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逾20大學生決心推「惜物」拾紙皮盛物籲全校「跟風」

「免廢讀中大」小組
助退宿物資「重生」

講座僅一人聽 餐券「利誘」無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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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廢讀中大」成員之一、中大法律學院四年
級生林君宜表示，每年學期完結，退宿同

學都會棄置大量物資。但到了9月開學，新入宿同學
又會添置一堆新東西，造成惡性循環，這種浪費令人
痛心。於是，她和其他成員決定邁出第一步，爭取於
宿舍舉辦資源回收活動，「一開始只有3個書院願意
推行，到現在，逸夫、和聲、伍宜孫、聯合和崇基書
院都和我們合作，其他書院亦有自己的計劃，但仍然
有些書院不願意請人、買紙箱辦活動。」
「免廢讀中大」為了推動計劃，會招募同學一起幫

忙。君宜指，「每棟宿舍總會有一兩個熱心同學，但
真的只有那麼一兩個。」
他們近日已經開始在中大四出拾紙皮，作為盛載物
資的箱子，以減低成本。被問及中大「執紙皮熱
點」，多位同學都異口同聲表示︰「超市附近最
多！」

真的沒人要 運往深水埗
雖然懷着滿腔熱誠，但君宜坦言，對於活動是否成
功，並不特別有把握，「跟宿舍商討計劃時，他們已
提出『新入宿同學會不會要這些物資呢？』我也知
道，現時大學生有很多選擇，對二手東西未必看得上
眼。我甚至聽過有同學是因為杯、碗、碟未能配上一
套，而拒絕取用……不過，我們會努力做，真的剩下
沒人要的話，就運到深水埗區，讓更有需要的人使
用。」

「CU拎」面書免費贈物
除了這個暑假「重頭戲」外，「免廢讀中大」成員

亦在不同方面舉辦環保活動。其中一個較廣為中大人
所知的，就是「CU拎」，君宜表示︰「這個活動用
了現時流行的『Free嘢』（免費轉送東西）概念，讓
中大生於facebook專頁『CU拎』上，發布有甚麼不要
可送出，再讓有心同學去找他收東西，延續物品生
命。」自去年9月推行至今，「CU拎」專頁已有
1,700多人讚好，情況尚算踴躍。

「再生園」小屋交換物件
「免廢讀中大」已獲校方批准，把該校「再生園」

一間回收小屋交給他們使用，作為物件交換站。君宜
對此十分雀躍，「這樣就不用把消息放在社交平台，
學生和教職員路過時，可隨意放下不再需要的物品。
最近看到有文件夾、竹枕頭等，希望同學每次去到那
裡，打開小屋的門，都有『尋寶』的感覺！」

吳克儉訪比利時增教育聯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馮晉研）教育局局長吳克儉今日

啟程往比利時及芬蘭進行為期6日的官式訪問，加強香
港與歐盟國家的教育聯繫，以及了解歐盟教育體系的最
新發展和成功經驗。教育局副秘書長陳嘉琪、局長政務
助理鄭健，以及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委員陳瑞端
同行。吳克儉外訪期間，教育局局長一職暫由副局長楊
潤雄署任。
是次外訪行程包括探訪歐盟委員會教育文化總署、芬

蘭國家教育委員會，以及參觀多所高等教育、職業教
育、師資培訓院校和當地大學。其間一行人將會與高層
官員、歐洲大學協會及學術合作協會的代表、法國及德
國的學者、芬蘭的商界人士、香港留學生、芬蘭教育及
科學部長及赫爾辛基市長等人會面和交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今年是英國詩人
及劇作家莎士比亞誕生450周年，亦是「中國大
學莎劇比賽」10周年紀念。本屆比賽決賽將於5
月26日至28日於中文大學邵逸夫堂舉行，12隊
來自內地、台灣、澳門及香港的參賽大學生隊
伍，將以創新獨特的手法，演出莎劇精華片段。
比賽歡迎全港中學免費報名觀賞，公眾亦可索取
免費門票。

12隊精英 奪冠免費遊英
「第十屆中國大學莎劇比賽」，由中大英文系

及藝術行政主任辦公室合辦，讓大學生透過演出
莎劇，學習英語戲劇精粹，並推廣英語學習，以
及促進中西文化交流。過往九屆賽事，共吸引
92所來自兩岸四地的大學參賽，觀賞決賽的香
港中學師生多達12,000人。今年比賽有39所大
學參加，大會選出12支精英隊伍，本月底進行
決賽。奪冠隊伍可獲一星期免費英倫之旅，行程
包括參觀莎士比亞故居、歷史悠久的天鵝劇院、
環球劇院等。有意觀賞比賽的中學及公眾人士，
可致電：3943 1983或3943 7528查詢。

