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報財經月刊》印刷版

一年12期

HK$

專家精研 高瞻遠矚

400

原價 HK$540

以大中華和國際經濟、政治、財經、金融、
貿易報道及分析為主，兼有各類教育如英語
學習、文化藝術文章、文化訪談、書評、
遊記、科技及醫學等。

專業陣容
作者：來自世界各地、各行各業的權威專家及學者
學術顧問：丁望、丁學良、王于漸、王賡武、白先勇、
李歐梵、金耀基、吳敬璉、林毅夫、周文耀、翁松燃、
陳弘毅、陳坤耀、范鴻齡、程介明、鄒至莊、饒戈平、
饒餘慶等大師級學者

推薦內容：
圖解世界

科技前沿

圖解世界 |

科技前沿 杜思平 資深傳媒人

下一波人造肉：海鮮
Good Catch

Avant Meats

雀巢

Good Catch 是 美
國超市冷凍區可
見度最高的素魚品
牌，以豌豆、鷹嘴
豆、扁豆、黃豆、蠶
豆、海軍豆所形成
的「６豆蛋白」，提
供 炸 魚 條、炸 蟹
球、炸魚排等冷凍
食品。

Ocean Hugger

這家香港初創主
打「培植花膠」，皆
因在亞洲花膠是名
貴食材，而鑑賞級
別的花膠等同鑽
石，目前產品處於
研發階段。
這款鮪魚罐頭由
水、豌豆蛋白、小
麥 麵 筋 、 菜 籽
油、鹽和天然香料
混合物 6 種成分製
成，不論風味和片
狀質地都與真魚相
當，目前在瑞士銷
售，未來素海鮮會
推廣到貝類、蝦蟹
等。

New Wave Foods
多 汁、冷 或 熱 煮
亦 可，來 自 美 國
初 創 New Wave
Foods 的人造蝦由
綠豆和海帶炮製而
成，就連對黃豆和
麩質過敏的消費者
也可大快朵頤。投
資者包括肉類巨企
泰森食品。

主材料為蕃茄的
「 AHIMI 素 鮪 魚 」
及茄子的「UNAMI
素 鰻 魚」，並 使 用
蒟蒻複製生魚片的
口感，主打產品是
魚生壽司。

93 %

植物海鮮市場潛力
2.21億美元

0.1%

Wordle 類似文字版 Mastermind，玩

植物肉
佔
傳統肉類比例

首先是全球性。很多網上遊戲即使很

位置，該字母會顯示黃色。如果完全不包

成功，但很難做到像 Wordle 般全球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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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猜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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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該字母，就顯示黑色，玩家有最多 6 次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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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版本，這是之前其他熱門遊戲所沒有的
情況。差不多全部語言都有其 Wordle，單
是香港以粵語拼音來猜字的版本也至少
兩個，甚至紐西蘭原住民毛利族的語言也

開發者 Josh Wardle（2021 年推出）

玩家猜一個有 5 個字母的英文字，有 6 次機會猜，如果字母變成黑色，代
表這個字沒有這個字母，黃色代表有這個字母，但在其他位置，綠色代表
猜對字母及其位置。

Wordscapes

程式出現 3 至 7 個不等的字母，玩家需要使用這幾個字母砌出最多的
字，需要一關一關解鎖。估計是現時收入最高的文字遊戲 App。

Words with Friends

120

細胞培植肉
植物蛋白肉

80
40

玩法

三大植物肉專利

植物蛋白纖維化
加工技術

血紅蛋白的
生產與應用

風味物質的
生產與應用

採用物理方法對植物蛋
白進行處理，使其具有
類似肌肉纖維的口感。

採用微生物發酵法生產
的血紅蛋白，可以賦予
植物蛋白類似肉製品的
顏 色，並 且
可以彌補
植物蛋白
鐵元素含
量不足。

採用合成生物技術改
造微生物生產多種脂
肪、維 生 素、風 味 物
質，並 用 熱
加工處理
方 法，令
口感更接
近真肉。

印度

澳大利亞

加拿大

韓國

巴西

瑞士

中國

英國

德國

美國

荷蘭

0

開發商 Zynga（2009 年推出）

IP 爭霸戰

人造肉領域 Top 10 論文發表國家

資料來源：根據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The Good Food Institute、SPINS、彭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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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3.0

