到附近買東西，沒有一個小時是走不回
家的。」周凱珊的媽媽這樣笑說，「沒有
固定的聊天內容，遇上誰她都能聊一陣，
誇你衣服好看啦，給你唱歌。」

九歲的「啦啦隊隊長」
周凱珊

九歲的周凱珊在六年前查出患上腦癌，
數年來的治療非常痛苦與折磨，即便是六
尺男兒，面對沒完沒了的抽血化療，相信
也無不膽怯，遑論一個稚嫩兒童。你問她
怕不怕？怕，當然怕，曾一度看到白色的
手套就心驚膽寒。但是，再怕也面對過來
了，珊珊突然想，別的小朋友如果也有類
似的經歷，會不會也和自己一樣擔驚受
怕，會不會軟弱到不敢面對呢？坐在死寂
沉沉的病房、化療室裡，她決定要為同樣
生病或不開心的人們打氣，用自己特有的
樂觀去鼓勵所有人。
陳老師（珊珊的老師）告訴我們，珊珊
希望能拍攝三個故事去代表自己為別人打
氣，但這對她來說一點也不容易。眾所周
知，腦癌的治療和後遺症相較好些其他生
理疾病來說風險更大，負擔極高。珊珊的
記憶力不媲正常小孩，要記住繁複的台
詞、走位等等，對她來說猶如荊天棘地。
好在，音樂是珊珊的
神力護盾，舉起它，她
便宛如神力女超人一般
強大。在指導老師的幫
助下，珊珊將故事做成
音樂劇的模式，聞歌起
舞的她對音樂有種天然
的熟悉與自信，對旋律

十分敏感，也能夠迅速完整地記下歌詞內
容并毫不怯場地表演出來。她的歌聲當然
算不上悅耳，但即使是陌生人，也能夠聽
出這歌聲中的動人。珊珊目前已經接受專
業老師的培訓，數個月之後便可以欣賞到
她的音樂劇。
個頭小小的珊珊，就像上天派來的一位

啦啦隊隊長，用自己獨有的歡樂來為每個
周遭的人鼓舞打氣。
眾生皆苦，感謝那些讓她變甜的人。珊

珊何其不幸，又何其幸運地遇上與她同樣
樂觀的父母和極富耐性、愛心的老師們，
孜孜不倦地培育她，給予這位小超人越來
越厚的盔甲，令她從容面對人生舞台。
你問她最想做的事情是什麼？珊珊爛漫

地一笑，露出一排碎玉一樣的牙齒，她
說：「我想和容祖兒一起唱歌。」

黎晉匡立志當懸疑小說作家
黎晉匡十分腼腆，剛接觸聊天就露出害
羞的樣子，看上去身子瘦小的他心裡卻蘊
藏無比大的夢想，小小年紀立志成為一
名作家，「我喜歡看書，我會把我的經歷
寫到我的懸疑故事當中」。
患有ADHD（注意力不足過動症）、社

交障礙、自閉症的12歲男童夢想成為作
家，小小年紀的他看似平平無奇卻分外喜
愛寫小說。當拿起筆創作彷彿化身為戰鬥
士把心中那一幕幕驚心動魄的想像變成跳
躍在紙面上的人物。天生有缺陷卻半點沒
有阻礙黎晉匡追逐夢想，從小熱愛看書：
從天文到地理，尤其對小說、漫畫及歐美
電影愛不釋手，三年級才被家人發現創作

天賦，皆因老師向家長反映晉匡在上課期
間寫小說，特別鍾情寫作曲折離奇的故事
情節。在交流中，黎晉匡多次提及他的偶
像馬星原及其《白貓黑貓》作品，欣賞內
容趣味無窮，為他帶來寫作啟發。目前已
嘗試寫作了兩本小說，希望未來自己的書
能在書展有一席之地。
少年黎晉匡年紀小小便滿懷夢想，明白

自己儘管先天缺陷但原來只要堅持和努力
不懈，終究能一步步實現自己的夢想。在
過程中他表示最想感謝的就是媽媽，一路
為他在追逐夢想中護航，給與無限支持，
讓他能放心去實現自己的夢想。
年僅12歲的黎晉匡積極關心社會，盡自

