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OHOLIFE 好好生活
推動活齡概念 改變既有想法
不少家長會費盡心神為孩子搜羅最好的產品，但對他們父母需
要的用品則得過且過。媽媽健康轉差對好好集團創辦人李燕儂
(Aries)的人生帶來巨變，但亦是這個契機，令她希望改變社會
現時風氣。

尋求人生轉變 毅然踏上創業路
對於Aries，三十歲是她人生一個轉捩點。工作上，當時任職銀
行的她初嘗晉身管理層的滋味，薪酬待遇優厚，但同時感受到
每天拼命做但求達到營業額目標的人生並無意義。五十來歲的
媽媽突然患病要靠輪椅出入，讓她更深入體會銀髮族的需要。
「媽媽其實還很年輕，她需要一些能幫助她解決日常生活需要
的精品，而非單純醫療器材。」做過市場研究後，她發現世界
各地很流行銀髮生意，甚至在百貨公司設有銀髮族產品的專
櫃，相比下，香港在這方面比較缺乏。於是，她售出自住物
業，投資七位數字開創好好集團，從世界各地挑選有創意而又
時尚的銀髮族生活用品，令他們保持活躍的社交生活之餘，亦
可有型格及有尊嚴地享受退休後的燦爛人生。

認清優勢及策略 樂觀心態保士氣
Aries的爸爸、爺爺以至太爺都是商人，從少她就知道創業是打
工以外的一個選擇。她同意青年人對互聯網的認識及運用有優
勢，但並不適用於所有行業，例如期望老人家在網上購物就會
比較困難。「除了不懂得上網外，銀髮族大多希望親身試過產

專責小組的分享
羅德慧女士首先分享其感受。她說：「可以在任內參與《基本

法》頒布二十五周年的慶祝活動，我深感榮幸。多年來，工作

小組致力透過不同活動向工商專業界推廣《基本法》，不單是

介紹其條文，還有《基本法》在中國法律中的位置，其重要概

念，涵蓋範圍和適用原則，以及《基本法》序言所載的歷史背

景和要點。在舉辦研討會深入學習《基本法》外，工作小組還

舉辦了多個紀念品設計比賽，成功接觸一群年輕設計師，他們

透過參加比賽更了解《基本法》，並以創意視覺藝術設計將

《基本法》的精髓展現出來。」

羅女士認為工商專業界人才濟濟，有助工作小組推廣《基本

法》。她表示：「當我們思量如何慶祝二十五周年時，馬天惠

女士建議出版紀念特刊令我很雀躍，小組開會下定決心達成此

事。在為香港成就作出貢獻的眾多行業和芸芸領袖中，我們只

能選取二十五個行業和二十五位公認的領袖，我們既要確保揀

選的方法須公平有效，又要面對非常緊迫的時間。但在三人專

責小組、工作小組全體成員以及工業貿易署（工貿署）同事

（秘書處）和很多無名英雄的鼎力支持下，整項工作還是如期

完成。」

她分享說：「今次經驗使我體會到大家願意給力維護《基本

法》使它發揚光大，各人方方面面的非常愛護祖國，關心香

港，這都使我們的團隊感到鼓舞。政策的成功有賴這一代和未

來世代每一個人的努力及耐性。大家都有責任更深入了解《基

本法》，眾志成城，以鞏固香港特區的繁榮穩定，參與國家的

發展，以至貫徹「一國兩制」的全面及準確的落實。許多我們

接觸的精英人士都覺得這是值得擔當的使命，才能促成這紀念

特刊的誕生。通過「一帶一路」的建設，國家正經歷新的征

程，新的開放，這對香港的工商專業人士來說，亦帶來新的機

會。 如古人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我們每個人都

懷有希望及付出努力，必能有豐碩的成果。」

無獨有偶，榮幸亦是馬天惠女士的深刻感受。她表示：「對於

出版紀念特刊以慶祝《基本法》頒布二十五周年這個主意獲得

大力支持，我感到榮幸，一切仍然歷歷在目。回溯2014年10月

工作小組的一個會議上，當時首要解決的是要為紀念特刊擬定

一個既鼓舞人心又容易理解的標題。經過多番商議後，最後工

品才購買；而逛街本身亦是一個節目，所以店主的耐心比效率
更加重要。」認清自己的優勢及策略後，Aries在2014年開了第
一間店，地區挑選了較多銀髮族居住的西營盤。

