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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我們

  

在忙碌的現今社會，不少⼈在⼯作期間已為往後的退休⽣活繪畫藍圖，希望能享受閑暇的⽣活；然⽽，

有些⼈則孜孜不倦，希望能夠⼀盡⼰⼒，為社會服務。梁永泰博⼠正是當中的佼佼者。適逢梁博⼠奪得

第三⼗屆香港印製⼤獎傑出成就⼤獎(出版界)殊榮，本會特意前往訪問，請梁博⼠分享從事影⾳出版45

年的⼼得，以及他堅持推動的青年教育⼯作。

⽂‧郭曉君 圖‧梁永泰博⼠

從事青年出版四⼗五年，培養編輯⼈才

對於得到是次傑出成就⼤獎，梁永泰博⼠分享道，⾃⼰只是投入青年⼯作，在政府機構、⼤學從事教育

⼯作、領袖訓練，同時涉獵出版影⾳等⼯作，希望在思想上幫助他們；他把榮譽歸功於服務了四⼗五年

的突破機構，謙稱⾃⼰只是當中的代表。

同時，梁博⼠認為這是對於機構的⼀個肯定，並為此感到開⼼。⾃《突破雜誌》創刊開始，突破機構以

青年出版為其中⼀個主要⼯作，他亦藉此向我們分享創作的緣由。他回憶道，當年⾃⼰在中學任教，發

現中學⽣深受電視、雜誌等媒介影響；⽽教師⼯作的廣泛性遠不及媒體傳播，接觸的青少年也有限，於

是聯同蘇恩佩、⾺鴻昌與蔡元雲等⼈，創立《突破雜誌》。梁博⼠笑指因為⾃⼰初入⾏時缺乏指導，難

免感到困難；進⾏編輯訓練正是因為明⽩箇中難處，希望幫助有遭遇同樣難題的年青編輯。同時，他積

極進修，修讀電影、倫理、傳播、影⾳媒體等課程，希望透過青年出版⼯作，啟發年青⼈培養良好的⼈

⽣⽅向與價值觀；⾃⼰則負責進⾏編輯訓練、策劃及出書。

傑出成就⼤獎 – 梁永泰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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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訪問及活動報導

2014年，梁永泰博⼠撰《黐線
以外》，討論⽂化傳承、媒體

與溝通等資訊素養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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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青年所思」的六⼤出版理念

