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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商青年創新比賽頒獎



▲

陳經緯致辭

張成雄：作品高質素 許曉暉等主禮
▲

香港潮州商會 「青
年創新新創比賽頒獎
禮」 圓滿舉行，該會
首長、嘉賓及獲獎者
大合照

▲

香港潮州商會 「青年創新新創比賽頒獎禮」 前日在會所舉行，該會會長張
成雄，副會長胡劍江、副會長兼青委主任馬鴻銘，陪同主禮嘉賓民政事務局副
局長許曉暉，中聯辦青年工作部調研員何金暉，中西區民政事務助理專員林冰
冰等為獲獎者頒獎。
大公報記者 馮 玥（文／圖）
張成雄致歡迎辭，祝賀是次青年創新比賽
取得成績驕人。他指，近年來文化創意產業蓬
勃發展，新形勢下年輕一代對嶄新科技的追求
，展示了青年力量的強大優勢。作為歷史悠久
的百年商會，潮州商會致力與時並進，引領同
仁發展社會科技，特別是青年一代貢獻卓著，
令人欣慰。

為青年施展才華供平台
提及是次比賽盛況，張會長表示， 「青年
創新新創比賽」啟動之後，廣獲年輕人踴躍參
與和熱情支持，他讚揚今次比賽，中學組和公
開組兩個組別的參賽作品，都體現了高水準、
高質素和高影響力的特點，展現了香港青年一
代在科技創新的豐富知識和技能，可圈可點。
他希望通過比賽，薪火相傳，承傳傳統的同時
，將港人的創新精神發揚光大。
許曉暉表示，潮州商會及商會青委一直致
力於推動青年工作發展，特別是積極配合政府
政策，在支持青年創新、培養創新人才方面貢
獻良多，成績有目共睹；並讚揚今次創新比賽
形式新穎，為有志青年施展才華提供了很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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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局三億基金明年啟動
她續透露，在今年《施政報告》中提出的
青年發展基金將在明年初開始啟動，為有志創
業的青年們提供三億資金，希望令青年有更多
資源，並在樂意發展的領域得到更多的平台和
發展。
馬鴻銘致謝辭，感謝特區政府、中聯辦及
各支持機構及參賽者對今次比賽的大力支持，
感謝比賽籌委會各委員及青委委員的共同努力
，促使比賽取得圓滿成功。他讚揚今次獲獎作
品質素高、影響力廣泛。他希望通過這次比賽
凝聚年輕一代，日後會舉辦不同形式活動，啟
發青年人多元化的創意發展，並寄語全港青少
年團結一心，拓寬新思維，為推動香港創新科
技共同努力。

獲獎者冀推動社會發展
首屆青年創新新創比賽主題為手機應用程
式設計，參賽作品主題必須屬於 「日常生活」
、 「傳統文化」、 「商業」三個類別，共設公

璇

保羅．費弗香港首辦個展

▲多聲道影音裝置《Three Figures In A Room》（靜
態圖像）
貝浩登供圖
【大公報訊】由貝浩登（香港）呈現多媒體
藝術家保羅．費弗（Paul Pfeiffer）首個香港個
展正在香港貝浩登畫廊舉行。
展覽中展示的多聲道影音裝置，名為《
Three Figures In A Room》。這件新近完成的
作品，取材自今年五月二日在拉斯維加斯美高梅
大酒店上演的拳王 「世紀之戰」。投影熒幕照亮
了整個展廳，然後耳邊響起拳賽聲音，最後見到
影像。播出的聲音已減至最少，刪除了收費電視
原有的旁述，只保留拳手動作和觀眾反應。透過
這些聲影轉化，藝術家成功在展廳四周以聲音重
現拳賽擂台，把觀賞過程立體化。
《Three Figures In A Room》可說是個感
官實驗室，真實還原了這件二十一世紀的重要事
件。為此，藝術家不單採用媒體文化的表現方式
，還借助展覽空間加強效果，把拳賽濃縮，以便
更深刻地揭示賽事的背後面貌。為了製作這段配
音，藝術家用上擬音技術，由演員以各種奇怪
道具聲演拳賽，其中包括一塊生肉和演繹者自
己的身體，經多番嘗試後最終剪接、混音和處
理完成。
此外，畫廊第三間展廳擺放了另外幾件新攝
影和錄像作品，例如《Caryatids》。這是一組小
型桌面錄像裝置，以高清慢速度顯示拳手中拳情
況，每個影像都突顯了撞擊力。攻擊者被隱去，
只剩下受襲者站在台上，不停被隱形對手攻擊，
直至身體扭曲倒下。
該展覽於中環干諾道中五十號十七層貝浩登
香港畫廊免費開放至明年一月九日（逢周日、周
一休館）。
查詢展覽詳情可電三七五八二一八○，或瀏
覽貝浩登網頁：www.perrotin.com。

