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旅遊業熬「寒冬」
　　入境處數據顯示，「十一黃金周」累計出
入境旅客逾 471 萬人次，比去年同期逾 670
萬人次，按年下跌近三成。其中，各管制站一
連七天共錄得約 234 萬人次訪港，較去年同期
減少三成；而國慶日當天入境人次僅約 32.6
萬，比去年同期的 65.5 萬人次下跌超過五成。
內地旅客方面，「黃金周」七天有約 67 萬人
次訪港，按年大跌逾五成，是自 2011 年以來
的新低。
　　除了內地旅客外，國際遊客也有減少。入
境處數據顯示，以八月旅遊旺季比較，國際訪
港旅客人次較去年同期銳減近四成，約為 354
萬人次，接近九年同期低位。
　　「十一黃金周」本是很多港人出外旅遊和
內地人來港購物的旺季，但受反修例運動影
響，旅遊業受挫，除了入境人數受影響，港人

外遊意欲亦下降，不少旅行社更要面臨倒閉的
危機。從業逾 20 年的本地導遊溫冠成坦言：
「上個月（八月）基本是零收入，感覺很彷
徨，看不到底。」溫冠成提到旅遊行業「手停
口停」，「沒有旅遊團來就沒得做、沒得吃，
現在全家人都沒得吃了。」

200 至 300 家食肆倒閉
　　銅鑼灣本是熱門購物區及遊客區，店鋪林
立。位於銅鑼灣的火鍋店負責人陳先生（化
名）表示，火鍋店的客人既有遊客也有本地
客，但「最近的社會運動顯然令銅鑼灣一帶的
到訪人數直線下降，餐廳生意慘淡，在六月之
後每月平均損失三成營業額，一直處於虧損狀
態，餐廳不得不採取節流政策，員工亦面臨被
裁員的危機。」陳先生坦言，假若社會運動持
續下去，營業額繼續低迷，恐怕餐廳最後會
「捱唔住」租金，面臨結業。他表示：「無生

意可以裁員，可以有許多節流方案，但租金的
固定成本無法節流。租約期將滿，即使社會運
動結束，公眾也要一段時間才能重拾信心，經
濟慢慢復甦，然而我們的損失已無法追回。」
　　過去數月，香港每逢周末均發生示威衝
突，本地餐飲業整體受創。很多受影響的食肆
被迫暫停營業或放員工「無薪假」，而地點已
由旅客區蔓延至全港各處。立法會飲食界議員
張宇人近日（26 日）在電台節目表示，本地
已有 200 至 300 家餐廳因為受反修例事件影
響而結束營業，預料倒閉潮還會持續。他還認
為，飲食業面對的艱難境況較 2003 年爆發沙
士疫情時更差，若示威情況持續，估計或有逾
千間食肆結業。

零售業九月跌 18%
　　據政府統計處公佈，本地零售業 8 月總銷
貨價值按年跌 22.9%，創最大單月跌幅，較
1998 年亞洲金融風暴期間錄得的跌幅更大。
當中以珠寶首飾、鐘錶及名貴禮物行業最受
影響，下跌 47.4%；藥物及化妝品行業下跌
30%；服裝業下跌 33.4%；百貨公司則下跌
29.9%。據政府統計處最新數據，9 月的零售
業總銷貨價值的臨時估計為 299 億元，按年
下跌 18.3%，是自今年一月後連跌 8 個月。
　　零售藥房是遊客來港必去的掃貨點，但發
生反修例運動後，不少藥房生意大減，甚至還
要面臨倒閉的危機。旺角某藥房負責人王先生

表示，示威活動不但影響了本地人的消費意
欲，更因為內地客人數下降而導致生意大不如
前。他坦言：「現在一天的生意額可能是過往
兩小時的生意額。」
　　王先生表示，「我其實支持反修例運動，
大遊行也有走到前線送過水。但運動持續太
久，對生計影響太大，現在只希望這場運動可
以早日結束。」至於舖租方面，王先生提及中
小企業貸款跟本沒有實際作用，業主也沒有減
租意欲。
　　為了減低店舖成本，王先生表示原本一天
需要四個人維持店面，現在也逼不得已減少店
裏的員工。他認為在經歷了反修例後，「現在
香港的經濟需要時間去修復，就算反修例風波
結束以後，也至少要半年以上的時間才能復
原。」

住宅區銷情不跌反升
　　對比遊客區，個別住宅區的食肆生意反而
有增無減。以沙田廣源邨商戶為例，其中一間
食肆的負責人林先生稱，運動開始後，「餐廳
生意比以往好」，估計是社區居民因擔心商業
區爆發示威衝突而選擇在屋苑附近的食肆消
費。
　　廣源邨不少居民指，社會運動影響了他們
出門的意欲，除了擔心在混亂中受傷，道路交
通情況亦令他們擔心，致使大部分居民在假日
也寧願留在家中，或是在附近食肆用膳。

香港恒生大學傳新報地址：新界沙田小瀝源行善里　　電郵：enlightenmentpost@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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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經濟不景
旅遊 零售 餐飲

版面編輯、記者 : 凌若嵐　蔡伊琳

特首林鄭月娥在 10 月公佈的《施政報告》中提到，「近月的暴力事件更令
香港經濟面對史無前例的重大挑戰。今年 7 月起，訪港旅客人次和零售

業銷售額急劇下跌、出口持續下滑，營商、投資和消費氣氛十分低落，部分行
業的經營情況更是有記錄以來最惡劣。」報告指出，「本港經濟在第三季已步
入技術性衰退，今年全年經濟增長預測下調至 0 至 1%。」本港旅遊業、零售
業和餐飲業均受創。

■節假日的尖沙咀，人流稀稀落落。（黃元元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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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今年 6 月起，香港反修例運動持續
數月不歇，坊間不少觀點認為，示威