《突破雜誌》出刊後得到熱烈的迴響，⾼峰時期發⾏量更⾼達48,000本，成為當時香港的三⼤雜誌之

⼀。梁博⼠認為雜誌的成功離不開社會氛圍與刊物風格上的創新。他回憶道，創刊時正值社會動盪之

時，⾯對⼈⼼惶惶、青年⼈苦惱不堪的時期，⾃⼰剛好看到《教⽗》(The Godfather)這齣電影。他深

深感受到電影的魅⼒與帶給觀眾的震撼；⾃此，他把電影語⾔放到⽂字出版之中：訂下鮮明的主題、寫

出青少年關⼼的議題、進⾏深入的調查與訪問，配合講究的圖片與排版，創造了⼀期⼜⼀期植根青少年

⼼靈的讀物。

談起突破機構的出版⼯作，梁博⼠分享了⾃⼰⼼中的「六⼤出版理念」。⾸先，要界定內容⽅向。他列

舉了教育以知識為本；社⼯以問題為本；商業以經濟為本的例⼦，強調青年雜誌應以青年的內⼼世界為

本，包括他們所關⼼與感到掙扎的議題，以及他們的想望和展望。所以，機構內所有的影⾳出版均以青

年為中⼼，以回應他們的需求。其次，由於創刊之時，坊間不少雜誌以翻譯國外讀物為本；梁博⼠強調

了地⼟性的重要，認為內容應以香港實際處境出發，配合中國的⺠族思想、亞洲的視野，⾄為重要。第

三，他嘗試站在青年的立場思考他們的焦慮，了解他們的關注點—既不是過去，亦不是當下，⽽是未

來。梁博⼠以「將來」為出發點，訪問MIT Media LAB及東、⻄德等地，並走遍世界博覽館，將吸收到

的養分與⽂化衝擊開創突破青年村，進⾏⼀系列出版媒介教育、通識教育等青年項⽬，透過不同教育培

養未來的青年領袖。

第四，運⽤開放式、對話式的編採⼿法，給予青年演繹的⾃由。梁博⼠以電影、照片為例，指出這些開

放式的作品往往能給予青年想像與發揮的空間，⽽非指導式⽂字表述。時⾄今天，《突破書誌》

(Breakazine!)仍有許多青少年的訪問，能夠給予他們對話的機會；同時扮演導師的⾓⾊，透過出版影⾳

⼯作，開啟不同⽂化、途徑的窗⼾，讓青少年⾃由起⾶，實現⾃我。第五，為具創意的表述⽅法。他認

為，講故事的⽅法很多，突破團隊不斷尋求不同的表述⽅式，避免依書直說，實現不同的敍述⼿法

(Narrative Form)。最後，報導與疏理社會的趨勢，⽽非報導單⼀時事。梁博⼠解釋道，每宗新聞都反

映著當下的社會、思想⽂化；有別於新聞，從事雜誌與書籍的⼯作正是要尋找這些背後的趨勢，深入地

了解與報導這⽂化背後青年如何看待⾃⼰⽣活的地⼟與社會。

梁永泰博⼠在突破機構40周年感恩崇拜上
主講

左上起：《突破少年》創刊號、《突破雜誌》創

刊號與《突破時刻》廣播節⽬

(10) 求職招聘

http://gaahk.org.hk/category/recruitment


《突破雜誌》以當時青年關⼼的議

題為主題

2011年，《突破書誌》(Breakazine!)創刊。

在突破機構擔任總幹事期間於

辦公室留影



開辦恩光書院，建立城市校園

後來，梁博⼠從突破機構的總幹事⼀職退任，本想好好享受閒適的退休⼈⽣。不料，香港當時⾯臨⾦融

危機，他看到許多被譽為天⼦驕⼦、選修經濟相關的年青⼈徬徨無助，便毅然放棄退休計劃，積極籌辦

恩光書院。

從梁博⼠神態⾃若地分享辦學經過，難免讓⼈以為過程⼀切順利。他聽罷不禁⼤笑，繼續以樂觀的⼝吻

回應筆者：「其實辦學的每⼀步都很困難，我要花上許多時間思考、尋求意⾒，亦要進⾏⼤量閱讀作參

考之⽤。只是，做每件事都要先踏出第⼀步，⽅能繼續下去。」他分享道，前廣播處長張敏儀有⼀次於

電台節⽬中談及曾經被國外的通訊科技要員嘲笑，作為公營電台，居然沒有⼀個專屬的電視頻道。張敏

儀對此卻表現出不以為然的態度，令梁博⼠回想突破機構成立時只有幾個成員的⽇⼦，這令他在往後的

⽇⼦即使困難重重，也能滿有信⼼重新踏上教學的道路。

談到辦學過程，梁博⼠積極樂觀的性格表露無遺。在香港辦學並不容易，要建立⾼等學府，更是難上加

難。在尋找到三個家庭的經濟⽀持之後，他⼜要為學院的選址張羅。其實那時候，龍圃花園的後⼈曾希

望梁博⼠利⽤這園地辦學，思量過後，他決定於市區辦學，並與龍圃負責⼈合作，定期舉辦「價値教育

在龍圃」體驗計劃。他笑⾔，恩光書院難以負擔如此龐⼤的歷史建築的管理⼯作，把校園設在熱鬧的市

