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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擺檔顯創意 歌詞毛巾 潮語貼紙

維園年宵點止全部都係雞
「雞，全部都係雞」 ！維園年宵將於星期日開鑼，來年是雞年， 「雞咕」
、 「雞公仔」 、 「雞風車」 、 「雞揮春」 遍布全場，華仁仔攤檔更推出 「雞版華
仁仔」 。不過，年輕人創意怎可能止於 「雞」 ，一句觸動人心的歌詞、潮語，又
或文藝短語，都成為設計泉源。年宵已成為一班年輕創業先鋒的練兵場。

◀ 「飛luck雞巫」
從內地引進不少
賀年產品，包
括立體揮春、
咕、腰枕
、攬枕等

送猴 迎雞 ＞＞＞

食物環境衛生署轄下全港15個年宵巿場
，在將到的星期日起一連七日 「開檔」，其
中全港最大型的維園年宵巿場，除了售賣傳
統的年花和年貨外，每年都吸引充滿創意和
活力的年輕人集資競投攤位，售賣自
創特色賀年貨品。

華仁仔主打「雞公仔」
香港華仁書院學生會今年開設 「
雞仔華仁」攤檔，以 「雞公仔」作
主打。攤位掌門人之一的中五生吳
鑑殷稱，他們早前經校內的 「師兄
」介紹，親往廣州一趟，向各廠商
取經後，自家設計出 「華仁雞公仔
」。高約十吋的黃色小雞，身穿白
恤衫，配襯獲譽為 「全港最靚校呔三甲之
一」的華仁校呔，藍底五星十字，搶盡眼
球，取意頭 「一世發」，每隻賣148元。

▶ 「華仁雞公仔」 約
十吋高，每隻賣148元

店家：飛Luck雞巫

攤位號：256

愛情金句
●我的溫柔不是送
你貴重的禮物逗
你歡心，而是一
種承諾和承擔。

●休止符是生命中
必要的停頓，留
白是小休。
●不要輕易說分手

五巴士工會促加薪7%
【大公報訊】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
屬下九巴分會、新巴分會、城巴分會、龍
運巴士分會及新大嶼山巴士分會，昨日提
出要求全港專營巴士員工加薪7%。工會發
言人指，員工面對生活成本上漲，令工作
壓力增加，而多間巴士公司今年均有足夠
盈利，有能力加薪予員工。
汽總第一副主席人張子琦說，新創建
集團去年除所得稅前溢利差不多達56億元
；載通國際去年上半年的除稅前盈利則差

不多有四億元，估計全年收入約為八億元
，故相信絕對有能力加薪7%予員工。
他又提到，政府數據顯示，去年通脹
約為3%，高於2015年，對員工來說各樣生
活開支均在上升，對他們帶來壓力。
張子琦續稱，員工既為乘客帶來良好
公共巴士服務外，亦為專營巴士公司創造
了豐厚的利潤，故強烈要求巴士公司，以
負責任的僱主態度，體恤員工困難，提供
合理加薪。

源機構建議今年的加薪幅度，由3.5%至
4.2%不等。
至於被視為年終花紅的 「浮薪」方
面，市建局建議員工年底可按表現獲發
10%至25%年薪的浮薪，總監職級為25%
；總經理為20%；經理為15%；其他員工
則是10%。
該局去年決定精簡架構，由13至15
層職級，減至10層。

六合彩攪珠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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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稱去年銷情理想，今年
年宵攤位競投更激烈，相信
市道亦會不錯，故今年入貨
量較去年增加30%，更自信
地說： 「回本無難度！」
除了引入各類不同的賀年
擺設外，他們今年首次加入自
家設計產品，分別是手機殼及
杯子。成員張聲語稱，自家設計產
品能令攤位更富特色，自家設計的
杯子是與本港言情小說家關志康合作，選
出其三個愛情金句（詳見表），再配合自
家插畫，製作成精美愛情金句杯。他稱，
社會上不少人標榜女生迷戀金錢，或將愛
情與金錢視為等同，希望公眾明白愛情是
一種承擔，藉維園年宵宣揚正確愛情觀。

