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幸運迷航  
駛往世界的航道
—— 劉可瑩

劉可瑩 - 青年學院職專文憑（專業美容）2013 年畢業生。性

格開朗，喜歡接受挑戰。畢業後積極參與行業比賽，分別贏得

穗港澳蓉青年技能競賽 20141 美容護理項目銀獎，巴西舉行

的世界技能大賽 20152 美容護理組別優異獎章及第三十九屆

亞洲髮型化妝大賽 20153 可卸式凝膠修甲季軍等獎項。目前

是美容化妝業的自由職業者，理想成為一個美容導師。

沒有航標的中學生活

回味中學生活，可瑩難掩心中的興奮：「我是學校的活躍份子，甚麼

都玩，甚麼都試。中一玩田徑，中二被學校選做領袖生，中四升到做

領袖生長直至中六畢業。我在整個中學階段都不停地玩，參加花藝組

玩了六年插花，在康文署舉辦的學童插花比賽中拿過獎；打足六年排

球，中六時仍然代表學校打學界女排甲組比賽，亦有在校外組隊比賽；

玩了五年田徑，玩鉛球一類的擲項運動；還做過三年學生會幹事。經

常留校逗留至六、七點才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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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穗港澳蓉青年技能競賽的參加城市包括廣州、香港、澳門及成都，每兩年舉辦一次，

由四個城市輪流主辦。香港是 2014 年的主辦城市。

2: 世界技能大賽被譽為青年人的「技能奧林匹克」比賽，是世界技能組織（World Skills 

International) 每兩年舉辦一次的的盛事。比賽項目共分為六個大類，共計四十六個競賽

項目，參賽選手的年齡限制為廿二歲。

3: 亞洲髮型化妝大賽由亞洲美髮美容協會主辦，是亞洲美髮美容界每年一度的盛事，參

賽者來自香港、中國、澳門、日本、韓國、臺灣、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泰國，越

南等十多個亞洲國家及地區。



「見步行步」是她當時對於事業前途的看法。這亦難怪，因為「少年

不識愁滋味」，這句說話用在中學時期的可瑩身上絕對貼切。小康之

家，一家四口，上有兄長，家中么女，不被家人嬌縱寵愛才怪呢！父

母但求她沒有誤入歧途，作奸犯科，其他都任她自由發展，不會干涉

為難。就讀的中學又比較寬容，不會催谷學生成績，亦樂見她在課外

活動中的活躍。因為家庭和學校的寬待，加上沒有其他更有趣的著力

之處，她只好將滿腔青春熱血全部噴灑在參與課外活動上。

可瑩一直用「玩」字來形容她在中學時期所參與的課外活動，但一張

如此亮麗的課外活動成績單又豈只對應上一個「玩」字而已？當中揭

示出她某些性格特質，例如：她每年都參加三、四項活動，反映她活

潑好動、精力充沛；選定參與的活動，往往可以持續多年，

顯示她性格堅定、有耐性，做事並非只有「三

分鐘熱度」；喜歡比賽，得過獎，說明她是勇

於接受挑戰、處事認真、有自信、有鬥心。這些

性格特質，令她在中學時期贏過不少掌聲和讚譽；

只是，中學為「應試教育」而設計的課程，未能引

導她擁有更廣闊的視野，更遑論推動她更進一步發

揮自己的才華，邁向世界。

逍遙，只因青葱懵懂，不知天高地厚；快活，只因未

經患難，不識憂愁。中學時期的可瑩就好像是一艘沒

有航標的扁舟，忘形逐浪，任水自流，漫無目的，盲

目樂觀地靜待命運安排的停泊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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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風浪  擱淺於青年學院

可瑩是 2012 年第一屆中學文憑試（DSE）的考生，由於是一套「前

無古人」的全新遊戲規則，大家對於「聯招」的選科策略自然是眾說

紛紜，莫衷一是。學校當時也有舉辦過一些

升學輔導講座，但她那時對前途未有任

何確實想法，對於那一堆沉悶而陌生的

資料數據自然是「水過鴨背」，無心裝

載。

她 的 學 業 成 績 在 校 內 只

屬中下，只是她向來

坐 井 觀 天， 以 為 在

眼前看得見的世

界 就 是 全 世

界，未見識

過真正的「高

手」，於是便

產 生 了 一 種

「 比 上 不 足，

比 下 有 餘 」 的

錯覺；加上她在

排 球 場 上 的 彪 炳

戰績和身為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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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長的榮譽感，更令她對 DSE 考試結果的自信過高，一番心思便全