區，除了有別⼤專院校⾃成⼀⾓的風氣外，更能推廣「城市校園」的意念，⿎勵學⽣走出去，體驗社

會，認識社區。

除此之外，梁博⼠笑指正好遇上⼤灣區的機遇，能夠吸納更多不同地區的青年學⽣，透過信仰與科學結

合的課程編排，讓更多新⼀代對地球村有更深入的認識。收⽣無疑是當下舉辦⾃資課程的⼤專院校共同

⾯對的⼀⼤難題，梁博⼠卻滿有信⼼，認為香港地⽅雖⼩，國際視野卻很⾼；現時課程除了信仰議題

外，更與學科有深層對話，切合社會情況，國外師資優良的學府⾃然願意合作，亦能吸引學⽣報讀。

梁永泰博⼠與突破國際華⼈青年領袖營組長合

影

《突破書誌》(Breakazine!)創刊時編輯及⼀眾
青年義⼯合影

突破機構與商界合作的青少年創路活動

梁永泰博⼠在恩光書院錄像圖書館接受本會名

譽主席吳競輝訪問



媒體不再只是盛載資訊的⼯具，更是知識與教育的載體

雖然梁博⼠⽬前的⼯作重⼼已經轉移⾄教學之上，但教學與影⾳出版可謂唇⿒相依，難以分割。訪問當

天，他⼿執⼀本剛剛出版的研討會論⽂合集與我們分享。今年1⽉，恩光書院曾舉⾏⼀場為期三天的國

際研討會，他邀請了四⼗位來⾃世界各地的學者，分享⼆⼗五篇論⽂；最近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集合這些論⽂並出版成書，教他⼗分驚喜。⾯對⽂化環境不斷變更，梁博⼠深信語⾔的⼒

量，媒體不再只是盛載資訊的⼯具，更是知識與教育的載體。

對於未來出版與印刷⾏業的發展，梁博⼠腦海裡依然勾勒了具體的藍圖。印刷⾏業⾯對電⼦媒體的衝

擊，梁博⼠認為「精煉」是唯⼀的發展⽅向：世界資源減少的同時，印刷質量成了廠家能否⽣存的衡量

標準。出版⾏業亦如是，如果讀物缺乏質量，難以帶動讀者吸納新思維、培養正向的價值觀。梁博⼠反

思到舊有的出版⽅式應該予以改變，以啟發性入⼿，包括資訊性、透視性、整合性、互動性與參與性的

元素，⽅能適應新的媒體轉變，實現⽂化傳播的功能。他以簡易的跳舞鞋例⼦為是次訪問劃上句號：

「優質的出版並不是只出版⼩部分⼈才能看的讀物，⽽是當⼤眾想查閱有關跳舞鞋的書籍，都會想起這

本書。」

 

總結⾃⼰的事業⽣涯，梁博⼠認為⾃⼰在⼈⽣前半場致⼒推廣普及⽂化，希望透過⽂字的救贖⼒量與影

⾳的感染⼒，以⽣命影響⽣命，讓年青⼀輩不再在⽣活與社會上感到迷茫；並希望他們能夠從⽂字影⾳

中得到啟發，建立正向⼈⽣觀。

恩光書院與美國⼤學合作提供碩⼠課程，圖為

本地教授及同⼯。

梁永泰博⼠與參與研討會的學者對於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把研討會論⽂
集合成書均感到⼗分雀躍

《哪個孩⼦不出⾊》既是梁永泰博⼠的著作，

亦是他從事青年⼯作的秉持的價值觀。

《哪個孩⼦不出⾊》既是梁永

泰博⼠的著作，亦是他從事青

年⼯作的秉持的價值觀。



輸入電郵地址 訂閱通訊

印藝電⼦通訊

立即訂閱印藝電⼦通訊，收取有關⾏業動態、印藝活動、獨家會員優惠...等等最新消息。

上⼀篇 下⼀篇

⽽在⽣命的下半場，梁博⼠放棄了退休後弄孫為樂的安逸⽣活，走進⾼等教育的領地，希望以信仰影響

更多⼈，幫助在⾼等學歷下、在物質社會的⾼壓下，深感痛苦的莘莘學⼦。他始終相信，要多嘗試，不

怕失敗，才會有機會。所以，他才會⼀次⼜⼀次打開不同的窗⼝，希望循不同途徑接觸青年⼈，陪伴他

們⼀同成長。

誠如梁博⼠於剛過去的香港印製⼤獎頒獎典禮中親⾃製作的短片所⾔，「折翼孩⼦能⾶」。在他的世界

裡，並沒有優劣的青年之分，每個⼈都有成為青年領袖的可能。梁博⼠將在⼈⽣的後半場繼續為社會正

向價值⽂化、為年輕⼀代作出貢獻。

第三⼗屆香港印製⼤獎頒獎典禮 Epson推出全新⿊⽩EcoTank系列打印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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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設計師踏上廣告導演之路 專訪香