【大公報訊】記者張琪報道：連續多
年組織學生參與維園年宵的浸會大學國際
學院，今年再次組團出馬。參與活動學生
表示，對今年銷情感到樂觀，較去年入貨
量大增30%，惟今年產品定價較為謹慎，
一般咕售價介乎60元至70元。社會上有
不少聲音將愛情與金錢捆綁，作為90後的
他們並不認同，今年與本地作家合作，首
次推出精選愛情金句產品，望能宣揚正確
愛情觀。
「飛Luck雞巫」由浸會大學國際學院
的15名學生組成，從內地引進不少賀年產
品，包括立體揮春、咕、腰枕、攬枕等
。成員吳雅睿稱，維園年宵吸引不少家庭
客，所以年宵產品在可愛的毛公仔造型下
，融入一些實用功能的產品，可以更暢銷

﹂

潮語貼紙
店家：正在土炮
攤位號：226
潮語字句
●願我會揸火箭，帶你到天空去
●You only live once
●word search sticker
●狗也不_ ●帽事口既
●404 not found

封利是新鈔 句鐘換罄
【大公報訊】記者湯淩琰報道：新春
將至，為方便市民 「封利是」，本港三家
發鈔銀行昨日起提供兌換新鈔及 「迎新鈔
」服務。在旺角，昨日清晨趕往銀行排隊
換新鈔的人潮湧湧，有銀行在首日的兌換
限額，火速於一小時換罄。經濟雖然陰晴
不定，但往換新鈔的市民表示，利是金額
不會 「縮水」，最重要是 「利利是是」。
滙豐銀行旺角分行昨日提早於八時開
門，開門前已有近百人排隊等候，大部分
是長者。滙豐今年準備了總面值3000元的
「兌換套裝」，包括100張20元和20張50元
，均為新鈔，每人限換一套。若想換其他

紙幣組合，或換更多金額，就會夾雜 「迎
新鈔」，首日限額於中午時分換罄。中銀
香港旺角上海街分行的10元及50元新鈔，
於昨晨十時左右即開門大約一小時換罄。
家住黃大仙的李先生，昨晨九時到滙
豐銀行旺角分行，兌換4000元新鈔，預備
封利是給親友，討個好彩頭。李先生稱，
多派20元利是給朋友，因此換了100張20元
紙幣，數量與去年兌換的相同，未受經濟
變差影響。
市民馬太也兌換數千元的新鈔，她說

封利是過年，一年只有一次，今年兌換的
數量與去年相若，未受經濟變差影響。馬
太主要兌換100元及20元紙幣，她說給至親
的是利是較豐厚，每封200元，普通朋友就
20元，笑說 「利利是是最緊要」。當被問
及是否接受 「迎新鈔」，馬太表示，為了
環保，可以接受。
金管局表示，銀行的各款面額新鈔都
會有足夠供應。銀行表示， 「迎新鈔」雖
然是用過的鈔票，但外表仍然新淨，與 「
新鈔」差別不大。

◀總面值3000元新鈔的 「兌換套裝」 ，
每人限換一套
大公報記者何嘉駿攝
銀
▼行人潮湧湧，場面墟冚
大公報記者何嘉駿攝

【大公報訊】經濟轉差，市區重建
局近日完成的薪酬檢討，建議員工今年
平均加薪3.5%，低於去年的3%至5%加幅
；員工年底可獲發相當於年薪最多10%至
25%的與表現掛鈎的浮薪，涉及約600名
員工。
市建局參考過其他公營機構、地產
相關行業、金融及零售機構後，作出有
關加薪建議。去年底以來，各間人力資