己最大的力量為讀者帶來樂趣和知識。在
這個科技日新月異的時代，手機被普遍使
用，他留意到無論地鐵公交抑或是街道等
地方，低頭族都隨處可見，他呼籲大眾減
少瀏覽手機屏幕，也希望自己的書能助大
家抽離虛擬世界，愛上閱讀的天地。
夢想領航員Peter讚歎黎晉匡如此小的

年紀已懂得關心並嘗試幫助他人，這份純
真實屬難得。在實踐自己的夢想路上一直
堅持未放棄，真為他的熱誠加油。
採訪中，黎媽媽感歎兒子腦子裡有許多

幻想的情節，常常靈感遞發便下筆如神，
一揮而就心中的故事人物被躍然紙上，了
解到自閉症的孩子活自己的世界裡，創
作的世界大概也就是他內心世界的一面。
面對未來，黎晉匡勇敢無懼，從建立
Facebook專頁分享作品開始，到參加作品
比賽、出版實體書，一步一個小目標，並
朝這一個個小心願努力、堅持。

香港文匯報訊 致力鼓勵香港本土設計業
發展和提供海外參展機會的「香港智營設計
大賞」已舉辦至第七屆，現正徵集2019年度
作品。得到香港政府「創意智優計劃」的資
助，「香港智營設計大賞」現已成為香港產
品設計行業的年度盛事。今年更擴大比賽規
模，與香港玩具協會及香港玩具廠商會合
作，新增「玩具及遊戲產品類別」，吸引更
多設計人才參與。在這個集合各大企業的平
台下，得獎作品受到國際買家的肯定，亦提
供本地設計產品一個跳出香港市場的機會，
參與東京、法蘭克福等地的巡迴展覽。
香港智營設計大賞2019頒獎禮將在4月15

日舉行，設計大賞分為公司組別及概念組
別，公司組別設有「禮品」、「家庭及家居
用品」和「玩具及遊戲產品」類別。「禮
品」包括「母、嬰用品」、「企業宣傳禮
品」、「優閒及旅遊」、「節慶禮品」、
「個人配襯禮品」及「工作研習」，而「家
庭及家居用品」則有「餐宴派對」、「廚房

用品」、「起居生活及佈置」、「寵物及植
物護理」及「保健及個人護理」。本年度新
增加的類別「玩具及遊戲產品」，歡迎0-36
個月、3-8歲及8歲或以上的作品。而概念組
別（學生組及獨立創意組），本年度作品主
題為「愛家、居」，將具原創性及獨特性設
計概念融入家庭及家居用品中。評審團邀請
多位來自海外、內地和香港的著名設計師和
商界翹楚擔任評判，大賞現正接受報名，最
終截止日期為 2月 22 日。查詢電話 2730
2029 或 電郵 enquiry@SDAwards.org.hk 垂
詢。

香港文匯報訊「傑出學生巿場顧問計
劃」每年招募有志一展所長、將意念轉
化為實踐的同學為企業或機構擬定市場
營銷計劃，利用新鮮的視野助商家洞見
商業新機，創造更多可能性。本年度的
市場顧問計劃與多個知名企業及品牌合
作，包括拜耳醫療保健、匯泉國際、鷹
君集團、香港大塚製藥、神樂院牛奶廠
等。參賽同學親身向企業團隊諮詢開
始，經過設計市場調查及評估，在有限
時間內制定一份完整的市場營銷計劃。
透過參與計劃，同學躋身真正戰場與社
會及企業對接，豐富閱歷之餘更能確立
自己的水平能否獲企業的青睞。計劃為
企業製造契機，搶先接觸富潛力的營銷
賢才，引進新血協力開啟新機。學生、
學院及企業建起橋樑，瞬即將經驗及智
慧互通，是為「三贏」局面；所以已經

