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暑假將
至 ， 不
少 同 學

會 找 暑 期
工，既可開闊眼界，又可賺點零用
錢。但據報章報道，同學打工受騙
個案屢見不鮮，不但招致金錢損
失，而且導致身體損傷，可謂得不
償失。筆者希望分享五大注意事
項，讓同學對暑期工陷阱有所防
範。
1.多勞多得

若有求職廣告聲稱「毋須經驗、
低學歷、收入高」，同學應慎思—
社會上是否真的存在如此「 數」
的工作。究竟是甚麼原因導致低技
術員工獲發高薪？千萬不要抱 不
切實際的期望找工作。
2.保護私隱

同學申請工作前，應多了解「個
人資料（私隱）條例」，提防招聘
過程中個人資料遭盜用作非法用
途，例如身份證副本應在確認獲聘
後（一般為簽署合約後）才需向公
司提交，否則申請者只需在表格填
上身份證號碼即可。

另同學應注意面試地點，曾有同
學被邀約在巴士站面試，騙徒取身
份證影印後不知所終。有少女被哄
騙到時鐘酒店面試後遭性侵犯。一
般見工地點應在辦公場所，當被邀

到其他地方面試，應格外留神。
3.勿先付費

有些公司聲稱需先付費完成某類課程後才可
工作，申請者只要細心想想，求職無非是為了
賺錢，為何未領取薪金前要先付費﹖當遇上需
先付款才上班的工作，可以完全不考慮。
4.細讀合約

不論在任何情況下，簽署文件前應仔細閱讀
合約每項條文。若同學不太了解合約細節，可
請教家人或朋友，了解後再簽署。
5.謹慎為上

大部分求職騙案手法類同，例如夢想投身娛
樂事業的青年，遭模特兒公司哄騙，付上大筆
訓練費卻不獲介紹工作；或以為自己擔任金融
公司一般文職，卻被游說開設投資戶口，最終
獲告知「所有投資虧光」。騙徒針對受害人「貪
心、不細心、經驗淺或怕事」心態行騙，同學
切記謹慎行事。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
社工黃寶琳
港專學生職業生涯規劃
及支援服務：
http://www.hkct.edu.hk/csps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退休chok玩「棟篤笑」 張灼祥爆教界怪象

中大籌百萬購中醫研究所儀器

小四意外險變植物人 奇蹟保四肢立志助弱勢
教院女生做義工
車禍骨折志未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港專業進修學校本月24日（周
日）為有意升讀體適能或紀律部隊入職訓練課程的應屆文憑試
考生舉辦「DSE考生體能大激鬥」，參加者當日可接受紀律部隊
入職體能測試，更可與本地體壇名將比拚，交流運動和維持身
心健康心得，費用全免。

6月24日何文田舉行
活動本月24日(周日)上午11時至下午1時，假九龍何文田公主

道14號港專何文田校舍舉行，對象為應屆中學文憑試考生。
校方邀請2012長洲搶包山冠軍鄭麗莎、香港足球代表隊隊員

謝德謙、2012香港渣打馬拉松十公里全場第一名陳家豪、前香
港警隊總警司何子棠(Tony Sir)等，分享提升體能方法。有興趣
同學可登入港專網站報名，又或致電39231017查詢。

港專DSE考生體能大激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思諾）教聯會昨日與教育
局常任秘書長謝凌潔貞等多名官員會晤，向當局表
達「反殺校」立場，促請政府盡快推出政策，落實
候任特首梁振英在諮詢政綱所提出「適量增加中學
教師編制」建議。

教聯會副主席王惠成、副秘書長林文輝和顧問英汝
興，昨日與謝凌潔貞開會討論「學童人數變化」，以
及其引申「超額教師」、「縮班殺校」等問題。教育
局副秘書長葉曾翠卿、陳美寶等出席。

王惠成指，由現在至2016年，本地中學生人數將持
續下降，令短期內出現學額過剩情況。但由於不少
跨境或「雙非」學童會回港升學，他們將相繼升上
小學及中學，屆時學額便會嚴重不足，並會有區域
分布不均情況。他促請教育局不要再用「縮班殺校」

方法解決短期性學額過剩問題，反而應把握現時學生人數下降
時機，投放更多資源，如增加學校人手和減少教師課節，從而
提升教學質素。

教局：認同教聯會建議
謝凌潔貞回應時表示，認同教聯會建議，並指若將來資源容

許，當局也希望給予教師更多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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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馮瀚林）電影或小說角色常誇口為了愛人「粉