雖說家人在營商方面經驗豐富，但Aries還是踫過一鼻子灰。開
店不久，一場黑雨淹了部分舖面，她一個人扒在地上抹了又
抹，隨即問自己：「我本來的生活也算不錯，為甚麼要折騰自
己？」而且辛勞過後新一天又要再帶著笑容迎接客人，少一點
毅力也不行。她勉勵想創業的青年人要維持樂觀的心態面對挑
戰及冷言冷語，心理質素相當重要。

對創業有心理準備亦是重要一環。「我們這一輩的青年人很多都
未捱過，但創業的辛酸的確不足為外人道。」她憶述開業頭半
年，自己沒有收入之餘還要繼續交租，午餐只能吃區內最便宜的
飯盒；怎料半年後發現二十元的飯盒還是太貴，只能以三元的菠
蘿包充飢。Aries以爬山比喻創業的歷程：「要向上爬的確辛
苦，但選擇中途放棄，就永遠欣賞不到山頂漂亮的風景。」

別只著眼金錢 減輕心理負擔
她寄語青年創業者要懂得享受當中的成功感，只著眼於金錢只
會帶來更大的心理負擔；過程中要堅持理念，不要因為意見太
多就忘掉初衷。但最重要，還是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幻想創
業很容易，但真正要放棄既有的安穩就需要很大勇氣。」

公司發展至今已達致收支平衡，她計劃未來加強產品開發及銷
售網絡，包括提升自家網店（hoholife.com）的使用率及社交
平台上發佈資訊的速度，希望再開分店及進駐百貨公司，並起
用長者為推廣大使，真正達至活齡的目標。