衝突導致本地經濟急劇下滑，零售業、旅
遊業、酒店業及飲食業等行業受創，威脅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經濟地位。香港
中文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莊太量表示，現
時的反修例運動導致香港經濟下滑屬短期
影響，長遠來說，香港經濟會因議題淡化
而反彈。

■反修例期間市面較平日清淡。（葉穎恩攝）

■「十一」當天，銅鑼灣冷冷清清，遍地紙錢。
( 黃元元攝 )

「租金貴」是衰退癥結
　　反修例運動期間，很多機構發佈的數據顯示香港零
售業表現疲弱，更有不少外國品牌的零售商店相繼徹出
香港市場，有人認為是反修例示威衝突導致。然而，根
據政府統計處資料顯示，由今年 2 月至今，香港零售
業銷貨值持續下跌，本地零售業早於年初已開始表現疲
軟。
　　莊太量認為，「現階段的反修例運動對香港經濟只
帶來暫時性影響，香港租金昂貴才是導致零售業衰退的
癥結。」他以銅鑼灣世紀廿一地鋪為例，「外國時裝品
牌 FOREVER 21 早前以超高價，約 700 萬元港幣月租
得鋪位，但最後做不下去而撤走，
主因都是『租金太貴』。」
　　他補充，本港零售業陷入經
濟衰退另一原因是「香港零售業大
多數為中介、中轉行業，甚少發展
本地品牌」。即使部分消費者開
始使用網購平台消費，但「在香
港做網購同樣要經過中介和零售
的關口，使香港的零售業愈來愈
『難做』」，加上大部分外國品
牌或進口貨品依賴網上平台進行
營銷，故此實體零售市場進一步收
窄。

低價消費品需求上升
　　在反修例運動期間，一些珠寶、鐘
錶、旅行社及奢侈品行業因環境慘淡而
生意下跌，消費者購買奢侈品的意慾減
少。莊太量認為，「社會穩定是經濟蓬勃的必然條件」。
他解釋，「在社會不穩定的情況下，商家難以簽定新合
同及進行投資活動，經濟的周期性因素以及示威遊行同
樣會加劇行業衰退。」
　　但並非所有行業都受到反修例的負面影響，有部分
商戶反而有更好的經濟表現。莊太量認為在社會不穩定
的情況下，「大眾對低價消費品的需求增加」。因此一
些較為大眾化的商鋪，例如百佳、惠康等價格較為平民
的超級市場反而有銷售上升的現象。但他補充，「即
使部分行業的生意表現好，所佔的市場百分率亦不會
高。」

　　他亦表示，現時經濟情況比2003年沙士期間樂觀，
而且反修例示威衝突多於週末及公眾假期發生，商店於
平日仍然能夠營業，香港的大型商場仍有足夠人流。

失業人口轉行抗「寒冬」
　　莊太量認為，反修例運動對香港的零售、旅遊及飲
食業在短期內帶來一定衝擊，但「現時由此引起的失業
情況並不多，失業率的升幅緩慢，顯示大部分商店仍然
有機會『捱得住』」。同時，香港勞動人口不足，各行
各業對人才的需求依然短缺，故此即使有人因近月事件
失去工作，要重新獲得新工作機會應不會太艱難。
　　他還引用 2015 年反水貨客的「光復」行動解釋：
「2015 年經濟衰落，內地遊客減少，導致零售業及旅

遊業下跌。但當年保險業的經濟表現良好，
部分零售業及旅遊業的失業人士轉投到

保險界。」

香港金融地位不變
　　莊太量認為，外國企業對香
港的經濟信心下跌只是短期現
象，香港作為貿易及金融中心的
實力和吸引力不會因示威活動而

輕易動搖，「投資者選擇在一個
地方投資，最重要的原因是金錢可

以自由進出、出入境自由、低稅、使
用英語等，這都是香港的優勢」。
　　他補充，「香港作為世界金融平
台，許多金融活動不一定涉及香港人，
例如印度人和日本人會選擇在香港進行
金融買賣，因為他們對香港的法治有信

心、使用英語溝通，以及港元和美元掛勾，從而吸引全
世界的投資者在香港進行金融交易及安心把財富存於香
港。」這些優勢是香港金融地位屹立不倒的基本因素，
並不會因為示威衝突而輕易改變、甚至消失。
　　莊太量又以其他地區的金融中心為例，「示威衝突
在其他國家地區亦會出現，例如紐約、倫敦、巴黎、希
臘等地，大多數示威活動都有延續數月的情況」，「雖
然當地旅客會即時減少，但旅客人數大多會在一年內
回升。當示威衝突的議題被解決後，經濟亦會重新反
彈。」因此，長遠來看示威衝突並不會動搖當地的金
融地位。

■莊太量表示，反修例影
響香港長遠經濟的機會不
大。（記者葉穎恩攝）

專家
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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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政報告》
聚焦土地房屋政策

2019 年 10 月 16 日，特首林鄭月娥發表第三份《施政報告》，內容
涉及房屋、土地供應、民生及經濟發展，共推出 220 多項措施。土

地房屋政策是報告的重點，當中包括土地共享先導計劃、重建工廠大
廈作公營房屋、加快收回土地、放寬按揭上限、大幅增加過渡性房屋
項目、提出立法向空置一手私人住宅徵收額外差餉等。但有青年憂慮，
新政對解決香港房屋問題作用有限。

盼房屋政策解民怨
　　林鄭月娥表示，房屋是香港社會目前
面對最嚴峻的民生問題，也是部分民怨的

根源，「『家園』二字是很具體的，很
容易令人聯想起的圖像就是建立自己的

家，所以今年宣讀的施政報告，我重
點是討論房屋及土地供應。」
　　《施政報告》提出針對房屋發展
的支援措施，包括大幅增加過渡性房
屋，在未來三年將提供 10,000 個單