今日文化節目精選
■香港八和會館 「粵劇新秀演出系列」 ，油麻地戲院今明
兩晚七時半上演阮兆輝執導《王寶釧》。
■吳思明、曉毅領銜，深圳市粵劇團晚上七時半於北角新
光戲院大劇場演出《三脫狀元袍》。
■ 「柴可夫斯基與梁祝」 香港青年交響樂團周年音樂會晚
上八時於香港大會堂音樂廳舉行。
■香港中樂團晚上八時於上環文娛中心演講廳舉行 「群笙
若響」 音樂會。

【大公報訊】記者牛真諦報道：第十九屆京港會 「『
互聯網＋
』時代的發展新機遇」跨境電商北京發展對接洽談會昨日在香港會
議展覽中心舉辦。此次專場活動由北京市商務委、北京市投資促進
局、北京天竺綜合保稅區管委會、平谷區人民政府、香港中國商會
等單位主辦。北京市人民政府副市長程紅、香港創新及科技局局長
楊偉雄、香港中國商會主席陳經緯、北京市商務委員會主任閻立剛
等京港兩地相關職能部門、專家學者、香港商會組織以及北京企業
代表等出席是次活動。專場活動分為政策解讀、產業聚焦、互動洽
談三個主要環節。

陳經緯：強強聯合成果大

閻立剛致辭時表示，北京以服務業擴大開放綜合試點為契機，
以 「
互聯網＋」為載體，積極搭建投資貿易和國際合作交流促進平
台，加大政策支援力度，進一步優化營商環境，更好的發展商務事
業。他指，歡迎香港各界到北京開展投資貿易合作，並表示希望京
港兩地攜手共創經貿合作美好明天。
陳經緯致辭指香港是亞洲重要的金融、航運和服務業中心，是
中國經濟服務貿易業最發達的地區。北京天竺綜合保稅區是一個面
向國際市場最為開放的區域，具有良好的地理優勢，首都機場國際
航線資源豐富，為綜保區打造了高效的國際物流分撥配送和便捷的
保稅倉儲功能，這為跨境電子商務的快速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是 「
境外倉」理想的發展基地。另外，香港具有發達的物流體系，
這一優勢與北京發達的開放型經濟體系強強聯合，將會在跨境電商
合作方面產生巨大的合作成果。
楊偉雄指，內地龐大的市場為香港電子商務運營商提供巨大商
機，香港特區政府將加強與內地合作，並期望與北京市緊密交流合
作，互利共贏。香港創新科技局將支持香港發揮在國家 「十三五」
規劃倡議下的巨大發展潛力，充分利用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樞紐地
位，扮演 「超級聯絡人」的角色，促進本地與內地電商企業緊密聯
繫，共同開拓更多商機。
出席的嘉賓還包括：北京市商務委員會副主任宋建明、香港特
區政府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署理副秘書長曾鳳儀、北京出入境檢驗檢
疫局副局長楊傑，香港貿易發展局華北、東北首席代表黃天偉、北
京市投資促進局副局長蘇宏、香港資訊科技聯會會長邱達根等。

創意匯聚十日棚中環舉行
【大公報訊】記者周怡報道：香港 「設計營商周」
外展活動─ 「創意匯聚十日棚deTour」（下簡稱 「
deTour」）現於香港創意新地標─中環PMQ元創方
舉行，活動開展至十二月六日。主辦方於昨日舉行啟動
禮及導賞活動，展示多件具創意的裝置、工作坊及延伸
活動。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元創方管理有限公
司主席朱裕倫、元創方創作與項目總監陶威廉及創意香
港總監廖永亮等嘉賓出席啟動儀式。