作小組成員一致贊同 “Live & Love Hong Kong Under the 

Basic Law: Insights from 25 Industry Leaders” 這個英文標

題，儘管初期大家對“industry leaders” 的中文翻譯意見不

一，最後，成員確定中文標題為“基本法下的生命力：二十五

行業精英的心聲＂。」

馬女士提到，最初大家覺得有相當充裕的時間籌備特刊，但事

實並非如此。由於大家都非常認真，希望做到最好，所以工作

小組花了整整兩個月時間，才能敲定二十五位代表香港工商專

業界的精英。經過工作小組內部提名，最後在每個界別也有兩

至三位理想人選，可以分享他們事業上的真實成功故事，以及

《基本法》如何促進他們有效營商及發展。近八成人選於一個

月內接受邀請。其餘兩成人選作出恰切的查詢及了解工作小組

的製作理念後，亦適時接受了邀請。

馬女士分享說：「堅持努力不懈是有回報的。我被委以重任，

負責訪問二十五位行業精英。由於受訪者都是大忙人，我們的

訪問都盡量精簡。每次訪問過後，我也抓緊時間，即日以英語

撰寫當日訪問重點，至於中文譯本，則交由工貿署精心處

理。」

她表示，當中最耗時的是敲定特刊的內容和行文風格，因為大

家都力求完美，來回修改潤飾共四次之多。馬女士說：「本著

香港高效的工作模式，專責小組及工貿署的同事日以繼夜進行

編輯的工作，以確保受訪者及工作小組成員滿意最終的製成

品。最後，當所有引言和序言編寫就緒後，《基本法》頒布二

十五周年紀念特刊順利刊印，並如期於2015年12月25日前出

版，圓滿達成我們的目標。對我個人、工貿署、工作小組以及

二十五位行業精英來說，這真是一份最好的聖誕禮物！」

何少平先生則認為：「近期香港政治紛爭頻發，人們往往忽略

了自《基本法》頒布二十五年以來，我們在許多方面的卓越成

就。《基本法》在回歸後成功落實，確保了香港可以在堅實的

法制基礎上繼續繁榮興盛。這一點已在二十五位來自香港不同

界別行業精英的成功故事中得到明證。」

他指出，不同國際智庫調查結果也一再證實著香港的優勢。傳統

基金會和菲沙研究所均在他們最新的經濟自由報告中把香港評為

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而另一份由加圖學院主導，綜合評估個

人、公民及經濟自由度的《人類自由指數》報告，亦把香港列於

榜首。三份報告都認為法治是香港賴以成功的主因之一。

何先生表示：「我們應秉持一個共同的信念，那就是，只要我

們發揮集體智慧，藉著對《基本法》的透徹了解和充分利用

「一國兩制」的優勢，香港的未來充滿著生機和活力。」最

後，他說：「很榮幸有機會為製作這份別具意義的特刊略盡綿

力，亦非常高興能夠與兩位充滿幹勁和熱誠的女士合作。」

在訪問結束前，羅德慧女士代表大家再次感謝基廣會主席林鄭

月娥司長及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的同事支持工作小組編印是次紀

念特刊的工作。

透視基本法

「BUD專項基金」設有兩項計劃

《基本法》頒布 25周年紀念特刊
籌備超過一年的《基本法》頒布25周年紀念特刊 －「基本法下的生命力：二十五行業精英的心

聲」（特刊）已於去年12月面世，是基本法推廣督導委員會（基廣會）工商專業界工作小組（工

作小組）的一項重大製作。特刊訪問了二十五位來自不同行業的精英就《基本法》分享心聲，包

括其訂明的「一國兩制」原則如何協助他們發展事業和業務。特刋出版後各界反應正面，肯定了

工作小組付出的努力。今次我們訪問了現屆工作小組召集人蔡關穎琴女士，暢談《基本法》對工

商專業界的重要性，以及在「一國兩制」的原則下，香港的經濟成就與機遇。我們亦走訪了製作

特刊的專責小組成員（包括上屆工作小組召集人羅德慧女士、成員馬天惠女士及何少平先生）有

關特刊誕生背後的故事，以及製作過程中的點滴與感受。

《基本法》頒布25周年紀念特
刊 －「基本法下的生命力：
二十五行業精英的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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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屆工作小組召集人蔡關穎琴女士

《基本法》對工商專業界的重要性
蔡關穎琴女士表示，很高興能夠擔任新一屆工作小組的召集人。她期望透過與工商專業界的

緊密合作，進一步向業界推廣《基本法》。她認為香港自回歸以來，《基本法》得到成功落

實，促進工商專業界的持續發展，對香港的繁榮穩定作出了重大貢獻。蔡太說：「《基本

法》及「一國兩制」的落實，不單確保了香港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不變，還鞏固了香港作為

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促進香港與內地及鄰近地區的經濟融合，有助香港企業營商和拓展市

場。」

她續說：「在「一國」之下，香港可以受惠於國家的政策，例如《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

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所帶來的各項優惠和「一帶一路」策略帶來的龐大潛在商機等。