位，以紓緩居住環境惡劣和長時間等
候公屋家庭的壓力。這些單位除建於短

期空置的政府土地和公共設施外，也會在
私人發展商借出的土地上進行。而政府預
留的建設費用也由早前公佈的 20 億港元，
增加至 50 億港元，體現民、商、官合作。
　　《施政報告》還寫道，政府會繼續推
進為滿足青年人短暫住房需要的青年宿
舍，目前有兩個專案的 1,760 個單位將于
未來兩年落成，另外有五個可提供約 1,600
個單位的專案也在進行中。此外，政府為
協助首次置業人士放寬按揭保險計劃的樓
價上限，申請調高至九成按揭貸款樓價上
限將由現時 400 萬元提升至 800 萬，最高
八成按揭貸款的樓價上限則會由 600 萬元
提升至 1,000 萬元。另外，《施政報告》
提出重推「租者置其屋計劃」，向房委會
建議加快出售現時計劃的屋邨中約四萬
二千個未售出單位。

將回收三類私地
　　在土地供應方面，林鄭月娥提出會運
用《收回土地條例》，收回三類私人土地
作百分百公營房屋及相關設施發展，分別

為具發展潛力但未納入新發展區或其他發
展項目的新界棕地、已規劃但仍未有發展
計劃的私人土地和位於市區的寮屋區私人
土地。目前已知會收回的私人土地約 700
公頃，預計當中 400 公頃在未來 5 年收回。
《施政報告》還提出利用「土地共享先導
計畫」，釋放政府尚未規劃但業權已整合
的私人土地，加快短中期房屋供應 ; 繼續
推動「明日大嶼願景」以及一些近海海岸
的填海造地項目，創造大約 1,200 多公頃
新增土地。

青年憂癥結難解
　　現年 21 歲正修讀銜接課程的李小姐不
太滿意自己現時的住屋環境，她要和妹妹
擠在一個房間，欠缺私人空間。當記者問
她會否考慮青年宿舍時，她表示「青年宿
舍更沒有私隱，而且不是長久居住。」
   大學畢業踏入社會 1 年的鄭先生現時與
家人同住，雖然他對住屋環境感到滿意，

但他以「瘋狂」來形容現時的樓價。鄭先
生認為，放寬按揭上限對未來買樓幫助不
大，「香港樓價最關鍵的問題是土地供應，
放寬按揭長遠來說還是無法解決樓價問
題。」鄭先生指，本次施政報告中政府提
議向未售出的一手住宅徵收額外差餉能暫
時舒緩房屋問題，加快一手住宅推出市場，
但依然不是針對樓價的實質性措施。他提
議政府可以興建更多居屋和綠置居單位來
解決房屋問題，但目前申請居屋入息上限
依然偏低，很多市民都沒有機會受惠。
　　現年 32 歲的吳小姐踏入社會第 14 年，
但她仍然沒法「上車」，目前與丈夫、兒
子及公婆五人同住一間公屋。吳小姐認為，
把工廠大廈改建公屋能舒緩一部分房屋問
題，但同時人口不斷增長，政府需要考慮
能有效解決長遠問題的方案，例如通過限
制私人物業購買數量、增加物業稅、增加
公營房屋並提高入息上限來解決房屋和樓
價問題。

中介：新政或刺激樓價
　　《施政報告》其中一個焦點是放寬按
揭上限，措施落實後可能對樓市帶來衝擊。
美聯物業營業經理林志堅指，《施政報告》
出爐後，有更多年輕人來查詢樓盤或有意
置業，而 600 至 800 萬樓價的交易亦明顯
較以前活躍了大約百分之五。
　　他說，「該項措施有機會令 600 至
800 萬單位有更多人承接，從而增加成交
量及令單位的成交價上升，為銷售市場帶
來正面影響。」他亦補充道，新政會帶動
1,000 萬以內的物業交投，令現今居住在
較細小單位的人士套現，換到較大單位，
刺激「換樓鏈」。

■林志堅認為，新政會推高樓市成交量及
成交價。（由美聯物業提供）

■陸觀勇認為，要衡量公眾利益
是否大於私人利益並不容易。
（黃雪楹攝）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發表 2019 年度施政
報告。（黃雪楹攝）

學
者
：
回
收
土
地
要
平
衡
各
方
利
益

　　 特 首
林 鄭 月 娥
表 示， 為 解
決土地供應不
足的問題，政府會
加快規劃，並引用《收回
土地條例》收回部分新界棕地、
寮屋區等私人土地作發展公營房
屋。香港恒生大學高級講師陸觀
勇博士表示，引用該項條例時，
必須符合兩項原則：第一，必須
有理據支持公共利益大於私人利
益；第二，必須有合適的賠償，
否則會有侵犯私有產權之嫌。陸
觀勇說：「一個資本主義經濟體
系的重要基石是由保護私有產權
開始。」一旦引用此條例，開創
先河，他擔心會有威脅私有產權
的風險，出現政府權力凌駕於私
有產權的狀況。他認為，在收回
私人土地作發展公營房屋用途
時，要衡量公眾利益是否大於私
人利益並不容易，具有爭議性，
政府在推行計劃時應小心平衡各
方利益。