喧鬧社區背後的「被遺忘者」
一直以來，深水埗給人的印象都是

熱鬧、有着各式各樣的美食和林林總
總的電器。青年人會認為這地方是有
趣的；老年人會認為這地方是充滿回
憶的；窮人會認為這地方是「天
堂」；但富有的人會認為這地方是一

秒也不應停留的。可是，大家可曾知道並了解這表面喧
鬧的社區背後，居住着的弱勢社群──露宿者？
污穢、貪婪、懶惰……都是人們給予這些露宿者的代名

詞，但這些形容與我親眼看到的並不相符。走在天橋底的
路上，有一位樣子看起來十分慈祥的老婆婆，正搬着一袋
沉甸甸而濕潤的廢紙，她對待這堆廢紙的態度很是認真。

憂弄污別人衣服拒接受幫忙
我看見她十分吃力，忍不住走上前說：「婆婆，讓我

幫你吧！」她卻用帶有鄉音的廣東話回答我：「妹妹，
不用了，這會弄污你的衣服的。」此時，我感到十分驚
訝，這是我第一次聽到有人會擔心弄污別人的衣服而拒
絕接受幫忙。於是，我開始對婆婆感到好奇。
然後，我鼓起勇氣與陌生的婆婆閒聊起來了，雖然有少

許內容聽不明白，因婆婆說的都是潮州話，但我仍能憑着
手勢和推測，明白大部分內容。婆婆說，她在20多年前帶
着8歲的兒子移居到港，但因教育水平低和語言不通，不
懂乘搭交通工具和找不到工作，一直只能靠拾紙皮維生，
供養孩子。現在，孩子已成家立室，而且當她提及其孫兒
時，面上更流露足以溶化一切的笑容，她亦高興得一邊擺
弄着自己的手指，一邊告訴我她有2個女孫、3個男孫。

觀粗糙濕疹手 感生活努力
其間我細心地觀察着她那粗糙、充滿傷痕且患有濕疹

的手，還有，她那彎曲的手指彷彿在告訴我，這些年來
她是多麼努力地生活，這是一雙媽媽的手。雖然今天的
婆婆兒孫滿堂，但她還是被這知識型的社會遺忘在天橋
底下的一角露宿，即使晚年也只可孤單度過。
看到這些場景，試問我怎忍心追問婆婆為甚麼未能享

兒孫福、為甚麼未能退休、為甚麼未能獲得三餐溫飽？
看到婆婆彎着腰地拉着那殘舊不堪的手推車的背影，我
的鼻子一酸，心裡很是難過，卻又十分敬佩她那堅毅不
屈的精神。腦裡想着的，只有婆婆那溫暖的笑容，難道
是我在逃避這現實的殘酷嗎？我不敢回答自己。

如舊樓遭淘汰 盼獲了解關懷
身處深水埗這正在舊區重建的社區，你不難發現有不

少新舊不一的房屋同樣立足於這地方，情況就好比露宿
者也像舊樓一樣被社會淘汰，他們也像婆婆一般，對自
己的手的痛楚麻木了一樣，對這些待遇習以為常。
但是，弱勢社群所需要的，正是有人知道他們的存

在。其實，他們跟我們一樣都是認真、努力生活的一
群，只要你肯花時間去了解他們，你會發現，這地方和
這班露宿者都是值得用心關懷，有着值得你停一停、看
一看的理由。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馮紫希（4C） 樂善堂余近卿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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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節能空調 城大生三星賽奪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馮晉研）城市大學電子工程

學系二年級學生黎俊德設計節能空調系統，於三星
公司首次在本港舉行的「Solve for Tomorrow」比
賽獲得大專組冠軍。他的空調設計透過感應器採集
室內溫度、二氧化碳濃度和所在地的人流，讓系統
自動調節新鮮空氣的供應量，從而改善室內空氣質
素和冷暖舒適度，同時達到節能的目的，預計每月
耗電量可減逾一成。

料月耗電量減逾一成
黎俊德的得獎作品名為「隨人流改變風量的空調

系統新構思」，他介紹指，新設計沿用現有辦公室
或大學空調系統的主要部分，只是將冷氣出風口改
裝，成為由冷氣出風口、照明設備、感應器組成的
單元。他指，由於感應器安裝在出風口外面，能較
精確地分析周圍環境及新鮮空氣的需求量，提高節
能效果。他指，一間朝九晚六運作的辦公室若改裝
新系統，估計每月的耗電量可減少逾一成，而且價
錢卻與現有的系統相若。
黎俊德又指，從源頭節能非常重要，空調系統佔