有14年歷史。
設計思維(Design

Thinking)於近年走
進不同領域，提供
創新及多元法的思
考模式去擬定解難
方案。面對如雨後春筍的創意意念，企
業爭相吸納新思維作推動未來市場策劃
的引航者。城市大學市場營銷學系高級
特任講師譚桂常一直鼓勵學系同學享受
親身體驗，將學習融會貫通到真實職場
之上，強調市場觸覺的重要性，並與潛
在消費者互動，在以人為本的市場架構
中，帶出以同理心為軸心的思考方向，
提升營銷者的本領。
本年度香港大塚製藥邀請參賽隊伍為

飲品設計全新營銷活動，隊伍分享：
「有時我哋覺得啱嘅嘢 ，公司又未必

想要，所以喺迎合各方要求方面我哋都
諗咗好耐。」而是次城大學生用心的市
場調查及焦點群眾研究為他們帶來啟發
性的創新提案，大塚製藥將會考慮將同
學的計劃應用在未來的發展。
另一項參賽計劃被碧然德納入未來藍

圖，碧然德香港營銷總監麥振華從學生
作品中看見擺脫框框的思考角度和敢於
開創的態度，特別是探討新市場版圖時
更揮灑自如。計劃若為企業注入新觸
覺，為商家打破盲點，令品牌補充缺乏
的最後一塊拼圖。

港智營設計大賞港智營設計大賞20192019徵集作品徵集作品
把握機遇把握機遇 跳出香港跳出香港 年輕思維構出新概念

有望於品牌實現

追夢路上每一程都蘊藏美麗風景追夢路上追夢路上，，每一程旅途都蘊藏美麗的風景
每一程旅途都蘊藏美麗的風景。。漫漫人生路漫漫人生路，，多少人朝夢想前

多少人朝夢想前
進進，，又有多少人中途折道返回

又有多少人中途折道返回。。當你勇於起行當你勇於起行，，有了奮鬥前行的動力
有了奮鬥前行的動力，，便會找到一便會找到一

眾陪你同行的眾陪你同行的「「使者使者」；」；只有在追夢路上不放棄
只有在追夢路上不放棄，，堅持到最後的人才能遇見那個最

堅持到最後的人才能遇見那個最
好的自己好的自己。。對話體驗策劃對話體驗策劃、、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及籽識慈善基金聯合支持的

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及籽識慈善基金聯合支持的
「「超能英雄超能英雄」」活動活動——「「SuperHeroSuperHero夢想計劃夢想計劃20182018」」日前舉行了頒獎典禮

日前舉行了頒獎典禮。「。「超能超能
英雄英雄」」活動至今已踏入了第四年

活動至今已踏入了第四年，，旨在鼓勵及支持全港兒童及青少年勇敢追夢

旨在鼓勵及支持全港兒童及青少年勇敢追夢，，同同
時推動社會上不同的
時推動社會上不同的「「多元人才多元人才」」一同成就自己的夢想

一同成就自己的夢想。。採訪採訪：：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茜胡茜、、實習記者實習記者 石婉盈石婉盈

曾為特殊教育支援教師的黃厚豐夢想計劃曾為特殊教育支援教師的黃厚豐夢想計劃
設計一份以文具為配件的桌上遊戲設計一份以文具為配件的桌上遊戲，，關注到關注到
小學生喜愛玩彈擦膠小學生喜愛玩彈擦膠，，萌生出一套讓學生共萌生出一套讓學生共
融融、、籍此打破溝通隔膜的遊戲籍此打破溝通隔膜的遊戲，，五色卡片承五色卡片承
載他所有的厚望載他所有的厚望。。
在做特殊教育老師期間在做特殊教育老師期間，，他深刻體會到不他深刻體會到不