青年憂標本難治

學者
回應



■示威現場人數眾多，如沒有交通工

具，示威者難以疏散。（姚穎霖攝）

版面編輯：姚穎霖　黃悅社 會 SOCIETYP.4 2019 年 10 月

　　 義 載 司 機 和 示 威 者 通 常 以

Telegram 等社交媒體作聯絡工具，示

威者會先在公開群組中找到義載司機

的資料及接載地區，然後再私訊義載司

機商量上車位置及確認車身顏色車牌。

成功上車後，司機和示威者會刪去聊天

記錄以保障雙方私隱。

只為送示威者離開

　　阿曦（化名）是一名二十出頭的示威

者，每次示威遊行他都會駕車外出。每當

示威者與警察發生衝突，阿曦便會打起十二

分精神留意 Telegram 群組是否有示威者急

需離開。阿曦回憶，有好幾次警察開始發射

催淚彈，他便要冒著漫天煙塵跑去取車，接

載有需要的示威者離開。阿曦說：「手足（示

威者）經常被警員截查身分證，又沒有公共交

通工具可以離開現場。如果沒有交通工具，警

察會把示威者困死在一個地點。」由 6 月至今，

港鐵多次停止服務、巴士亦因路面情況臨時改

道、的士及小巴等交通工具則坐地起價，給遊

行後要疏散的示威者帶來很大困難。

　　有示威者表示曾於 10 月 7 日旺角衝突中親

身經歷小巴即時加價，車費從原來的 18 元加到

100 元，令人咋舌。阿曦認為，要讓示威者安全

回家的方法就是義載，這也是他當上「家長車」

的原因。他說，「一缸油的價錢可能已經是我

一天的薪金。但是很多時候小朋友（示威者）

已經沒有交通工具可以回家，所以寧願幫助他

們。」事實上阿曦只是一名學生，只有兼職收

入，他亦見過不少名貴車輛停泊等待送示威者

離開現場。

難忘「辣椒炒蟹」

　　不少愛車一族擔心私家車被弄髒，但阿曦

大方表示，「污糟是其次，安全第一。」但是，

他也有過難忘經歷，回想起來面露難色。他說：

「試過有『小朋友』被辣椒炒蟹（催淚彈）擊中，

身上有大量殘餘物及味道。當時車上開了空調，

殘餘物的味道被空調吸收。那次我凌晨回到停

車場就要取出空調濾器清洗及徹底抹車，因為

味道太濃烈所以十分棘手。」

　　示威者阿 T 在 10 月 1 號港島示威後選擇乘

坐義載車。當時路邊一間商店的老闆娘讓示

威者進店內休息，幫示威者暫存物

資，更親自聯絡義載司機送

阿 T 離開。阿 T 表示：

「 其 實 一 開 始

是有點戒心

的，但看到老闆娘這麼好人，加上得知她早前

也招待了另一群示威者，基於以上原因令我對

她聯絡的義載司機有一定信任。」但阿 T 說，

當時全身都是催淚彈氣味，如果不是義載司

機幫忙，身上刺鼻的氣味很容易引起警方注

意。

　　除了催淚彈，義載司機還要承擔被捕的

風險。記者早在一星期前約定阿曦訪問，

但採訪當天卻無法成功聯絡，直到第二天

早上他才托朋友轉告已被捕。阿曦後來

說，「那天晚上我義載後準備出發去吃

宵夜，下車時遇到一大班軍裝警員，他

們見我身穿黑衣及袋裡有口罩，便以非

法集結及藏有攻擊性武器等罪名拘捕我

48 小時。」最後警方因沒有足夠證據

而釋放阿曦。

今
年 6 月以來，

反修例運動不斷升溫，每次大

型示威衝突後都有大量示威者需要疏散。但示威後地鐵

停止服務，巴士亦只提供有限度服務，住得較近的示威者還能徒步回家，

住得稍遠的就需要有人接走。在反修例運動中，除了前線、物資、文宣組外，示威者又多了

一種新崗位——義載司機，他們主要負責在示威衝突後，用私家車把無法離開現場的示威者送走。

記者：姚穎霖　黃悅

義載司機：只為送示威者回家

　　Telegram 的義載頻道規定義載司
機與示威者不能有金錢交易。但仍有
不少示威者以「跌錢」為由，偷偷留
下金錢答謝司機。阿 Fung（化名）自
6 月以來一直與朋友一起義載，朋友做
司機，阿 Fung 擔任副駕，為司機提供
即時路面消息及指示行車方向。

　　阿 Fung 憶述他曾把示威者送到
安全地點後，年紀輕輕的示威者把身
上僅餘的現金留給他們便跑下車。阿
Fung 當時立即下車，想把錢交回小朋
友手中，「我追上去時小朋友跑得更
快，不知者可能會以為他欠我錢。」
幾番推搪後，阿 Fung 只好對他說：「我

不收現金，只收 Bitcoin，你付得起便
付，付不起就回家吧。」最後示威者
只好收回他的錢。

避免與示威者獨處
　　有本地媒體報導，有義載司機為
認識女孩子而義載。阿 Fung 回應，
「聽到這些說法我感到生氣，但後來
與朋友討論後則認為這些傳聞並不合
理，我們能做到的只有多走幾趟，盡
能力讓所有示威者安全回家。」
　　阿曦直言一開始聽到這些謠言也

很生氣，「我認為這是與我們持相反
立場意見的人士偽造的消息。不論是
司機或仔女（示威者）其實都是很聰
明、很醒目，車手會盡量避免與仔女
單獨相處。」但他說自己無法控制別
人的想法，只能做好自己。
　　家住東涌的 MY（化名）是一名女
示威者，參加完在荃灣舉行的示威後，
因路障堵塞加上所有巴士停駛、地鐵
關閉四十多個站，最後靠 Telegram
聯絡的義載司機回家。她表示自己不
會隨便上車，更不會自己單獨乘坐，
「我不認識那個司機，為了確保自己
安全，知道他的車牌後，會上網檢查
他的車牌是否安全，然後再上車。」

金錢交易屬禁忌



　　夾娃娃生意有分場主或台主。場主是夾娃娃店
的創辦人，負責購買店內全部機台，然後將機台分
拆出租給台主，一般以收取台主租金來維持店舖的
運作。而台主則從場主租借夾娃娃機，自己負責訂
購機台的主題和貨品，維持機台運作。有年青人資
金較少又想創業，嘗試成為一名台主，做小老闆。