港著名廣告導演黃聖聰

2018-06-26

新會員介紹：奇蹟創藝有限公司

2018-01-08

第「綠」感 — 環保創

享會暨啟動

2019-11-

電話： 2856 9760

傳真： 2856 9765

電郵： gaahk@gaahk.org.hk

微信公眾號：gaahk1983

Facebook： gaahk.org.hk

地址：

香港柴灣新業街11號森龍⼯業⼤廈2字樓A

座

2A Sum Lung Industrial Bldg., 

11 Sun Yip Street,

Chaiwan, Hong Kong

辦公時間：

星期⼀⾄五： 09�00 - 12�30; 13�30 -

17�30

星期六、⽇及公眾假期：休息

相關⽂章

http://gaahk.org.hk/%e7%ac%ac%e4%b8%89%e5%8d%81%e5%b1%86%e9%a6%99%e6%b8%af%e5%8d%b0%e8%a3%bd%e5%a4%a7%e7%8d%8e%e9%a0%92%e7%8d%8e%e5%85%b8%e7%a6%ae
http://gaahk.org.hk/epson%e6%8e%a8%e5%87%ba%e5%85%a8%e6%96%b0%e9%bb%91%e7%99%bdecotank%e7%b3%bb%e5%88%97%e6%89%93%e5%8d%b0%e6%a9%9f
http://gaahk.org.hk/%e7%94%b1%e8%a8%ad%e8%a8%88%e5%b8%ab%e8%b8%8f%e4%b8%8a%e5%bb%a3%e5%91%8a%e5%b0%8e%e6%bc%94%e4%b9%8b%e8%b7%af-%e5%b0%88%e8%a8%aa%e9%a6%99%e6%b8%af%e8%91%97%e5%90%8d%e5%bb%a3%e5%91%8a%e5%b0%8e
http://gaahk.org.hk/%e7%94%b1%e8%a8%ad%e8%a8%88%e5%b8%ab%e8%b8%8f%e4%b8%8a%e5%bb%a3%e5%91%8a%e5%b0%8e%e6%bc%94%e4%b9%8b%e8%b7%af-%e5%b0%88%e8%a8%aa%e9%a6%99%e6%b8%af%e8%91%97%e5%90%8d%e5%bb%a3%e5%91%8a%e5%b0%8e
http://gaahk.org.hk/%e6%96%b0%e6%9c%83%e5%93%a1%e4%bb%8b%e7%b4%b9%ef%bc%9a%e5%a5%87%e8%b9%9f%e5%89%b5%e8%97%9d%e6%9c%89%e9%99%90%e5%85%ac%e5%8f%b8
http://gaahk.org.hk/%e6%96%b0%e6%9c%83%e5%93%a1%e4%bb%8b%e7%b4%b9%ef%bc%9a%e5%a5%87%e8%b9%9f%e5%89%b5%e8%97%9d%e6%9c%89%e9%99%90%e5%85%ac%e5%8f%b8
http://gaahk.org.hk/%e7%ac%ac%e3%80%8c%e7%b6%a0%e3%80%8d%e6%84%9f-%e7%92%b0%e4%bf%9d%e5%89%b5%e6%84%8f%e8%a8%ad%e8%a8%88%e6%af%94%e8%b3%bd%e5%88%86%e4%ba%ab%e6%9c%83%e6%9a%a8%e5%95%9f%e5%8b%95%e7%a6%ae
http://gaahk.org.hk/%e7%ac%ac%e3%80%8c%e7%b6%a0%e3%80%8d%e6%84%9f-%e7%92%b0%e4%bf%9d%e5%89%b5%e6%84%8f%e8%a8%ad%e8%a8%88%e6%af%94%e8%b3%bd%e5%88%86%e4%ba%ab%e6%9c%83%e6%9a%a8%e5%95%9f%e5%8b%95%e7%a6%a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