少有限智能的學生因天生異於常人未能跟一少有限智能的學生因天生異於常人未能跟一
般同學參與遊戲般同學參與遊戲，，形成孤立形成孤立，，而作為一名特而作為一名特
殊教育老師的他最不想見到學生之間出現隔殊教育老師的他最不想見到學生之間出現隔
膜膜，，於是他試圖以遊戲為切入點於是他試圖以遊戲為切入點，，打破這種打破這種
隔膜隔膜，，幫助學校建立共融幫助學校建立共融。。但是要以什麼遊但是要以什麼遊
戲才能吸引同學們的注意呢戲才能吸引同學們的注意呢？？黃厚豐留意到黃厚豐留意到
學生都喜愛在課間玩玩具學生都喜愛在課間玩玩具，，其中以彈擦子膠其中以彈擦子膠
為主為主。。為配合學生們的共同喜好為配合學生們的共同喜好，，融入學生融入學生
喜歡的元素於遊戲之中喜歡的元素於遊戲之中，，設計出一款適合各設計出一款適合各
層次同學玩樂的遊戲卡片層次同學玩樂的遊戲卡片。。

特殊教育老師
本身非設計專業出身的他在構思想法中屢本身非設計專業出身的他在構思想法中屢

受阻礙受阻礙。「。「唯有自學設計軟件唯有自學設計軟件，，要考慮到幫要考慮到幫
助學生共融為目的助學生共融為目的，，所以設計要配合其他不所以設計要配合其他不
同學生的能力同學生的能力，，太簡單或太困難都不行太簡單或太困難都不行。」。」
黃厚豐說黃厚豐說。。本身讀語言治療的他對圖像設計本身讀語言治療的他對圖像設計
一竅不通一竅不通，，唯有自己學設計一步步成型唯有自己學設計一步步成型，，在在
思索許久思索許久，，最終決定用五色卡片最終決定用五色卡片。。
「「小息的時候學生都會來找我拿卡片玩彈小息的時候學生都會來找我拿卡片玩彈

擦膠擦膠。」。」儘管只是試玩階段儘管只是試玩階段，，但卡片推出初但卡片推出初
期已見成效期已見成效。。他留意到不少他留意到不少
學生均利用課後時間使用他學生均利用課後時間使用他
設計的卡片與其他同學遊戲設計的卡片與其他同學遊戲
比拚比拚，，頓時充滿滿足感頓時充滿滿足感。。在在
實現設計以來實現設計以來，，考慮過象棋考慮過象棋
元素元素，，甚至是卡片熒光效甚至是卡片熒光效
果果，，在深思熟慮下選擇了這在深思熟慮下選擇了這
一款較為適合不同層次學生一款較為適合不同層次學生
均能參與進來的遊戲設計均能參與進來的遊戲設計。。
「「以學生需要為本以學生需要為本」」是黃是黃

厚豐一貫秉承的理念厚豐一貫秉承的理念，，他放他放
棄設計主流的電子遊戲棄設計主流的電子遊戲，，而而
是關注特殊小學生的需求是關注特殊小學生的需求，，
以他們的興趣為切入點以他們的興趣為切入點，，打打
造一款適合校園共融的遊造一款適合校園共融的遊
戲戲。。他寄望藉此遊戲以比賽他寄望藉此遊戲以比賽
形式下進行形式下進行，，達到同學與同達到同學與同

學甚至同學與老師之間互相理解學甚至同學與老師之間互相理解，，建立同理建立同理
心心，，打破溝通隔膜打破溝通隔膜，，更啟發老師反思學生的更啟發老師反思學生的
需要需要。。黃厚豐在追夢路上黃厚豐在追夢路上，，不懼困難不懼困難，，不忘不忘
初心初心，，致力設計更多相關遊戲致力設計更多相關遊戲，，讓更多小朋讓更多小朋
友及大眾平等地參與遊戲友及大眾平等地參與遊戲，，收穫理解與包收穫理解與包
容容。「。「讓夢想預見更好的自己讓夢想預見更好的自己」，」，也為一班也為一班
學生學生，，讓他們遇見更好的自己讓他們遇見更好的自己。。