部放在副學士和高級文憑之中，忽略其他升學途徑，亦不懂預先謀定

後路。換言之，她在那個時候對於「青年學院」和「職專文憑課程」

是一無所知。

她很同意「選科以興趣為先」的原則，只是一直忙於眼前的玩樂，根

本無暇顧及遙遠的「事業前途」。「我的志願」從來只是一個作文題

目，誰會當真？她不清楚自己「喜歡」甚麼，只知道自己「不喜歡」

甚麼；於是選科策略就是簡單的「排除法」：剔除所有不想讀、不對

眼的科目，剩下來不太抗拒的便當成是自己的「興趣」。所以到了現

在，她對於當年的選擇已經是印象糢糊，因為當時只是全憑「想當然」

的直覺和「柴娃娃」的跟風來做選擇，都並非真正的興趣。

DSE 放榜，幾乎全軍盡墨的成績令可瑩從繼續升學的迷夢驚醒，由

於欠缺「後備方案」，頓時迷失於茫茫大海的波濤之中，不知何處有

岸。回想當日的徬徨，可瑩說：「從來沒想過重讀，因為覺得走回頭

路是浪費時間，希望向前走，但是又不清楚有甚麼門路。幸賴後來一

個朋友指引我四處去 IVE 和青年學院『敲門』，敲了個多月都碰壁，去

過青年學院（九龍灣），說已經額滿；到了八月才摸到去青年學院（葵

涌），在門口看不見有人，不敢入去；最後，不經意來到葵芳，終於有

第一次填申請表的機會，在申請表上看見『專業美容』，覺得還可以，

便報讀了，即場面試後叫我回家等消息。當晚收到入學通知，覺得十分

開心。我覺得一切是機緣巧合，是天注定我要入來葵芳讀美容。」

可瑩就這樣擱淺在青年學院，獲得暫時的停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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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新天地   決心拋錨停泊

入讀「專業美容」之前，可瑩對於美容化妝的認識只限於朋輩間口傳

耳授和上網搜尋得來的粗淺概念，她當時對「寵物美容」的興趣還超

過對人的美容，更未想過要以此為職業。

開學第一天，老師頒布了一系列課堂守則，包括上課要交出手機，更

對學生的髮型服式、儀容裝扮等都有一定規限，可瑩當時並未理解這

些為了培養學生專業形象而設計的舉措，只奇怪為甚麼需要訂下如此

嚴格的規則，幸而她在中學時期久經領袖生和球隊的訓練，很快就適

應到這樣專業而有規律的學習生活，並且因接觸到一些新鮮而有用的

知識，感到十分興奮，亦結識到一批新朋友。

「入學之前以為讀美容只是學做面部護理，處理暗瘡、黑頭、粉刺一

類的表面東西，入學後才發現看似是簡單的『手板眼見功夫』，原來

別有洞天。例如要學好按摩的技巧，除了練習手勢力度等表面功夫，

更重要的是學懂人體骨骼和肌肉的構造；我在中學時期修的是商科，

對生物學視為畏途，來到這裡才發現原來將生物學的知識結合到美容

的學習之中，就會發現很多有趣的關連，透過親手摸索，我逐一認識

到骨頭、肌肉和穴位的特性。我在這裡每天都學到新知識，親身體會

到愉快學習的意義。」

可瑩入讀青年學院原本只為求一個暫時落腳的地方，當時仍未想到

「出路」的問題，更未決定投身美容業工作。開學後，她才漸漸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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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學習美容，而家人亦會在選購美容護膚品時徵詢她的意見，會找她

幫忙做面部護理、按摩、化妝等工作，令她開始領略到一個美容師工

作時的感受，慢慢才產生了入行的念頭。「我覺得自己不是讀書的料

子，父母亦不反對我做美容師的工作，所以就選擇了就業，決定投身

美容業工作。」

在中學的六年生活中，可瑩遇上了排球，可惜只是一種運動興趣，可

以終生擁抱，卻沒有想過發展成為一項事業；直至她在青年學院遇上

了專業美容，才真正找到一個可以追逐終生的事業目標。在此同時，

她還認識到一批好老師，結識到一批好朋友，和學會了「愉快學習」

的旨趣。

幸會前輩   燃點起遠航的激情

學成畢業，可瑩很快就得到一間有規模的美容中心聘任為美容學徒，

正式入了行。入職大半年後，卻辭去工作，暫時放下剛剛起步的事業，

原因只為在青年學院的一次偶遇。

「2013 年 4 月左右，那一屆世界賽的選手來葵芳受訓，我被指派給

她做按摩練習的模特兒，就是這次偶遇令我認識到世界技能大賽。和

她做練習時，閒談的話題都離不開世界賽，從中認識到比賽的範疇和

細節，例如知道化妝比賽並不只限於臉部化妝，還包括彩繪等內容，

可以把人改頭換面；認識得越多，令我對比賽內容越感好奇。有時候

老師會過來指導技巧，我在側邊旁聽，認識到很多在平常課堂沒有教

過的竅妙，越發羨慕她學習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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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想找一個目標，接受挑戰；

希望證明一下自己的能力。曾

經 向 老 師 透 露 過 想 參 賽 的 意

願，她鼓勵我接受挑戰，她的

說話令我的決心更加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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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奇和羨慕，配上愛好接受挑戰的性格，令她產生了對參加世界賽的