身碎骨」也在所不惜，但要是在現實中擔當「粉身碎骨」的角色，那種錐心

蝕骨的痛，並非如銀幕或紙上那般輕描淡寫就過去了。鄒梓嫻小四時遇上交

通意外，險些遭截肢變成植物人。但憑 驚人意志，她最後甦醒過來，並受

病友啟發，重燃生命熱情。出院後，她除了不斷接受手術外，更堅持學習，

最終考上香港教育學院，課餘積極做義工，最近獲「賽馬會獎學金」嘉許。

她吃過不少苦頭，立志畢業後幫助弱勢社群，報答上蒼賜她「第二次生命」。

「賽馬會獎學金」今日舉行頒獎

禮，本學年共有27名大專生獲

嘉許，包括內地生鄒梓嫻。她是教院「環球

商業管理全球及環境研究榮譽社會科學學

士」一年級生，成長之路十分曲折。10歲那

年，梓嫻在內地遇上交通意外。由於失血過

多，加上全身骨折，醫生告訴梓嫻父親，女

兒或會變成植物人。3天後，梓嫻終甦醒過

來，但醫生看到梓嫻雙腿和左手有壞死徵

兆，建議她接受截肢手術，但鄒爸爸極力反

對。最後奇蹟再現，梓嫻恢復知覺，四肢成

功保住了。

悟人間有愛 「要珍惜生命」
留醫期間，梓嫻認識了不少朋友，有患上

白血病卻積極面對人生的女院友，也有患末

期肺癌卻引吭高歌的男院友。她指這些院友

的豁達激勵了她，讓她明白「要珍惜現在，

珍惜生命」。另父母、同學和老師的支持，

亦令她感到人間有愛。她的同學輪流為梓嫻

推輪椅，送她回校，解答功課疑難，讓她更

有決心努力學習。

梓嫻不負所望，成績一枝獨秀。可惜在高

考前夕，醫生告知她要接受上顎骨手術，需

休學4個月。儘管如此，這挫折沒有把她擊

倒，最後她順利考上教院，積極參與義工服

務。她希望畢業後加入非牟利組織，運用所

學幫助貧苦大眾。

男生學芭蕾 冀全民開心
香港演藝學院藝術學士（榮譽）一年級生

許嘉俊，是另一名獎學金得主。他為了完成

父親心願，6歲起學習芭蕾舞，但其實心底

對此相當抗拒。中三那年，有師兄提議他出

演音樂劇，「看見師兄同樣是學習舞蹈，又

來自演藝學院，我決定以師兄為楷模，立志

會考過後入讀演藝」。

但嘉俊母親大力反對，他幾經爭取才能成

功入讀演藝。雖然他跳芭蕾舞出身，但在一

次美國交流中愛上現代舞。受到老師啟發，

讓他明白「跳舞由感情出發，不是單靠技術」

的訣竅。他希望未來推廣舞蹈，「終有一

日，我想與同學在街上教途人跳舞，令巿民

明白，跳舞可以是很簡單、很開心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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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思諾）香港
中文大學日前在校園舉行「科研創新路」
慈善步行籌款日，成功籌得超過100萬
港元，將用於中醫中藥研究所購置「高
效液相色譜質譜聯用儀」，儀器可進行
中醫中藥和草藥配方質與量先進分析，
是中醫藥研究及化學分析必備設施。

沈祖堯等主持步行籌款
活動由校友評議會聯同校友事務處和

拓展及籌募處主辦，中大校長沈祖堯、

校友評議會主席陳志新、中醫中藥研究
所所長梁秉中、教授馮國培，及活動贊
助機構代表主持起步禮。逾150位中大
師生、校友及贊助機構參加。

梁秉中表示，中大中醫中藥研究所一
向致力採用以療效為基礎的中醫中藥科
學驗證模式，為多類西方醫學仍未找出
徹底有效治療或預防方法疾病進行臨床
研究。今次籌款足夠讓研究所購置儀
器，有助提升中醫藥研究及化學分析技
術。