台主每月賺五六千
　　現正就讀大學二年級的 Justin 是一名台主，他
數個月前在旺角租借了夾娃娃店的一部機台，變身
為台主。他表示自己有夾娃娃的愛好，喜歡逛夾娃
娃店尋找自己想要的獎品。成為台主後，他發現夾
娃娃機確實可以為他帶來收入，一個月最多可達五
至六千元。
　　Justin 透露任何人都可成為夾娃娃機的台主，
而一部夾娃娃機的市價租金大約為每月港幣 $3,000
至 $11,000 左右。租金多少則視乎地理位置而不同，
以旺角地區的機台租金最為昂貴。他租下的機台因
為大受玩家歡迎，也為他帶來可觀收入。例如玩家
玩一盤夾娃娃遊戲只需 15 秒，5 分鐘內可能已經投
幣多於 10 次，台主短時間內已有超過 $50 收入，
長時間累積令台主賺取更多利潤。

機台獎品要吸引
　　要成為一名成功的台主，開設自己一盤小生
意，關鍵在於娃娃機內的貨源是否特別、能否吸引
顧客投資於娃娃機博取獎品。
　　Justin 表示，「做台主首先要懂夾公仔，知道
玩家對哪些貨有興趣，貴貨一定會多人夾。所謂貴

貨是平日沒有人覺得有價值，但在專業玩家眼中，
可做炒價的貨品。」顧客渴求並不是因為該商品昂
貴，而是因為社會有炒價。以最近流行的動漫角色
「一番賞」模型獎品為例，就是玩家眼中的「貴
貨」。動漫《鬼滅之刃》一番賞 B 賞在網絡上炒價
至港幣 1,600 元，但是貨源只是港幣 300 元左右。
他說，「《鬼滅之刃》角色我妻善逸同炭治郎模型
回購價為港幣 100 元一盒，市場炒價高達港幣 500
元一盒。」
　　Justin 試過擺放模型公仔外，也在不同時期擺
放袋、帽，甚至開架品牌的化妝品。Justin 指，「客
人會為了技術性拆解夾娃娃機玩法而投幣幾百元，
亦有人為了一個價值 70 元的雜誌贈品袋，玩了 480
元都不肯放棄。」玩家渴望的不只是贏得獎品，還
有享受夾娃娃過程中的趣味，甚至在網絡上高價銷
售賺取收益。

機爪設定有講究 
　　台主除了擺放最新貨品外，還要不斷更換機台

玩法和設定去吸引玩家。如何令顧客長期向娃娃機
投幣，另一位台主 Ivan 和 Justin 都說這是一門高深
的學問，「夾娃娃機內的抓要鬆緊適中，令顧客願
意多次投幣去冒險贏得獎品，若太容易嬴得獎品，
台主就會虧損。」
　　Ivan 指，第一個禮拜經營娃娃機時，他為了觀
察和收集玩家的情況，在店內逗留的時間多於在家
裡和學校的兩倍，「玩家永遠幻想自己可以輕易贏
得獎品，如果輸，也只會認為是自己運氣或技術不
夠。」

貨源低成本高品質
　　為節約成本，台主還需要考慮貨源問題，這是
一大難題。台主一般要貨比三家，在門市或網上搜
購大量公仔和模型。Ivan 也是大學生，在大埔廣
福道租借夾娃娃機一個多月，平日經常外出格價，
找平價貨源。Ivan 指，「大部份貨到網絡上買，
因為實體店租金昂貴，貨品價格都相對都會比較
貴。」

著重網上宣傳
　　台主會在 Instagram 和 Facebook 社交平台上
設立宣傳帳號，例如發佈各種夾娃娃機的資訊，申
請成為台主、新台主入駐、貨品更新和商鋪優惠等。
Ivan 指，「推出的優惠大多數為限時優惠，只有一
直追蹤我的社交帳號的玩家才會知道相關優惠，並
且即時以最實惠的價錢夾娃娃。」相較其他的宣傳
方式，網上宣傳成本低，但成效較高。
　　台主還在社交平台分享玩家的成功經歷，藉此
吸引更多人到店舖嘗試。Justin 將專業玩家的分享
和經歷轉發到自己店鋪的賬號上，為娃娃機立下口
碑。另外，台主也會根據玩家的網上回應來決定下
次補貨的種類和款式，希望以更為獨特的貨品來吸
引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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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但看到老闆娘這麼好人，加上得知她早前

也招待了另一群示威者，基於以上原因令我對

她聯絡的義載司機有一定信任。」但阿 T 說，

當時全身都是催淚彈氣味，如果不是義載司

機幫忙，身上刺鼻的氣味很容易引起警方注

意。

　　除了催淚彈，義載司機還要承擔被捕的

風險。記者早在一星期前約定阿曦訪問，

但採訪當天卻無法成功聯絡，直到第二天

早上他才托朋友轉告已被捕。阿曦後來

說，「那天晚上我義載後準備出發去吃

宵夜，下車時遇到一大班軍裝警員，他

們見我身穿黑衣及袋裡有口罩，便以非

法集結及藏有攻擊性武器等罪名拘捕我

48 小時。」最後警方因沒有足夠證據

而釋放阿曦。
記者：梁詠旋　溫凱嵐　吳家琪

■香港某大型娃娃機專門店
經常招募台主。（梁詠旋攝）

■有玩家成功夾出炒價高出
進貨價 5 倍的《鬼滅之刃》
角色我妻善逸同炭治郎模
型。（溫凱嵐攝）

■玩家消費迅速，每月會花費約500元在夾娃娃機。
（溫凱嵐攝）

■娃娃星球提供不同機位供台主租借。（溫凱嵐攝）

成本兩三萬
出一桶金

假如你有一個五元硬幣在手，會如何使用呢？選擇儲起
來，積少成多？還是會買零食換？有人就寧願用五元

去夾娃娃機，「賭」一個贏獎品的機會。香港最近掀起一陣
夾娃娃熱潮，夾娃娃店開得成行成市，24 小時營業，方便
玩家玩樂。香港的夾娃娃機以台式三爪機為主，玩家只需投
入一個五元硬幣便可以玩一局。但你有沒有想過變身成為台
主，成本只需二至三萬元，便有機會賺一筆小錢。