嚮往。「只覺得能夠代表香港參賽會是一個很有趣的經驗；很想找一

個目標，接受挑戰；希望證明一下自己的能力。曾經向老師透露過想

參賽的意願，她鼓勵我接受挑戰，她的說話令我的決心更加堅定。」

她就業後仍然念念不忘這件事，終於如願報了名參加香港區選拔賽，

並獲得出線資格。「出線後要接受備戰世界賽的訓練，如果繼續工作

的話，每星期只可以騰出一天受訓，抽不出足夠時間練習；亦難以相

就到導師的時間來改善技術，最終恐怕『兩頭唔到岸』。經過深思熟

慮，只好暫時放棄工作，專注比賽。生活費主要靠積蓄維持。好在

VTC 包辦訓練場地、導師、材料和一切出國比賽的食宿交通，令我

可以專心接受訓練。勝出香港區選拔賽後，VTC 又安排我參加穗港

澳蓉青年技能競賽，從中獲得一些大賽經驗，在比賽中得到銀獎更增

加了自信，最後在世界賽得到優異獎章。」

可瑩一口氣將從報名到比賽結束的經歷娓娓道來，事蹟看似簡單，不

外乎是訓練和比賽，但過程中要在香港過關斬將，通過評核；又要在

巴西施展渾身解數，突破重圍；若非親歷其境，又有多少人可以領略

得到航程遭遇到的艱難險阻和波濤起伏？

協力解難   衝向世界

可瑩每次憶述當日從受訓到比賽的情境，都會百感交集，忍不住眼淚。

完成香港區選拔賽後，獲勝的最後三強就開始在她們暱稱為「秘密基

地」的青年學院某個角落閉關修練。每天長時間困於斗室，對於天性

活潑好動的她是一個很大的挑戰；贏得選拔賽又令她變得自滿，戰意

一旦鬆懈起來，便開始找藉口躲懶。「導師口中雖然沒說甚麼，只是

態度卻變得漸漸冷淡，甚至到了好像要放棄我的狀態，到我真正著慌

起來時她們才嚴厲地教訓了我一頓，讓我重新調整心情備戰。」

導師們的「欲擒先縱」策略成功協助可瑩克服了自負的心理，另一個

「不可能的任務」就是要將一個慣於在球場上奔跑跳躍的大笑姑婆，

改造成氣質高雅的窈窕淑女。「世界賽的評分範圍十分廣泛，除技巧

外，談吐、儀態、衣飾外觀等與專業形象相關的印象分也十分重要。

我當時體重八十公斤，要減去十公斤以上才算合格。老師為了鼓勵我

瘦身，就陪我一起去健身，為我介紹減肥餐單。又教會我如何優雅地

坐、站、笑、說；總之就是要改變舉手投足的一切習慣，微細到連拾

起跌在地上的東西也有講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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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青年學院認識到的老師都是

教學認真，態度親切；又了解年青

人的心理，懂得在甚麼時候放，在

那個時候收，讓我們在一放一收之

間得以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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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技能大賽—美容護理組別競賽包括：面部護理、手足護理、身體

護理和化妝四部份，去到巴西比賽現場，劉可瑩將四天的賽程形容為

一場「攻防戰」：「我負責防守，必須做好每一個步驟，不要讓評判

有扣分的機會；導師負責進攻，研究如何在每一個攞分位協助我搶分。

另外，導師們無微不至的照顧令我很是感動，她們因為擔心我會因水

土不服而影響發揮，特別自備了電飯煲和臘腸，讓我每晚都享受到家

一樣的溫暖。」

總結世界賽的優異表現，可瑩將一切成就歸功於導師的訓練：「我在

青年學院認識到的老師都是教學認真，態度親切；又了解年青人的心

理，懂得在甚麼時候放，在那個時候收，讓我們在一放一收之間得以

成長。我在備戰世界賽的大半年感受猶深，所以就立志要以她們的專

業素質為榜樣，希望能夠繼承衣鉢，回 VTC 做美容導師，將寶貴的

經驗，薪火相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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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可瑩喜歡以緣份來總結她入讀青年學院以後幾年的經歷：「如

果不是來到青年學院學美容，沒有被選中做模特兒，就不會

有機會結識到世界賽的選手，不會知道世界賽，亦不會有今

天的我。我覺得一切都是機緣巧合，是難得的緣份。」事實

上，當日被選中做練習模特兒的學生當中，最後只有她有參

賽的行動，可見導致她衝出世界的基本還是自己早已具備的

性格特質。

青年學院的標誌由下而上，分別是綠、藍、橙三色圓圈，綠

是「種子」，象徵年青人的無限潛能；藍是「天空」，象徵

學院提供的廣闊空間；橙是「花朶」，象徵成就。青年學院

相信每一個青年人都擁有不同的特質，各有無限的可能；這

裡會提供機會，容讓年青人將自己的優點，盡情發揮；可瑩

的種子幸運地落在這裡，結果成就了一個世界賽的參賽者；

其他不同特質的種子，有的會長成出色的美容師、有的會變

做出色的售貨員、有的是出色的模特兒。過程相同，結果不

一；這個就是「因材施教」的真諦，亦是青年學院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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