畫出悲傷釋放壓力
香港人的生活幸福指數低香港人的生活幸福指數低，，人人皆知人人皆知，，改改
變現狀卻很難變現狀卻很難，，生計的愁苦就像一堵巨大的生計的愁苦就像一堵巨大的
柏林牆橫亘在人們面前柏林牆橫亘在人們面前，，壓力似乎與生俱壓力似乎與生俱
來來，，無法擺脫無法擺脫。。一群來自各行各業的五個年一群來自各行各業的五個年
輕人洞察到香港人的情緒問題輕人洞察到香港人的情緒問題，，決定用一種決定用一種
以左手作畫的方式來收集快樂與悲傷的回以左手作畫的方式來收集快樂與悲傷的回
憶憶，，在香港和文萊兩地進行情緒交換在香港和文萊兩地進行情緒交換，，他們他們
計劃能夠舉行展覽計劃能夠舉行展覽，，讓更多的人學會如何釋讓更多的人學會如何釋
放壓力與情緒放壓力與情緒。。
以俏皮的方式去面對一個城市真摯的切膚以俏皮的方式去面對一個城市真摯的切膚

之痛之痛，，是不容易的是不容易的。「。「快樂飄飄處處汶快樂飄飄處處汶」」的的
成員告訴我們成員告訴我們：「：「我們要求香港人畫出自己我們要求香港人畫出自己
快樂的回憶快樂的回憶，，而文萊則是悲傷的而文萊則是悲傷的，，原本期望原本期望
並不高並不高，，認為香港人很難想像出快樂的時認為香港人很難想像出快樂的時
刻刻，，事實上大家很願意分享事實上大家很願意分享。」。」一杯奶茶一杯奶茶、、
與戀人的甜蜜互動與戀人的甜蜜互動、、戴上畢業方帽……在一戴上畢業方帽……在一
個個小故事裡面個個小故事裡面，，他們發現原來香港人的快他們發現原來香港人的快
樂也是很容易便會出現的高光樂也是很容易便會出現的高光。。
而文萊作為一個被稱為全亞洲最幸福的國而文萊作為一個被稱為全亞洲最幸福的國

家家，「，「快樂飄飄處處汶快樂飄飄處處汶」」則在活動中希望他則在活動中希望他
們畫出自己悲傷的經歷們畫出自己悲傷的經歷，，以作分享以作分享。。與他們與他們
的預期亦相去甚遠的預期亦相去甚遠，，這些這些「「幸福的人幸福的人」」也能也能
夠輕易描述出自己不甚愉快的經驗與過去夠輕易描述出自己不甚愉快的經驗與過去。。
比如一幅看似美滿的婚禮圖畫比如一幅看似美滿的婚禮圖畫，，它的背面原它的背面原
來寫來寫「「對婚姻有很大的壓力對婚姻有很大的壓力」；」；又如有人又如有人
畫下了車禍的瞬間畫下了車禍的瞬間，，來紀念因為車禍而離開來紀念因為車禍而離開
的爸爸的爸爸。。原來原來，，這個倚賴畫畫達到的傾訴過這個倚賴畫畫達到的傾訴過
程並不會帶來二次傷害程並不會帶來二次傷害，，反而令作畫的人明反而令作畫的人明
白白，「，「原來我已經走出來了原來我已經走出來了」。」。

共融桌上遊戲共融桌上遊戲
載黃厚豐的厚望載黃厚豐的厚望

小小英雄英雄
大大夢想夢想

■■「「快樂飄飄處處汶快樂飄飄處處汶」」的的44位成員位成員

■■得獎者黎晉匡得獎者黎晉匡

■■特殊教育支援老師黃厚豐特殊教育支援老師黃厚豐（（左左））

■■「「夢想計劃頒獎典禮夢想計劃頒獎典禮」」得獎人上台領獎得獎人上台領獎

■■快樂飄飄處處汶攤位卡片快樂飄飄處處汶攤位卡片

■■出席夢想計劃頒獎典禮的周凱珊出席夢想計劃頒獎典禮的周凱珊

■■快樂飄飄處處汶攤位卡片快樂飄飄處處汶攤位卡片

■■快樂飄飄處處汶攤位卡片快樂飄飄處處汶攤位卡片

■■藝遊四方城藝遊四方城（（節慶禮品項目獲評審團大獎節慶禮品項目獲評審團大獎））

■■「「傑出學傑出學
生巿場顧問生巿場顧問
計劃計劃」」得獎得獎
學生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