恒大傳播學院參與2019山西暑期實習計劃
2019 年 6 月，香港恒生大學傳播學院師生等一行 14 人，參加了由香港智

道跆拳總會主辦、為期 36 日的「2019 山西暑期實習計劃」，以香港年輕
人的視覺拍攝有關山西風土人情的影片，推廣山西旅遊文化。6 月 15 日，主
辦單位在香港生產力促進局舉行了實習團啟動儀式。主禮嘉賓有山西省共青團
省委副書記、山西省青年聯合會副主席周鵬先生，全國政協委員、中華全國青
年聯合會常委吳傑莊博士，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青年工
作部處長郝銀星博士，香港恒生大學協理副校長及傳播學院院長曹虹教授，山
西省青年聯合會副秘書長楊志剛先生，全國十大傑出主播李毅杰女士及香港商
報總經理辦公室行政總監張力虹女士等。

學習交流得著多
　　為了讓同學對影片拍攝及製作有初步了
解，大會在實習團出發前特別安排了「電影產
製面面觀」講座，邀請資深傳媒人分享拍攝經
驗。
　　到達山西後，實習團先後拜訪了山西大
學、山西傳媒學院及山西電視台，與當地學生
及新聞從業員深入交流。特別是拜訪山西電視
台時，實習團參觀了攝影棚、新聞報導控制
室、電台直播室，以及電視劇集拍攝場地和流
程，加深了對電視台運作認識。

一個月完成五組拍攝
　　實習團的主要活動是拍攝、製作山西文化
影片，團員師生克服了環境、飲食、天氣和工
作困難，在短短一個月時間內，圓滿地完成了
五組影片的拍攝工作。楊同學說：「其實各組
事前已做好資料搜集工作，不過到現場發現實
際環境與計劃還是有差距，拍攝計劃和進度也
要不斷調整，整個實習過程充滿挑戰！」
　　9 月 21 日，主辦單位在北角新光戲院舉
行成果分享會暨閉幕禮，出席嘉賓有香港民政
事務局青年發展委員會委員竇一龍先生、粵港
澳晉商產業促進會會長游錦榮先生、香港恒生
大學傳播學院院長曹虹教授、粵港澳晉商產業
促進會會員、學生、家長及記者等。

　　分享會播放了《頻率》、《歸來》、《夠
鐘晉食》、《揭開山西的麵紗》及《山西行記》
五部作品，團員除獲頒發參與証書外，亦在台
上分享難忘的回憶和感受，山西暑期實習計劃
在一片歡呼聲中完滿結束。

■傳播學院院長曹虹教授與一眾實習師生和嘉賓合照。（羅釗賢攝）

記者：吳宛蓉　陳卓詩

■《山西行記》節目劇照。（吳宛蓉攝）

■同學在街道拍照留念。（吳宛蓉攝）

■

實
習
團
師
生
在
晉
祠
前
合
影
。
（
由
戴
振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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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

嚐不盡的麵食
　　麵食是山西人的日常主食，據了解，山
西的麵食多達 108 種。山西人通常根據不同
的麵料和做法，配合不同的吃法，例如莜面
栲栳栳是用麵團捲成圓柱形薄片，蒸煮後再
澆入滷汁；也有干煸栲栳栳，把麵食油炸，
再撒上辣椒粉和孜然粉，口感酥脆美味。
　　山西最有名的要數刀削麵，廚師通常會
現叫現做，先把一個大麵團捧在手上，手拿
利刀快速有力地向滾熱的湯鍋削出麵條。刀
削麵口感黏韌有嚼勁，吃法也五花八門，有
淋澆汁的、有放湯的、也有炒的，味道口感
各有特色。
　　另外，有些麵食的名稱也相當可愛，例
如擦蝌蚪和貓耳朵。不要誤會，這些麵食只
是因為做出來的外形像蝌蚪和貓咪耳朵而得
名，所以大家千萬不要打電話去愛護動物協
會投訴。

陳醋口味香醇
　　山西人喜歡在食物裏加陳醋調味，甚至

直接飲用。山西的老陳醋以色、香、醇、濃、
酸而聞名，而且儲存時間越久，味道越香濃。
　　為了確保山西老陳醋的招牌，山西人自
己訂立了產品標準，不用標注保質期，只要
酸度達到 6 度才能稱得上為山西老陳醋。很
多山西菜都跟醋有關係，其中一個口味特別
的菜叫香醋雞蛋，炒雞蛋時以陳醋為主要調
味。大廚在陳醋中加入一點紹酒，還有其他
調味料經過大火翻炒，把醋的香醇融入了雞
蛋中，讓人回味無窮，齒頰留香。      

晉人有商業基因
　　提到山西，不少人會想到煤碳業的大老
闆，其實早在明、清兩代，山西一帶的商業
已經很蓬勃。山西簡稱「晉」，山西商人被
稱為「晉商」。平遙古城有一條「明清一條
街」，是當時最繁盛的街道，中國第一代金
融體系「日昇昌票號」就源於此地。當時的
票號相當於現代銀行，可以存款匯兌，更有
獨特的銀票可讓商户到其他地方兌現，國內
國外都有分行，方便銀両流通。

山西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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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之夏甚難忘——實習團員拍攝手記
　　來山西前，我對山西的印象只有刀削麵，
其他的就一竅不通。但決定要製作這個節目以
後，我開始慢慢了解山西的飲食文化。
　　到平遙古城後，發現每一家店都在賣 108
種小吃，才知道原來山西的飲食文化真是多姿
多彩。因此，我們決定拍一部叫《揭開山西的
神秘麵紗》的飲食節目，希望通過香港人品嚐
山西各種不同的麵食，從而了解山西幾千年之
麵食文化。
　　在拍攝過程中，我們學到最多的就是如何
做好協調工作及危機處理，當中也學到不少
跟店家溝通的技巧。比如一開始考察場地的時
候，我們以為已經固定好拍攝位置，但到正式
拍攝時，卻發現跟想像的不一樣。所以，我們
必須學會隨機應變，比如擺放攝像機的位置要
馬上變動，跟組員趕快溝通好收音擺位，幸好
最後還是能成功地完成拍攝。