香港掌故

開發商 《紐約時報》（2014 年推出）

目前《紐約時報》文字遊戲 App 中，繼 Crosswords 以外的王牌遊戲，2014
年在印刷報章推出，2018 年電子化，遊戲提供 7 個字母，組成蜂巢狀，玩
家需要利用這 7 個字母組成盡量最多、至少 4 個字母的字，必須使用位處
中心的字母。

Jotto

玩法

App，放上廣告，甚至收取訂閱費，蘋果需

要出動掃走這些山寨版 App。

另一個特點是，Wordle 在幾乎所有

方面都刻意跟這個年代的遊戲完全相反。
最明顯就是不賺錢（至少在放售給《紐約

Spelling Bee

玩法

有稱為 Nerdle 的數學版，以數字和加減

魚，偷 取 Wordle 的 程 式，自 製 網 頁 或

時報》前是這樣想），網頁上沒有任何廣
告，簡單如放一個 Google 的小型廣告也
沒有。這個遊戲的創作者是軟件工程師

Josh Wardle，遊戲的名稱便是來自他的
姓氏，他是威爾斯人，在美國紐約工作，之

一個跟 Wordle 十分相似的紙筆遊戲，兩名玩家對戰，各自想出一個 5 個
字母的英文字，輪流猜對方的字，出題只回答有幾多個字母猜中，不在所
在位置的也算猜中，直至其中一方猜到為止。這個遊戲八十年代曾搬上
電視，節目名為 Lingo。

前在 Reddit 工作期間，也創出一些膾炙人
口的遊戲，現時替一家藝術公司工作，並
不缺錢，Wordle 只是疫情期間，他做出來
540 | 2022 .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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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趣談

經濟 3.0 對話錄 徐家健、梁天卓、曾國平

香港掌故｜ 羅樂然博士 香港都會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助理教授

英語趣談｜ 曾曉華

別為了防疫犧牲下一代

黃大仙：從難民神明到進軍國際

名校校訓拉丁語 看出一個典雅世界

昔日神明走難到香港，及後從香港回歸到國內，甚至被傳播到海外華人社會，反
映神明也和香港普羅大眾一樣，曾經歷過起伏高低，但是憑着昔日的變通、多元
與韌力，使黃大仙信俗在香港至今仍屹立不倒，還能衣錦還鄉，衝出國際，相信面
對着逆境的香港市民，只要沉着面對，將來定必「有求必應」。

我們大部分人都不是宗教或古典專家，生活在香港，可不用皓首窮經。然而，懂得
一點拉丁文，則在現代文字裏看出一個典雅的世界，窺見箇中源遠流長的文化和
歷史。譬如家長趨之若鶩的傳統名校，都是英文學校，西文校訓多由拉丁文寫成。

‧ 抗疫政策除了要看確診和死亡數字外，亦要留意經濟成本和對民眾心理的打擊
‧ 數據顯示停課及打疫苗等抗疫政策對兒童的效益並不高
‧ 外國經驗亦發現各項抗疫措施對兒童及青少年的學業及心理成本十分巨大