道聯鄧顯校30載 邀作家論師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思諾）香港道教聯合
會鄧顯紀念中學日前舉
行首項30周年校慶慶祝
活動，邀請著名作家兼
香港浸會大學語文中心
高級講師朱少璋主講學
術講座。他以幽默方式
分 享 古 今 「 師 道 文
化」，學生笑聲不絕，
讓他們反思與老師溝通
方法。

朱少璋從「好學生守則」談起
學術講座主題為「三十功名，八千里

路—師生關係與師道文化」，朱少璋以
「好學生守則」中的「尊敬師長，遵從教
導」起講，以連串笑話帶出話題，令同
學精神抖擻。笑聲背後，朱少璋認真談
及現今師生關係薄弱問題，又指社會常
常忽略身為老師應有的使命感，讓學生
留下深刻印象。

朱少璋表示，學校辦得好，除了要有
名師外，更要有高徒。名師固然能培養
高徒，而高徒亦為名師建立名聲。所謂

「三十功名」，是指鄧顯紀念中學創校以
來30年所建立的校譽，教師悉心施教，
同學用心學習，讓學校成為一所家喻戶
曉的好學校。

「八千里路」則指作育英才的漫長道
路，願師生繼續齊心合力，建設美好校
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勞雅文）掌
管直資名校男拔萃書院12年的校長張
灼祥下月退休，他曾表示要加入演藝
界，現在坐言起行，臨別前舉行兩場

「棟篤笑」活動，大爆行走教育界30
載奇聞怪象。張灼祥更透露，踏上台
板後會拋開平日嚴肅形象，加入戲劇
元素，令「棟篤笑」更具吸引力，希
望觀眾在笑聲中有所反思，特別是近
年熱話的「怪獸家長」問題。

九龍灣演出 門票今發售
張灼祥昨日為棟篤笑《從新出發》

與主辦機構進行簽約儀式，宣布7月
12日及13日在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舉
行一連兩日演出，門票今日開始發售。

邀好友撐場 講入男拔貼士
張灼祥將在舞台上大談「校長

經」、細說年少初戀故事、揭露「怪
獸家長」奇怪現象，甚至獨家披露男
拔入學貼士。另他邀請好友鄧梓峰及
男拔校友「鋼琴神童」沈靖韜作表演
嘉賓。

張灼祥表示，一年
前已開始構思「棟篤
笑」。他指在教育界
工作，遇到很多奇聞
怪象，平時會因為事
件涉及私隱，不能隨
意透露內情，「今次
用另一角度去講，帶
有演藝成份，亦可增
加吸引力」，他希望
觀眾從笑話中有所反
思。

穿皮褸加歌舞 論怪獸家長
他坦言，觀眾對象並非學生，而是

家長。張灼祥說時語帶無奈，「不一
定是『怪獸』家長，而是他們太緊
張。他見過2歲孩子要學幾種語言，
同時學西班牙文、英文及廣東話，令
小朋友不知怎辦。」

是次「棟篤笑」內容並非單是「自
說自話」，充滿表演慾的張灼祥指，
屆時會表演唱歌跳舞。他現年62歲，
昨日換上一身銅色皮褸登場，跟大會

邀請的藝人即場擺出各種甫士，樣子
非常「chok」。

張灼祥雖是昨日記者會主角，但卻
被學生沈靖韜搶去不少風頭。他問沈
靖韜若可再選校一次，「會再選男拔
還是『喇字頭（喇沙書院）』？」沈
靖韜笑言會選擇喇沙書院，「試試新
事物也好啊！」引來全場笑聲。沈靖
韜為張灼祥表現評分時，以10分滿
分，他舉起只有5分牌，並解釋說：

「已經比平時集會有趣得多。」沈口
齒伶俐，並沒有因為面對校長怯場。

■許嘉俊(左)和鄒梓嫻獲「賽馬會獎學金」。

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馮瀚林 攝

■張灼祥（右三）昨日為棟篤笑《從新出發》，與主辦

機構簽約。 香港文匯報記者勞雅文 攝

■張灼祥（右）跟歌手狄易達學跳已故國際巨星米

高積遜舞步。 香港文匯報記者勞雅文 攝

■朱少璋分享古今「師道文化」。 大會供圖

■ 陳 志 新

（左三）、沈

祖 堯 （ 左

五）、梁秉中

（右四）及馮

國培（右三）

一同主持開

步禮。

中大供圖

■左起：

教聯會副

秘書長林

文輝、謝

凌潔貞、

教聯會副

主席王惠

成。

大會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