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俊文與中國文化的淵源早在其
小學階段已開始萌芽，「我

小學第一個朋友是中國人，他教我
普通話，至今我們也是好朋友」。升
上中學後，其他同學都選西班牙
文、意大利文作為第二語言，他選
了中文。

唐人街「偶遇」 一見鍾情
他記得自己十一、二歲時，在波

士頓唐人街的中秋市集看到中國劇
曲的演出，對二胡等拉弦中樂大感
興趣；同年的聖誕節，即要求媽媽
在網上購買二胡作為聖誕禮物，他
笑言，「當我有了二胡，我就立即
放棄了小提琴和鋼琴」。
雖然他熱愛中樂，但一直沒有正

式拜師學藝，只是每個星期都去唐
人街的音樂社觀摩、去欣賞粵劇、

看他們玩中樂⋯⋯」由二胡開始，
他自己慢慢地揣摩各種樂器，至今
懂得至少8項中樂樂器，包括拉弦樂
的二胡、二弦、竹提琴、高胡和椰
胡；又懂彈撥類的揚琴、阮和中樂
的敲擊樂。

讚港保留傳統粵劇精髓
來港前，他在美國波士頓學院讀

亞洲研究，差一年就要畢業。不
過，其實他一直希望趁年輕，正式
來華學習中樂，「我想學正宗的指
法、手勢；人大了，就很難改」。在
家人支持下，他毅然休學赴港進
修，「香港保存了最傳統的粵劇；
內地的(伴奏)已經『交響樂化』了，
只跟樂譜演奏，很不像樣；最正宗
的粵劇應該是跟 演員所唱的而伴
奏，現在只有香港做得到。」

冀當老師宣揚中國文化
訪問當天，俊文一共帶了4項拉弦

樂器與記者見面，手拿二弦、竹提
琴、高胡和椰胡，隨手便可以演奏
一曲，而且每首曲風都不一樣，有
哀怨的又有節奏明快的，對樂器的
特性，他都非常熟悉。

他希望學成後，可以成為粵劇團
隊中的「頭班」，就是樂隊的領班；
長遠而言，他立志出書，並要當老
師，向世界宣揚這個傳統文化。這
個「老外」，骨子裡比中國人還要熱
愛中國傳統，他追尋粵劇藝術的堅
持，令一眾同學、老師都大感佩
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思諾）現年56歲的中大化學系教授余
濟美，近日正式上任成為中大聯合書院第九任院長。他於17年
前由美國回流香港，即加盟中大，其間他非常投入書院的生
活，曾擔任書院的校董會成員。他坦言，如果終日只做研究、
教學工作，有時也會覺得生活苦悶，故希望作出新嘗試，在院
長的新崗位上，在書院內推動「包容」及「創新」的精神。

頑皮仔展理科天分
余濟美來頭不小，曾憑 「光催化降解」研究取得國家自然

科學獎二等獎，於2009年獲國家教育部聘任為長江學者講座教
授。不過，他的小學成績其實並不突出，直至升上中文中學，
成績突然有明顯進步。他笑言自己不是「聽教聽話」的學生，
操行一直不好，「我人生中第一個獎，就是品行進步獎，可想
而知，我本來的操行有多差」。在家中，余濟美也是頑皮的孩
子，早於八九歲已是「破壞王」，喜歡拆家電，家中名貴的收音
機首先遭殃，父親對此頗有意見，直至有一次，余濟美不費吹
灰之力竟把電視機修理好，爸爸大為驚嘆，認定孩子有理科天
分，故高中他亦順理成章讀理科班。
高等程度會考失手後，余濟美未能入讀心儀的中大，卻獲當

年的浸會學院取錄；亦由於他一向生物科成績較好，遂主修生
物，但大一時，他遇上了恩師——化學教授曹宏威，即被對方

生動的教學方法所打動，重拾對化學的熱愛，故在二年級決心轉讀化學
系。
準備升大四時，余濟美因為當年的女朋友拿到獎學金赴美留學，他亦

決心追隨左右，「若不是去了美國，也不能娶得美人歸」。他在外國先
後完成了學士學位及博士學位，更找到真正的研究方向。
余濟美在攻讀博士最後一年時只有28歲，當年他已獲薦到一間私立大

學當助理教授，他笑言，自己像是「神童教授」，曾經有實驗室管理員
誤當他是學生，不准他進實驗室。

為3子回流香港
留美生活16年，余濟美為了讓3名兒子學好中文，決心回流香港。就在

1995年，他正式加入中大和聯合書院。這17年來，他非常投入書院生
活，在書院中擔任各類行政工作，如2001年起擔任環境委員會主席，
2008年起出任書院校董會成員，去年兼任副院長及通識教育主任，他亦
為國際生舍堂的首任舍監。書院的生活，讓余濟美樂在其中，「我在書
院裡可以認識不同學系的人，而且因為沒有利益衝突，不少教授成為我
推心置腹的朋友」。他表示，作為新院長，他希望可以繼續將書院「包
容」和「創新」的精神發揚光大，完成書院的教育使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思諾）粵劇藝術在香港知音漸少，