徐：一波又一波的新冠疫情，為經濟

的影響，相比之下就更長遠，難以觀察得

徐家健 美國克林信大學
（ Clemson University ）
經濟系副教授及資訊經濟
計劃附屬學者、亞太研究
所經濟研究中心成員

學界帶來一場又一場自然實驗（natural

徐：是的，由幾歲的小孩到成年的大

方神明與廟宇作為地標命名車站，諸如天后、車公

曾 ： 同 意。面 對 同 一 殺 傷 力 的 病

學生，整個成長和教育過程都給疫情破

廟與黃大仙。昔日香港旅遊協會（旅發局前身）在

梁天卓
美國維克森
林 大 學 （ Wake Forest
University ）經 濟 系 副 教
授、亞太研究所經濟研究
中心成員

毒，「動態清零」和「與病毒共存」可能有

壞了。從心理健康到人力資本的累積，從

推廣香港旅遊時，也經常把黃大仙祠作為推介景

截然不同的效果。

學習社會規範到建立人際網絡，這些都不

點，吸引遊客發現傳統一面的香港。而香港普羅市

似確診數字的清楚可見，但下一代來日方

民也把黃大仙祠視作自己的生活認同一部分。每當

曾國平 美國維珍尼亞理
工 大 學（ Virginia Tech ）
經濟系副教授、亞太研究
所經濟研究中心成員

止是確診病例和死亡數字有所不同，不同

長，這一筆損失是有排計的。

大年初一，市民都希望排隊入祠奉上頭柱香，相信

experiment）。

梁：對經濟學界來說，不同的效果不
防疫政策對經濟以至民生，短期和長期都
有大為不同的影響。

宏觀多個華人城市中，香港鐵路網絡會考慮地

曾：梁天卓，你和你家人最近確診。

藉此「有求必應」。

可否跟我們「分享」一下你的經歷？

的信俗的變化，恰巧是香港社會在二十世紀發展的

疫情嚴峻，第五波來臨，政府勸喻民眾打齊
三針，並降低接種疫苗的年齡規限。本刊總編輯

歷，復刻了時代更替︰

鄧傳鏘告之，在注射站見到一句 Don't test, don't
know，當堂聽得我 O mouth（my jaw drops）！

For six years he pounded the hard
city streets between the shafts of his red
rickshaw, with his feet protected only by
sandals cut out of old rubber tyres and held
together with strips of cloth. But in spite of
the exhausting work, the years had not been
altogether unsatisfactory. There was little
in the way of motorized transport in those
days and the rules of the road were simple⋯
As the days merged into years, life gradually
b e c a m e h a r d e r. M o r e m o t o r v e h i c l e s
appeared and their mean horns berated
anyone not getting smartly out of their way.
The rules of the road also increased and
became more strict. It became more essential
to carry passengers only along the left side
of the street and to first extend his arm
before making a turn. Although the number
of rickshaws plying for hire progressively
declined, so too did patronage. It simply
became more and more diﬃcult to put away
those hard-earned copper coins. 」（ 見 City
Voices：Hong Kong Writing in English 1945
to the Present ）