創辦以來首設中文名稱
今年為deTour首次加入中文名稱 「創意匯聚十日棚
」，並以 「連結」為主題，包含多項具有創意及文化氣
息的活動，呈現各種藝術設計與創新意念。deTour自創
辦以來，支持本地藝術發展，匯聚眾多新興的本地創意
人才，其中包括吳卓燊、林欣傑、梁基爵、LAAB及
WARE等，展出多件藝術裝置，為社區注入創新思維。
此次deTour邀得多個以推動創意文化為主要工作項
目的團體參與，以工作坊、期間限定展覽、藝術設計對
話及裝置等約七十個項目，希望引起公眾對社區問題的
關注，如 「貧困線攝影展」、 「A Few Better Things
」、 「良感生活」及 「MobArt x deTour」等。藝術家
們將帶領本地社區共同反思及細味生活，展示作品背後
的設計理念及教育理念。

籲社會關注食物與貧困
「貧困線攝影展」是一個關於 「食物與貧困」的攝
影項目，由新加坡著名攝影師Stefen Chow與經濟學家
Hui-Yi Lin聯合創作，其中超過一千六百幀攝於六大
洲的二十八個不同國家或地區的照片，旨在展示各地活
在貧困線以下的人，每日在食物上有限的選擇，而食物
的種類以及鋪放食物的報紙，能夠讓觀者得悉其來源地
。Stefen與Hui-Yi希望喚起公眾對社會不公及食物選擇
的關注，讓大眾積極參與關於香港社會貧困狀況的討論
與思考。
而 「廢．是搞音」則由本地音樂人與環保主義者聯
合創作。他們使用廢棄汽水瓶、漂白水膠桶、竹筒、木
板等等，製作以氣壓等物理效果得到不同音效的樂器，
教一家大小用這些樂器奏樂，享受音樂的同時傳達環保
概念。
此外，由時尚造型師Denise Ho與其Knotti團隊策
劃的期間限定展覽 「A Few Better Things」，向觀者
展示香港弱勢女性的獨特手工織藝；還有MUJI關於 「
良感生活」概念的展覽等。
為使文化不斷傳承與創新，今年deTour還特別策劃
一系列融會東西文化的工作坊，在設計與藝術中加入教
育元素。包括 「拼出聖誕氣氛」、 「PMQ味道圖書館
」及 「Sovereign Art Foundation藝術實驗室」等。
PMQ元創方位於中環鴨巴甸街三十五號，該活動
舉辦期間，每日開放至晚上十時。
查 詢 活 動 詳 情 可 電 三 四 八 一 二 四 七 九，或 瀏 覽
deTour網頁：www.detour.hk。

▲LAAB的藝術裝置 「筋斗Run」 讓觀眾在直徑三米的 「倉鼠圈」 中透過神秘的機關，跑出一個個雲
狀的棉花球
大公報記者周怡攝

▲Stefen Chow（左）與Hui-Yi Lin
希望喚起公眾對社會不公及食物選擇
的關注
大公報記者周怡攝

▲吳卓燊藝術裝置 「城．響」 置於PMQ元創方地下中庭
大公報記者周怡攝
眾嘉賓於啟動禮現場合影

▲

■新域劇團下午三時於牛池灣文娛中心文娛廳演出歐陽駿
編劇的《Hi Myself》。

開組及中學組冠亞季軍和優異獎。今次參賽者
眾多，經過嚴格的面試、初賽、決賽，最後選
拔出冠亞季軍。公開組及中學組的冠軍作品分
別為《Rewards+》、《 「糖糖」正正》。多
位獲獎者都表示，希望將創新設計用在對社會
有益的地方，能夠推動社會發展。
出席頒獎禮的賓主還包括：創意香港高級
經理戚芷筠、教育局商校合作計劃高級學校發
展主任郭勝、香港科技園公司主管莫偉軒、香
港科技大學繆偉豪教授、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
潘笑蘭校長，香港殿堂級音樂人及設計師雷頌
德，香港城市大學副教授張澤松，香港中華總
商會青委會主席黃楚恒，香港僑界社團聯會青
委會主任廖宇軒，該會會董兼青年委員會副主
任暨比賽籌委會主席陳澤華等。

跨境電商北京對接洽談展開

張成雄會長（右二
）、胡劍江副會長（
左一）、馬鴻銘副會
長（右一）陪同何金
暉調研員（左二）為
中學組冠軍頒發獎杯
和獎金

deTour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