﹁

滙豐銀行旺角分行開門前已
▲
有近百人排隊等候換新鈔
大公報記者何嘉駿攝

市建局擬平均加薪3.5%

無人中

來自不同大專院校的七名90後年輕人，
也首次在維園年宵推出自家品牌 「正在土炮
」。合夥人之一、浸會大學的Chakson稱，
所有靈感均來自香港文化，希望推出屬於香
港人的產品。他透露，不少人透過社交媒體

希望推出屬於香港人

愛情金句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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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炮」打造香港人品牌

，利用一個簡短的句子表達自己的態度，故
今次推出的17款產品，全部選用網絡上的潮
語、歌詞作為創作藍本。
產品中有15款是貼紙，採用香港文化元
素設計，如紅白藍、潮語 「帽事嘅」等；另
有兩款產品屬於明信片，其中一款明信片，
靈感源自香港著名樂隊Beyond《喜歡你》
中一句歌詞 「喜歡你，那雙眼動人」，不僅
切合明信片與歌詞傳達愛意的意義，亦能勾
起大家共鳴， 「呢首歌唔單止可以代表香港
文化，都可以吸引到旅客嘅注意」。
Chakson又說，維園年宵是一個充滿港
人回憶的地方，不僅是售賣賀年產品的地方
，亦為青年提供展示的平台。他透露，成功
投得攤位後，團隊仍未有清晰規劃，經過反
覆商討、設計、修訂方案等籌備過程後，發
現成立一個屬於自己的品牌，原來不是想像
中的困難，期望未來能繼續發展自家品牌。

▼正在土炮
的產品

▶製作精
美的愛情
金句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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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仁仔的創意豈止於 「雞」，他們從港
鐵車廂的 「關愛座」找到設計靈感，創出兩
款自家設計毛巾，分別採用來自經典粵語流
行歌《從不喜歡孤單一個》的改編歌詞 「從
不喜歡孤單一個，可惜偏偏孤獨一個，孭住
書包的我，不敢上座」，及《六天》中的金
句改編 「從來沒我份，關愛當做例行」。負
責構思的中五生鄭智霖稱，以往曾於乘坐關
愛座時，因疲累而漸入夢鄉，不料被長輩拍
醒，破口大罵要求讓座，他們盼藉着小小的
毛巾，反思關愛座真義。

金句杯宣揚正確愛情觀

▲改編《六天》歌詞的毛巾設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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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記者 謝進亨 張琪（文／圖）

今日天氣預報＞＞＞

丁丁
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
最高20℃
最低17℃
丁丁
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
丁丁丁丁丁丁丁丁
丁丁丁丁丁丁丁丁大致多雲
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
丁丁
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

中國

預測 最低 最高
澳 門 多雲

亞太

預測 最低 最高

16

20 上 海 有雨

廣 州 有雨

14

19 杭 州 有雨

北 京 多雲

-5

2 福 州 有雨

預測 最低 最高

預測 最低 最高

倫 敦 天晴

1

4

洛杉磯 天晴

7

19

東 京 多雲

1

10

巴 黎 天晴

-3

1

三藩市 天晴

7

12

馬尼拉 毛毛雨

23

31

法蘭克福 多雲

-6

0

紐 約 有雨

4

7

25

-2

4

4

18

5

7 西 安 煙霞

13

15 昆 明 天晴

預測 最低 最高

5

首 爾 多雲

3

預測 最低 最高

-2

9

9 成 都 密雲

7

美洲

歐洲

天 津 多雲

-3

3 海 口 多雲

19

23 拉 薩 天晴

-8

9

曼 谷 多雲

34

馬德里 天晴

0

9

西雅圖 有雨

6

9

濟 南 煙霞

-2

6 台 北 密雲

14

23 呼和浩特 多雲 -15

-5

新加坡 雷暴

24

33

羅 馬 有雨

2

9

溫哥華 有雨

4

8

南 京 有雨

5

7 重 慶 密雲

8

12 烏魯木齊 有霧 -18 -10

悉 尼 驟雨

27

36

蘇黎世 有雪

-6

-3

多倫多 有雨

-2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