黃大仙以東晉會稽郡金華縣以「叱石成羊」的
傳說而著名。黃初平少年時在金華山放羊，於 15

當是「唔檢唔知身體好」？不妨鬼馬地接翻句「大丈
夫們做得到」，像極了曾志偉。

歲得道士指引，到赤松山金華洞內石室修仙。其兄

運輸界組成「專屬抗疫巴士」車隊，接送確診

黃初起四處尋找初平，都沒結果。40 多年後卻在

患者或家庭，來往竹篙灣檢疫中心和隔離酒店等地

一位善卜的道士指示下，在金華洞內找到黃初平。

點。從報道中所見，抗疫巴士只有中文名字，而沒

黃大仙信俗的變化緊貼着香港社會發展軌

梁：是的。新冠疫情兩年，從疫苗面

跡，昔日從國內因社會與政治因素移徙到香港，黃

初起追問當年羊群下落，初平就叫他往東面的山頭

有英文。抗疫巴士，不妨譯做 OmniBus？

世前在家工作，網上上課，出入戴口罩，到

巴士這種交通工具，起源於 1823 年法國商

大仙信俗落戶新九龍，黃大仙也曾被謠傳將會移民

處找。初起四處找不到羊，初平就走到山頭大聲呼

疫苗面世後立刻打疫苗，打完一針再一

海外，與當時移民潮相提並論。而今天除了香港竹

喚。眼前的白石竟然應聲昂首而起變成羊群。這段

人 Stanislas Baudry 。Baudry 生意做得好，諗頭

針，上年年底我和太太更打了第三針，基

園外，黃大仙祖庭金華山、廣州芳村、紐約、洛杉

自述實際上也出現在東晉時期道教重要代表抱朴

多，本在鄉郊經營玉米磨坊，因過程中產生大量

本上我們要做的個人防疫措施都做足。不

磯、悉尼與馬來西亞等地都有重建、修建或即將興

子葛洪所編的《神仙傳》。另一方面，宋朝以來，羅

熱水，順道營運溫泉為副業，以大馬車接載客人

看得到的，是每日傳媒勤於公布的確診數

過，我的大仔早前還是確診了（可能是從

建黃大仙祠，黃大仙不只是香港自身的「有求必應」

浮山一帶有一位名為黃野人的神仙，據蘇東坡敍述

從南特市中心到鄉郊溫泉。馬車停泊在一家名為

字、死亡數字，有數得計，亦可以製成漂亮

學校染病，亦有可能是從鄰居感染），然後

神明，亦轉化成為全球各地華人的信俗。而黃大仙

地方傳說指這人是葛洪的弟子。明清時期屈大均編

而嚇人的圖表，人人為之神經緊張。既然

細仔亦在之後確診，我和太太中間亦出現

的《廣東新語》則記載了黃野人如何煉丹使人延年

數字看得到，亦順理成章地成為量度政策

一些症狀，但因為已用完在家快速檢測的

益壽。

的準則，什麼措施會令數字下跌，什麼國

套裝，所以就只能是疑似確診。

仁庵，得到黃大仙指導，鼓勵他普世勸善，他奉黃

Omnes Omnibus 的帽匠店門外。店名是拉丁語
源，Omnes 來自匠人名字 Omnés，Omnibus 則
是for all，那是店家「我為人人」的宣言，everything
for everyone 。Baudry 的公共馬車大受歡迎，南
特人都稱它為 omnibus，不久後引進倫敦，在工業
革命時期發揚光大。後來英國人把 omnibus 稱做
bus 。我在課上問同學，九巴英文怎麼是 KMB？
同學知道 Kowloon，知道 Bus，Motor 卻不是人
人答得出來。誰知 motor car 和 motor bus 在一

大仙為仙師，成為道侶。翌年，他在廣州芳村建立

世紀前，卻是很時髦的英文？當然啦，彼時滿街

了第一座祠觀。及後，他得到黃大仙乩示，廣州不

rickshaws，不比台北街頭的「綿羊仔」少。巴士公
司註冊為 The Kowloon Motor Bus Co.（1933）
Ltd.，真夠架勢！香港作家 David Wong 在他的小

文史學者們考證與整理金華到嶺南現存的文

徐：根據外國的數據，小孩「中招」後

獻資料，大多認為現時香港的黃大仙信俗是融合了

爭議，全都依賴官方公布統計數字。

的病情一般並不嚴重，而中年人打足三針

浙江金華的赤松子黃初平升仙和嶺南一帶的羅浮

梁：看不到的又是什麼呢？

後確診的入院和死亡機會率亦不高。你們

山黃野人贈醫施藥的故事，形成了嶺南獨有的文

曾：在各地政府和防疫專家全力鼓吹

的病情應該也差不多吧？

化信俗。1897 年，一位熱愛扶乩的西樵山農家梁

家在數字上取得勝利，以至所謂「清零」的

追逐這些數字的同時，我們其實在默默地

梁：的確，我們一家「中招」後的病

付出某些代價。較為抽象的，包括損失自

情其實並不嚴重。大仔最先出現症狀，第

由、私隱之類，較為實在的，就是經濟活動

一天頭痛，第二天咳嗽，但第三天就已經

停頓帶來的經濟損失。不過，這些成本都

龍精虎猛了；病情最重的是我這位「老人

是即時的，而且量度不難。疫情對下一代

家」，首先喉嚨痛，一天後上吐下瀉，但再
540 | 2022 .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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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長居，1901 年返回西樵山成立「普慶壇」。辛亥
▲ 2021 年 9 月 18 日至 2021 年 9 月 24 日，黃大仙祠舉行百年紀慶廟會。 （作者提供）

116

說Red, Amber, Green 中透過主角 Old Mak 的經

寫照。

叱石成羊

得到（seen）和看不到（not seen）之別，我

曾：理論家巴斯夏（Bastiat ）提出看

74

到，因此亦被傳媒忽略了。

認為是對防疫政策一個相當貼切的形容。

看得到的數字和看不到的成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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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似 Scrabble 與 Crosswords 的混合體，幾名玩家對戰，以棋盤形式把
各自手中的字母放到特定位置，組成盡可能多的單詞。

發明者 Morton Rosenfeld（1955 年推出）

有。一些人借此推出其他學科版本，例如
乘除符號取代字母，猜一條數學算式，甚
至有「英語粗口」版。也有不少人渾水摸

開發商 AppLovin（2017 年推出）
玩法

區明顯受歡迎。而且，Wordle 演變出不

全球不時出現成為街頭巷尾熱話的遊

Wordle

玩法

都在玩，例如 Candy Crush 只在個別地

戲，而文字遊戲也不少，甚至很多英國人
各類文字遊戲比較

20

全球人造海鮮研發商由 2017 年的
29 家，增 長 至 2021 年 6 月 的 85
家，翻了近 3 倍，產品亦愈見多元
化，包括鮪魚、魚排、鮮蝦、魚子
醬、龍蝦、乾貝等。