但美籍愛爾蘭年輕人麥俊文(John Clifford)自12歲在美國唐人街

街頭「偶遇」粵曲後，即對之一見鍾情：為方便向華人樂師請

教，本身已懂普通話的他自學台山話及廣東話；約10年間，他

在沒有拜師的情況下，掌握了8種中樂；在美國的大學課程差

一年就畢業，他卻堅持趁年輕到香港正式學習中樂，結果毅然

休學，到港修讀演藝學院2年制中國戲曲課程文憑，成為該課

程首名非華裔學生。小伙子立志將來要做老師，向全世界傳揚

「查篤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婷芝）為打擊教育局以迫
使當局撤回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反對派提出與國民
教育有關的所謂「指控」，已達無的放矢之地步。教
協昨藉詞指局方在今年初於學校「網上校管系統」
新增了「國民教育內地學習活動」一欄，揚言局方
收集學生參加內地學習及交流活動的個人資料，是
為了檢視學生是否愛國，並質疑此舉侵犯私隱。法
律界人士指，無證據指當局違法，反認為「指控絕
對是捕風捉影」。教育局回應指，收集資料是避免重
複資助同一學生，及回應立法會的查詢，並用以審
視交流計劃的政策目標。
目前官津及按位津貼學校均有使用「網上校管系

統」，協助學校處理行政事宜，系統用於紀錄學生的
個人、學習成績及課外活動資料；新增的「國民教
育內地學習活動」欄目，是方便學校紀錄學生的學
習經歷，紓緩教師行政工作量。此外，學生其他課
外活動如制服團體、學會等也有記錄。
教協副會長黃克廉昨舉行記招，指近日收到幾名

家長和老師的投訴，憂慮當局收集和存放有關學生

資料的目的，是檢視學生是否愛國的指標，又指教
育局毋須要求學校紀錄學生參加內地學習及交流活
動的詳情，質疑局方行為侵犯個人私隱和人權。

校長批指控無知欠理性
本身是中學校長的教育評議會主席鄒秉恩炮轟教

協的指控「是出於無知，亦欠理性」。他指教育局根
本無動機收集資料來判斷學生愛國或不愛國，他相
信當局收集和存放學生的資料，只是用作評定活動
成效，以便修訂日後的交流活動，因此收集資料實
屬正常。他又指，政府有守則列明，要將記名和不
記名的資料銷毀，認為提出質疑和指控者實在過度
憂慮。

大律師：無證據屬「捕風捉影」
大律師陸偉雄表示，沒有證據顯示教育局違反私

隱條例，認為「指控絕對是捕風捉影」。他解釋，家
長和學校是在知情的情況下，決定是否簽署《收集
及轉送學生個人資料聲明》，「如果覺得有問題，可

以不參加(活動)或不簽署(聲明)。若家長不同意，局方
即是不可以收集資料」。他又表示，理解家長的疑
慮，建議局方舉行諮詢會，讓有疑問的人士，即時
詢問教育局，而局方亦可具體和詳細交代收集資料
的目的，並列明資料的保存期，誤會便可迎刃而
解。

教局：不會建內地交流檔案
教育局發言人表示，不會為學生建立內地交流計

劃檔案，學校傳送給教育局的資料，主要包括學生
參加活動名稱、日期及地點，局方只需要全港性數
據，例如曾參加資助內地學習及交流活動的總人
數、學校數目等。有關數據的目的是幫助學校掌握
學生參與活動的資料，在處理學生申請時，盡量優
先考慮未曾獲有關資助的學生，確保善用資源，讓
更多學生受惠資助。
發言人又指，數據同時亦有助當局檢視資助學生

參加內地交流計劃的政策目標，及回應立法會或公
眾的查詢。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劉景熙) 不少
家長為助子女爭入名校，都會「力谷」
他們報讀大量興趣班，有關情況猶如
揠苗助長。不過，近年這風氣略有轉
變，部分家長欲先找出子女的長短
處，再進行針對性部署。有教育機構
看準市場需要，今年9月推出「兒童教
育腦部評估」，請來專家從6個範疇評
估兒童的腦部潛能，包括集中力、記
憶及邏輯等，收費由免費至1,000元不
等，目前約有100名家長向查詢。
有教育中心與學者合作，研發