另一方面，在「兩制」之下，香港可享有高度自治，例如以「中國香港」的名義，在經濟、

貿易、金融、航運等領域與其他地方簽訂相關協議，包括自由貿易協定，以及促進和保護投

資協定等，深化香港與外地的商貿關係。由此可見，《基本法》下的香港實在是得天獨厚，

坐擁「一國」及「兩制」的雙重優勢。」

蔡太認為，隨著內地急速發展，香港不能固步自封，要順應國家發展的步伐，才會有利香港的整體發展。她說：「內地近年經濟

發展之快，相信大家有目共睹。香港的優勝之處，是我們擁有完善的司法制度和金融體系，具有良好的企業管理制度，亦滙聚專

業人才。在《基本法》及「一國兩制」的保障下，香港應該繼續自強不息，充份發揮「超級聯繫人」的作用，為國家、為香港的

長遠發展作出貢獻。」

展望未來，蔡太表示工作小組將積極與各商會及專業界別聯繫，尤其是擁有年青會員的團體，讓他們對《基本法》這份對香港十

分重要的憲制性文件有更深入及全面的認識。她說：「踏入社會的年輕一輩充滿活力，勇於嘗試和接受挑戰，是我們未來的主人

翁。工作小組將透過不同活動鼓勵工商專業界別的青年人了解《基本法》及「一國兩制」賦予香港的優勢，把握CEPA和「一帶

一路」帶來的商機，為推進香港和國家的經濟﹑文化和民生的發展作出貢獻。」



《基本法》對工商專業界的重要性
蔡關穎琴女士表示，很高興能夠擔任新一屆工作小組的召集人。她期望透過與工商專業界的

緊密合作，進一步向業界推廣《基本法》。她認為香港自回歸以來，《基本法》得到成功落

實，促進工商專業界的持續發展，對香港的繁榮穩定作出了重大貢獻。蔡太說：「《基本

法》及「一國兩制」的落實，不單確保了香港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不變，還鞏固了香港作為

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促進香港與內地及鄰近地區的經濟融合，有助香港企業營商和拓展市

場。」

她續說：「在「一國」之下，香港可以受惠於國家的政策，例如《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

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所帶來的各項優惠和「一帶一路」策略帶來的龐大潛在商機等。

另一方面，在「兩制」之下，香港可享有高度自治，例如以「中國香港」的名義，在經濟、

貿易、金融、航運等領域與其他地方簽訂相關協議，包括自由貿易協定，以及促進和保護投

資協定等，深化香港與外地的商貿關係。由此可見，《基本法》下的香港實在是得天獨厚，

坐擁「一國」及「兩制」的雙重優勢。」

蔡太認為，隨著內地急速發展，香港不能固步自封，要順應國家發展的步伐，才會有利香港的整體發展。她說：「內地近年經濟

發展之快，相信大家有目共睹。香港的優勝之處，是我們擁有完善的司法制度和金融體系，具有良好的企業管理制度，亦滙聚專

業人才。在《基本法》及「一國兩制」的保障下，香港應該繼續自強不息，充份發揮「超級聯繫人」的作用，為國家、為香港的

長遠發展作出貢獻。」

展望未來，蔡太表示工作小組將積極與各商會及專業界別聯繫，尤其是擁有年青會員的團體，讓他們對《基本法》這份對香港十

分重要的憲制性文件有更深入及全面的認識。她說：「踏入社會的年輕一輩充滿活力，勇於嘗試和接受挑戰，是我們未來的主人

翁。工作小組將透過不同活動鼓勵工商專業界別的青年人了解《基本法》及「一國兩制」賦予香港的優勢，把握CEPA和「一帶

一路」帶來的商機，為推進香港和國家的經濟﹑文化和民生的發展作出貢獻。」

專責小組的分享
羅德慧女士首先分享其感受。她說：「可以在任內參與《基本

法》頒布二十五周年的慶祝活動，我深感榮幸。多年來，工作

小組致力透過不同活動向工商專業界推廣《基本法》，不單是

介紹其條文，還有《基本法》在中國法律中的位置，其重要概

念，涵蓋範圍和適用原則，以及《基本法》序言所載的歷史背

景和要點。在舉辦研討會深入學習《基本法》外，工作小組還

舉辦了多個紀念品設計比賽，成功接觸一群年輕設計師，他們

透過參加比賽更了解《基本法》，並以創意視覺藝術設計將

《基本法》的精髓展現出來。」

製作特刊的專責小組（由左至右: 馬天惠女士、羅德慧女士、何少平
先生)