香港每年人均海鮮消耗量亞洲第
二、全球第八，比全球平均高 3 倍。

Wordle 有很多特質，令它與這些大熱遊
戲不同，成為社會現象。

植物蛋白
細胞培植

2017

70.75 公斤

植物海鮮
佔
傳統海鮮比例

說，幾十年前也玩過類似的實體版遊戲，但

家要猜一個有 5 個字母的英文字，猜中該

字母並猜對所在位置的話，該字母顯示綠
色，如果字裏有那個字母，但並非在那個

16

全球商業魚類資源已達到最高捕撈
限制或過度捕撈。

網上文字遊戲 Wordle 今年年初開始成為話題，不少人在自己的社交媒體上看
到朋友貼上一些「神秘方格」而認識它，之後《紐約時報》以七位數字美元買下
Wordle，為這股熱潮增添傳奇色彩。無論遊戲規則抑或程式本身，Wordle 都很
簡單，能夠俘虜數百萬人，成功秘訣在於分享功能，吸引網民爭相分享。

人造海鮮投資增長強勁

投資金額：百萬美元

1 .4 %

Wordle 古老時興 休閒遊戲大商機

革命後，黃大仙再次啟示此地不宜居留，必須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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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曉華 英國劍橋大學英文系畢業，現為香港科技大學人文社會科
學學院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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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閱表格

學校編號

2022-23 學年《信報財經月刊》學校訂閱計劃

供信報填寫
B3

請填妥以下表格，傳真至 2856 6334 或電郵至 edu@hkej.com。如以支票付款，請將訂閱表格（附學校蓋印）連同支票
郵寄至九龍觀塘勵業街 11 號聯僑廣場地下，信報市場部教育組收（支票抬頭請寫：信報財經新聞有限公司）。

學校專線

WhatsApp

Signal

6822 2612

如欲訂閱《信報財經月刊》電子揭頁版，請填寫第 3 頁之表格

* 必須填寫

訂戶資料 ( 必須以中文填寫 )

學校名稱 ( 中文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負責人姓名 * ︰ ( 教職員 )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 ( 學校 )*_________________

學校地址 ( 中文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負責人職位： 科主任

 老師  其他 _________

( 手提 )*_________________

任教科目︰ ________________
學校蓋印︰

電郵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報收集上述資料可能會用作推廣「信報教育」用途，如不欲收取有關宣傳資訊，請在格內劃上“”

訂閱計劃

《信報財經月刊》

印刷版

訂閱內容

原價

《信報財經月刊》一套 12 期
（訂閱月份包括 2022 年 9 月至 2023 年 8 月）

HK$540

優惠價
(a)

HK$400
包郵費
( 平均每期 $34)

數量
(b)

金額
(a × b)
套 HK$

總金額： HK$

學校教職員訂戶資料（請提供予全校教職員傳閱，以便一併處理）
現有訂戶
請提供訂戶編號

新訂戶

１

M____________________



２

M____________________



３

M____________________



４

M____________________



５

M____________________



訂戶名稱

職位及
任教科目

聯絡電話

訂閱印刷版
請提供收件地址

如不敷應用，請另紙書寫。

頁 ＿＿＿＿ ／ ＿＿＿＿

訂閱條款及細則
1.

學校訂閱優惠只適用於學校及教職員訂閱，必須提供校印以茲證明。

2.

如教育局宣布學校持續停課，《信報財經月刊》印刷版將如常寄出。

3.

每張表格只作一份訂單處理，如須分開發票，請自行影印表格分別遞交。

4.

《信報財經月刊》印刷版之訂閱時段為每年 9 月至 8 月，訂戶必須訂閱此時段內所有期數。已出版或過往期數均不接受訂閱。

5.

本優惠不可與其他優惠一同使用；隨正價訂閱奉送之贈品及所有優惠均不適用於學校訂閱計劃。

6.

優惠不可兌換現金或其他貨品或服務。

7.

若訂戶於訂閱日期屆滿前終止訂閱，已付訂閱款項恕不退還。

8.

如有任何爭議，「信報財經新聞有限公司」保留最終決定權。

2856 6384

2856 6334 / 2856 7692

edu@hkej.com

6822 2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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