「MBA腦部評估」，協助家長了解子女
腦部發展。評估每次以3人至6人的小
組進行，專家會在孩子進行記紙牌遊

戲、看圖說故事時觀察學童反應，再
撰寫分析及建議報告予家長，家長可
針對孩子的強弱項而加以訓練。評估
每次1,000元，但推廣期收費500元；
如果家長報讀為期4個月共3,200元的
數學班，則可獲免費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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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

者 劉景熙) 嶺南大學
將於11月15日舉行第
四十三屆畢業典禮，
頒授榮譽博士學位予
5位傑出人士，包括
前律政司司長黃仁
龍、著名女導演許鞍
華將分別獲頒榮譽法
學博士和榮譽人文學
博士；首屆中國銀監

會主席劉明康、世界知名國際貿易學者巴格沃
蒂、商界領袖陳祖澤均獲頒榮譽社會科學博士。
黃仁龍在2005年獲任命為律政司司長，直到今

年6月30日卸任。事業上，他一直致力維護香港
法治；個人生活方面，他亦堅持為基督教關懷無
家者協會等慈善組織工作，顯示其高尚正直的品
格。
許鞍華逾30年來共拍下25部長片，獲獎無數，

包括2屆金馬獎最佳導演、亞洲電影大獎的終生
成就獎等，她更是史上首位4次奪得香港電影金
像獎最佳導演獎的電影人。

劉明康改革內銀積弊
陳祖澤曾任教育及人力統籌司和副布政司等重

要職位。他退休後轉戰商界，曾擔任九龍巴士公
司董事長逾10年。他亦致力為非牟利慈善機構工
作，現為科大顧問委員會主席、尤德爵士紀念基
金理事會主席等。劉明康是內地銀行系統問題專
家，2000年接任中國銀行行長，對內地銀行多年
體制的積弊進行大刀闊斧改革。他其後出任首屆
中國銀監會主席，全面推動國有銀行業的改革。
巴格沃蒂出生於印度，是當今最具影響力的經濟
學家之一，他大力提倡自由貿易，曾被譽為當代
最具創意的國際貿易理論家。

早前完成了本學年舉辦的
「生命塗ART」計劃之「生
涯規劃小組」，對象為自閉
症、過度活躍及專注力失

調、特殊學習困難，以及言語障礙的學生，希望增
強他們的自我認識，協助他們發掘個人潛能，並建
立職業路向。
某次，筆者要帶領10位有不同特殊教育需要的中

學生聚會。大家背景不同，故各人起初表現不太熱
衷，我問大家對自己未來方向有何打算時，只換來
「不知道」的答案。

小組舉行初期，筆者常要提醒他們遵守小組規

範，帶領活動時頗感吃力。經過多次聚會及活動中
的熱身遊戲，學員終於熟稔起來，各人對於動態的
活動，表現活潑投入；在靜態的環節中，看似不專
心，不過意想不到的是，他們能夠回答工作人員的
提問；在分享環節內，學員開始願意按本身的性格
及能力發掘興趣，並作出分享。

「經驗學習法」尋理想工作
活動的另一重點，是協助學員尋找個人工作方

向，以「經驗學習法」體驗六大工作類型的特色，
以代入職場個案思索自己感興趣的工種，再而由自
己角度思考現代社會的市場要求，提升同學對自己

現在能力的認識及鼓勵他們朝 夢想工作努力。
筆者發現，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同樣有自己的

理想工作，不過往往沒有機會表達，亦沒有一個合
適的平台讓其思考及討論，更沒有人帶領他們了解
自己的理想工作與現實具體要求之差距，以及如何
實踐。其實，學員的理想工作很多時並不以金錢掛
帥，而是單純想去幫助別人，又或只是想認識不同
的世界。他們擁有這份可愛純潔的夢想，是他們的
福氣，我在此祝願他們擁有燦爛、多姿多彩的人
生。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撰文：註冊社工葉少霞

查詢電話：2527-3171

網址：http://www.hkfws.org.hk

「生命塗ART」助特教生建職業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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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理工大學昨日在校園午膳期間舉辦「充電音樂會」，鼓勵學生融入學校

大家庭，提升歸屬感。常務及學務副校長陳正豪致辭時表示，期望音樂會在新

學年為學生大力打氣。校方邀請多位流行歌手及藝人擔任嘉賓，包括鍾舒漫、

和田裕美及張彥博，又請來學生會舞蹈學會（見圖）勁歌熱舞。 理大供圖

■「MBA腦部評估」以3人至6人小組

進行。 劉景熙 攝

■陳祖澤

■劉明康 ■巴格沃蒂

■許鞍華

■麥俊文在本月28和29日的粵劇《再世紅梅記》中，將演奏竹提琴(相中

的樂器)和電阮。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思諾 攝

■余濟美上

任成為中大

聯合書院第

九任院長。

記者

劉思諾 攝

■黃仁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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