大廈能源消耗量一半，是以他針對通風及空調新系
統探討，並從大學課程獲得靈感作出是次新設計。■黎俊德展示新設計的節能冷氣出風口模型。 校方供圖

推動環保從來不易，「免廢讀中大」小組曾
在小型減廢行動中碰得一鼻子灰，曾開辦講座
邀請嘉賓談環保，卻只有1位同學參加，就連
10元餐券「利誘」也沒有多少人理睬，垃圾還
是不減磅，計劃失敗告終。林君宜無奈表示︰
「環保，大家都知道要做，也知道應該如何

做，但真正做的人卻很少！」
「免廢讀中大」今年2月，在中大逸夫書院逸仙樓
2樓開展減廢行動。
君宜表示，小組一開始先到該樓層為垃圾磅重，發
現每日約有6公斤垃圾，「於是我們把目標定為5公
斤，鼓勵同學減廢。」

垃圾桶見僅吃一點的薯片包
剛開始，小組計劃垃圾若超出目標重量，人人罰

款，但這安排未獲完全認可，最後只能「改罰為
獎」。若同學達標，每人獲獎10元餐券1張。君宜對
此不太滿意︰「懲罰變獎勵，效果已大減。10元餐
券，大家拿到雖然開心，但拿不到也不覺得怎樣，加
上這是集體垃圾重量，削弱了個體減廢意識。」結
果，計劃完全失敗，小組成員曾在垃圾桶找到一包只
吃過一點的薯片包，反映同學未有減廢心態，「結果
我們一班人吃光那包薯片！」
計劃開展前，「免廢讀中大」成員為了提高同學環

保意識，已舉辦5次座談會，邀請嘉賓演講，但這又
是另一個令人沮喪的經驗，「試過其中一個座談會，
除了我們的成員外，參加同學就只有1位。」

勸宿生刷牙勿長開水龍頭
「不過，我不是容易灰心的人！」君宜淡定地說。
計劃推行未獲成功，但她還是努力地影響身邊人，例
如她曾勸喻海外宿生刷牙時不要長開水龍頭，「朋友
和我一起吃飯時，一定會把飯吃光。他們彼此有時會
笑着說：『記得把飯吃光啊，否則君宜會來捉你
的！』」

■記者 歐陽文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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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訊 （ 記

者 歐陽文

倩）每年5月都是大學宿生「退宿」高峰

期，但一棟棟宿舍往往「人去樓不空」，不

少宿生無情地丟棄大堆簇新或可用物資，最

終長埋堆填區，造成嚴重浪費。有見及此，

20多位有志於環保的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成

立「免廢讀中大」小組，決心從不同層面推

動「惜物」概念，今個暑假「重頭戲」就是

回收宿舍物資供新生取用，讓物品重獲新

生。現時各人四出拾紙皮作為盛載物資的箱

子，呼籲全校同學響應。

了解食量減廚餘 學用三色回收桶
環保概念十分廣泛，「免廢讀中

大」多個小組成員，各自分享環保小
舉動，讓大家參考，從基本開始。林
君宜表示，最簡單就是了解食量，減
少廚餘；正確回收，了解到底甚麼才

可放進三色回收桶。除了行動外，大家還可改變想
法，君宜解釋︰「有些人會覺得，香港不夠漂亮，
所以到外地旅遊看風景、想離開香港，但為甚麼我
們不好好愛護自己居住的環境，令它更漂亮呢？」

學生倡家中分類垃圾
中大地理與資源管理學系二年級生林倩婷表示，

除了平日減少浪費，延續物品生命外，大家亦可在
家中做垃圾分類工作，讓更多資源回收再用，「雖
然家人、朋友一開始對我這些舉動都沒有興趣，但
其實只要努力做，最終也會產生潛移默化效果，影
響他人。」

校方職員籲自備水樽
中大職員林嘉宏建議，中大人應自備水樽，

「少喝一點樽裝水，已可減少很多垃圾。中大到
處都有飲水器，同學帶個水樽，就隨時可以盛水
喝了！」

■記者 歐陽文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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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屆中國大學莎劇比賽決賽將於本月底在中文大學
舉行，歡迎學界及公眾人士觀賞。 中大供圖

■林君宜自己煮食減少浪費。
彭子文 攝

■中大有熱心學生設立攤檔，將收集到的二手物資轉贈他人，為環保
出力。 高鈺 攝

■中大校
園設有書
本 回 收
屋。
彭子文 攝

■■中大環保女生推動中大環保女生推動
回收回收。。 彭子文彭子文 攝攝

■左起︰林嘉宏、林倩婷、中大地理與資源管理學系二年級生鄭浩霖和林君宜都是「免廢讀中大」成員。
彭子文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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