　　我拍攝剪接的經驗不足，因此要感謝很多
人，沒有他們的鼓勵和幫助，我不可能有作品
展出。
　　《頻率》這一個作品原本只是覺得好玩，
我打算跟室友閒暇時收集一下城市的聲音。沒
想到某次說起這個靈感，負責人劉先生很感興
趣，並鼓勵我們去實現這個想法，拍成短片。
　　拍攝期間，我與室友對呈現視覺和聽覺有
過分岐、爭執，還碰到技術上的瓶頸。甚至深
夜要不斷找靈感、寫文稿、反覆錄音、看影片
學特效等，有時為了幾秒效果花上幾小時。過
程中不斷後悔和懊惱當初的決定，為自己增添
麻煩，身心疲累。
　　回到香港的晚上，也是披星戴月地渡過，
幸好最後咬緊牙關完成作品，總算沒有白費心
機。

　　《頻率》的構思來自我們對遊人的觀察。
我們覺得遊人到一個城市旅行，往往只關注眼
睛可以看到的故事，卻忽略了聽覺這個感官。
我們想，聲音背後其實也訴說著不同的故事。
所以在拍攝的初期，便決定抱住錄音機在街頭
轉悠。我們聽見許多平日被忽略的聲音，有嬰
兒的腳步聲、小販吆喝的聲音、穿過長長走廊
的回聲，乃至我們的呼吸聲和腳步聲。
　　值得一提的是，我們倆走在街頭哼唱山西
民謠，希望作為其中一條放在影片背後的聲
軌。這個突發其想的構思最後竟成為影片的一
部份，真是處處有驚喜。我們還試過拿着錄音
機，想錄下陳醋店內一個流水設計裝飾的聲
音，又不好意思開口向老闆解釋。幾番掙扎
後，還是自作主張地蹲在別人的店舖前，裝作
若無其事地把聲音錄下來，說起來還是很有趣
的回憶。
　　如我們影片所說，種種聲音的交匯能變成
一段故事。無論頻率高與低，我們都希望作為
觀眾的你，能夠清楚聽見。假如你願意，不妨

閉上眼睛，用耳朵聆聽這個古城、了解這座古
城。

　　還記得當天被委以重任擔當微電影的監
製，熱愛戲劇製作的我就一直想拍一部劇情
片。但問題就來了，如果我在山西拍一個只有
香港人的故事，相信誰都不會有興趣觀看。但
如果我拍一個既有山西人又有香港人的故事，
那如何才能在毫無資源的情況下請一位實習團
以外的山西人加入劇組呢？
　　反覆思考後還是決定加入山西人角色，並
在出發前多次跟主辦方溝通，希望能在當地大
學招募演員、安排試鏡等，可惜最後還是因為
種種原因未能如願。於是我們把心一橫，決定
即場在山西傳媒學院的拜訪活動中邀請同學演
出。真的皇天不負有心人，上天最後還是賜給
我們一位不問回報、青春可人的女同學友情出
演。其實，在這 36 天的實習行程中，難忘的
經歷不勝枚舉。容許我在此感謝鄭雪愛老師在
整個山西實習活動中，一直給予我們很多心靈

上的支持與鼓勵；感謝平遙古城背包客餐廳的
場地支持及劇組的幾位好拍擋：思衡、濬彥及
進禧，沒有您們，就沒有《歸來》的誕生 !

　　《山西行記》是講述三個香港女孩在平遙
古城遊覽的一天。我們希望透過三位不同個性
的女孩之間產生的化學作用，讓這個介紹山西
歷史文化的旅遊節目變得更生動有趣。為了濃
縮平遙的行程，節目集中介紹了古城裡最有特
色的必到景點，像是「日昇昌票號」、「同興
公鏢局」、「縣衙」等。
　　除了這些比較古老有歷史意義的景點外、
我們也介紹了新派且具人文藝術氣息的地方，
像電影宮裡不同的展覽和國際盛事、氣派十足
的舞台劇《又見平遙》和城裡的文青咖啡店和
音樂酒吧等。希望透過我們的《山西行記》節
目，能讓觀眾看到平遙古城的新和舊，一方面
了解古城悠久的歷史，另一方面感受古城裡的
時髦。

　　這是我第一次擔任節目監製，所以從節目
策劃到拍攝過程至今還歷歷在目。
　　還記得，為了讓節目看起來更專業，我提
出要找一個郊外的地方作為拍攝場地。後來很
幸運得到美寶山莊的支持，讓我們順利完成拍
攝。
　　當天天氣很好，我們到達原定地點就開始
準備拍攝。但當我們真正拍攝時，才發現收音
不理想，後來被迫臨時更換地點。雖然耽誤了
一點時間，但總算拍攝順利。無論如何，這是
一次很好的體驗，讓我知道下次如果要進行拍
攝，準備工作要做得更全面、更充足。這次外
景拍攝雖有很多臨時改動，但也讓我們得到一
次製作節目的寶貴經驗，真是值得。■《歸來劇》組合照。（由受訪者提供）

■《夠鐘晉食》節目劇照。（吳宛蓉攝）

■同學正在準備拍攝。（吳宛蓉攝）

■《頻率》節目劇照。（吳宛蓉攝）

■平遙古城城樓。
（吳宛蓉攝）

《揭開山西的神秘麵紗》
　撰文／陳康婷

飲食
節目

《夠鐘晉食》
　撰文／李芷淇

飲食
節目

《頻率》
　撰文／陳卓詩

個人
作品

《歸來》
　撰文／楊浚謙

微
電影 《山西行記》

　撰文／陳芷婷

旅遊
節目

《頻率》
　撰文／吳宛蓉

個人作品
監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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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體彩繪風情萬種