羅女士認為工商專業界人才濟濟，有助工作小組推廣《基本

法》。她表示：「當我們思量如何慶祝二十五周年時，馬天惠

女士建議出版紀念特刊令我很雀躍，小組開會下定決心達成此

事。在為香港成就作出貢獻的眾多行業和芸芸領袖中，我們只

能選取二十五個行業和二十五位公認的領袖，我們既要確保揀

選的方法須公平有效，又要面對非常緊迫的時間。但在三人專

責小組、工作小組全體成員以及工業貿易署（工貿署）同事

（秘書處）和很多無名英雄的鼎力支持下，整項工作還是如期

完成。」

她分享說：「今次經驗使我體會到大家願意給力維護《基本

法》使它發揚光大，各人方方面面的非常愛護祖國，關心香

港，這都使我們的團隊感到鼓舞。政策的成功有賴這一代和未

來世代每一個人的努力及耐性。大家都有責任更深入了解《基

本法》，眾志成城，以鞏固香港特區的繁榮穩定，參與國家的

發展，以至貫徹「一國兩制」的全面及準確的落實。許多我們

接觸的精英人士都覺得這是值得擔當的使命，才能促成這紀念

特刊的誕生。通過「一帶一路」的建設，國家正經歷新的征

程，新的開放，這對香港的工商專業人士來說，亦帶來新的機

會。 如古人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我們每個人都

懷有希望及付出努力，必能有豐碩的成果。」

無獨有偶，榮幸亦是馬天惠女士的深刻感受。她表示：「對於

出版紀念特刊以慶祝《基本法》頒布二十五周年這個主意獲得

大力支持，我感到榮幸，一切仍然歷歷在目。回溯2014年10月

工作小組的一個會議上，當時首要解決的是要為紀念特刊擬定

一個既鼓舞人心又容易理解的標題。經過多番商議後，最後工

作小組成員一致贊同 “Live & Love Hong Kong Under the 

Basic Law: Insights from 25 Industry Leaders” 這個英文標

題，儘管初期大家對“industry leaders” 的中文翻譯意見不

一，最後，成員確定中文標題為 “基本法下的生命力：二十五

行業精英的心聲＂。」

馬女士提到，最初大家覺得有相當充裕的時間籌備特刊，但事

實並非如此。由於大家都非常認真，希望做到最好，所以工作

小組花了整整兩個月時間，才能敲定二十五位代表香港工商專

業界的精英。經過工作小組內部提名，最後在每個界別也有兩

至三位理想人選，可以分享他們事業上的真實成功故事，以及

《基本法》如何促進他們有效營商及發展。近八成人選於一個

月內接受邀請。其餘兩成人選作出恰切的查詢及了解工作小組

的製作理念後，亦適時接受了邀請。

馬女士分享說：「堅持努力不懈是有回報的。我被委以重任，

負責訪問二十五位行業精英。由於受訪者都是大忙人，我們的

訪問都盡量精簡。每次訪問過後，我也抓緊時間，即日以英語

撰寫當日訪問重點，至於中文譯本，則交由工貿署精心處

理。」

她表示，當中最耗時的是敲定特刊的內容和行文風格，因為大

家都力求完美，來回修改潤飾共四次之多。馬女士說：「本著

香港高效的工作模式，專責小組及工貿署的同事日以繼夜進行

編輯的工作，以確保受訪者及工作小組成員滿意最終的製成

品。最後，當所有引言和序言編寫就緒後，《基本法》頒布二

十五周年紀念特刊順利刊印，並如期於2015年12月25日前出

版，圓滿達成我們的目標。對我個人、工貿署、工作小組以及

二十五位行業精英來說，這真是一份最好的聖誕禮物！」

何少平先生則認為：「近期香港政治紛爭頻發，人們往往忽略

了自《基本法》頒布二十五年以來，我們在許多方面的卓越成

就。《基本法》在回歸後成功落實，確保了香港可以在堅實的

法制基礎上繼續繁榮興盛。這一點已在二十五位來自香港不同

界別行業精英的成功故事中得到明證。」

他指出，不同國際智庫調查結果也一再證實著香港的優勢。傳統

基金會和菲沙研究所均在他們最新的經濟自由報告中把香港評為

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而另一份由加圖學院主導，綜合評估個

人、公民及經濟自由度的《人類自由指數》報告，亦把香港列於

榜首。三份報告都認為法治是香港賴以成功的主因之一。

何先生表示：「我們應秉持一個共同的信念，那就是，只要我

們發揮集體智慧，藉著對《基本法》的透徹了解和充分利用

「一國兩制」的優勢，香港的未來充滿著生機和活力。」最

後，他說：「很榮幸有機會為製作這份別具意義的特刊略盡綿

力，亦非常高興能夠與兩位充滿幹勁和熱誠的女士合作。」

在訪問結束前，羅德慧女士代表大家再次感謝基廣會主席林鄭

月娥司長及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的同事支持工作小組編印是次紀

念特刊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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