獨特暗黑風
　　「我主力是畫一些恐怖和 3D 圖案，但整體的人體彩繪
都是十分多元化的。」Jay 說，「我喜歡留意怪獸、外星人
等一些非人類的事，我會覺得它們是我未知的事，對我來說
很有創意。」在 Jay 的畫室中，每個角落都擺滿不同的鬼怪
面譜、恐怖道具，比起普通的化妝學校多了一份神祕感。他
說，「我覺得是很冒險呀，但這就是我想過的生活，是由我
自己決定要走的路，到最後即使餓死亦是我自己的決定。不
過餓不死的話，我會覺得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
　　其實，Jay 在多年前已和
海洋公園合作，參與一年一度
萬聖節活動的化妝工作。他
說，「 這 份 工 作 最 大 的 挑 戰
是，我要想如何透過妝效做一
些真實效果，不用任何外置物
就可以嚇倒人。我每日化完妝
都會去鬼屋看看，究竟演員可
不可以嚇哭小朋友。印象無需
深刻，只要有一秒可以讓看
到的人稍微離開社會複雜的
現實，令人放下當刻的包袱就
好。」
　　Jay 的畫筆下是整體的妝
效和打扮設計，每一個小細節
都是他精心安排的傑作。在他
的作品中，一張如來佛祖的相片最引人注目。那張相片的模
特兒被畫上慈祥的面孔，但手中竟拿著一個啤酒瓶。他說：
「我喜歡做這些事情，對於整個形象我都會安排好，希望可
以帶出強烈的反差。佛祖原本是慈祥的人，我就放啤酒和槍，
我要他們有反派的感覺，要有很大反差。」
　　與一般化妝不同，人體彩繪更講究化妝師對於光暗的處
理，在細節的描繪上需要投放更多心機，而這亦是 Jay 的課
堂能夠吸引專業化妝師的原因。他介紹，「每個 3D 設計都
是按模特兒的骨位去畫，如果偏離就會令妝容很奇怪。我們
要記住一些骨骼和肌肉圖，再結合化妝，在使用胭脂時都較
準確。」

無框架創作
　　雖然 Jay 畫出的妝效比一般化妝更複雜，但他一
般不起草稿，反而是靠腦海想像出來的圖案作畫。他
說：「我會想，如果有一份確實的草稿，一般人會按
章工作，但萬一成品和草稿有出入，就會讓人有『做
不到自己想要的效果』的感覺。」但更深層的是，Jay
會按照模特兒的面貌作出適當的調整，例如臉小的模
特兒，他會選擇減少一些細節，除非工作要求做到
一模一樣，Jay 才會起稿，否則每次的圖案未必相

同。

忍耐的藝術
　　Jay 出外工作時，都會在
網上召募化妝師和模特兒，有
趣的是他們通常第一次見面便
合作無間。「不是所有人都可
以接受長時間的化妝工序，承
受不了的話後果會蠻嚴重，畫
到一半中途離場的話，我會心
碎。」原來每次工作時間都超
過十個小時，但全程 Jay 會很
認真，偶然跟拍檔聊上幾句。
創作時，他會不時調整和修
飾，一點點地把作品畫得更加
細膩。他表示一個小位置可能

隱藏着很多細節，一條血管、皮膚和細紋都可能畫進去。「我
的靈感大多來自日常生活的觀察，有時候你以為我在發呆，
其實我在觀察物件的光影和陰影」，他笑言想讓自己的作品
更加逼真，就必須花費更多耐心去研究和嘗試。
   Jay 直言，身邊沒有人理解他的選擇，親友們都認為腳踏
實地找一份工作、每個月有穩定的收入才是最好。他說，「就
只有我母親比較支持」，「是因為她覺得我除了做藝術，就
不知可以做些甚麼了。」可是他說這話時還是帶着自豪。他
亦概嘆香港各個領域都有很多強人，不過社會對這些「追夢
者」的支援並不足夠，很多人要節衣縮食，省下錢去做自己
喜歡的事，就看你能不能堅持下去。

小
知識

一說起人體彩繪，大家可能會想到各種美倫美奐的圖案，但從事人體
彩繪近十年的 Jay Tang 就選擇反主流而行，向暗黑風格發展，在

模特兒精緻的臉上、手上、身上，畫出目無表情的機械人、逐漸木化的
人偶和代表死亡的骷顱頭。在香港發展藝術，本來就是飯碗難保的行業，
要在當中專注發展較冷門的暗黑風，絕對是一件瘋狂的事。

記者：吳苑蓉　蔡金伶

專訪人體彩繪師 Jay Tang

■人體彩繪師 Jay Tang 堅
持暗黑風格。（吳宛蓉攝）

■ 印 度 彩 繪 HENNA
示例。（陳曉彤攝）

 人體彩繪除了萬聖節、電影特效化妝等充滿恐怖元
素的方向，其實也有跟時尚業合作的風格。例如香港有
彩繪師受邀參加全美模特兒大賽化妝，技術備受國際認
可。另外，香港彩繪師也有跟新娘合作畫 3D 珠寶項鏠，
展現婚禮藝術作品。在墨西哥的亡靈節中，民眾會在臉

上畫上骷髏頭妝容去
慶祝。在印度，也有
一種彩繪叫 HENNA，
是印度女性在結婚時
的重要裝飾之一，有
着祈求幸福的美好祝
願。而中國京劇各式
各樣的面譜也是一種
人體彩繪，不同顏色
和紋理代表該角色的
性格特質。

■ Jay 的作品之一。
（由受訪者提供）

■ Jay 正為模特兒畫木偶手臂。（吳宛蓉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