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主教伍華中學高雄交流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李慧妍）天主教伍華中學人文學
科及體育科近日舉辦「高雄、墾丁人文及體育交流團」，讓
同學了解台灣的建設、體育發展和城市面貌，體驗人文風
情。另校方亦安排了同學參觀旗後炮台，讓同學認識中日甲
午戰爭與台灣的歷史知識。
為期四天的行程中，學生到高雄市立三民高級中學與當地

學生進行交流，有關學校簡介了當地的學制及學校特色。高
雄市立三民高級中學校長林文展表示，雖然兩校相距甚遠，
但是次交流開啟了友誼大門，相信日後會增加溝通和互動；
該校更安排學生與到訪學生進行棒球練習，場面熱鬧。

葉曾翠卿任免費幼園教委會副主席

指浸大發展已上軌道 日後願以社會人身份協助校方

陳新滋明年退休
師生疑關「李地」事

阿樂是一名高中生，讀書成績優
異，語文科表現更是名列前茅。他
喜愛看書，為人內向、沉默寡言；
與他交談時，你會發現他知識豐
富，像一本活的百科全書：天文地

理無一不曉。阿樂的家人準備安排他到海外升學，前
途可謂一片光明……只是，阿樂最近總是心事重重、
鬱鬱不歡，他覺得自己的問題要自己解決，不想與人
傾訴。
這天，阿樂如常來到中心參加健康身心小組活動。

這節小組的熱身遊戲名為「隔山叫牛」，參加者分開
三組，A組（牧牛人）要把一句話告訴C組（牛），而
站在中間的B組（山）則要用盡方法擾亂他們。三組
的同學都顯得非常投入，有的大叫，有的更唱起歌
來，場面熱鬧得很！原本默不作聲的阿樂，由於被安
排做「山」，也大叫大唱得聲嘶力竭，而遊戲亦在一
片歡笑中完結。

學習表達情緒變輕鬆
到了活動的尾聲，阿樂在「今天我在小組的得

着……」一欄中寫道：「今天很開心！因為可以在遊
戲中大叫、盡情發洩！」原來，大家眼中從不發脾氣

的乖乖學生阿樂，平時把壓力和不快的情緒都壓抑下來，不懂如
何表達。一個簡單的遊戲讓阿樂發現，原來把不快發洩出來能令
自己感到十分舒暢，而他亦慢慢去學習如何好好表達自己的情
緒、想法，令自己變得更輕鬆。

「經驗學習法」帶來改變
常言道「勤有功，戲無益」，但原來「遊戲」可以作為介入手

法，將參加者在活動過程的經驗，在合適的引導下，轉化並應用
至日常生活上。這樣，比起單向式的教授，能為參加者引發更深
刻的印象、帶來更重大的改變，這就是「經驗學習法」。就像阿
樂一樣，他或許從沒想過，「隔山叫牛」的活動會讓他意會到有
效表達情緒的重要性呢！

撰文：香港家庭福利會註冊社工譚兆舒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查詢電話：2527 3171
網站：http://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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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錄詩人廖偉棠40篇優秀散文：有懷念一

代巨星張國榮、梅艷芳的風采，有對作家三

毛、商禽等的深切悼念，還有初為人父的無限喜悅；他又以細膩的

文字，帶領讀者雲遊四方。廖偉棠是得獎最多的香港作家之一，本書亦收進他多篇獲獎作品。他現

為自由作家、攝影師。曾獲香港文學獎雙年獎，香港藝術發展獎2012年度最佳藝術家（文學）。

我最喜歡的人物是野野村龍
太，他的運動細胞雖然很差，
但物理成績好，在惠美遇到困
難時，他站了出來，幫助惠美
解決一個又一個物理難題，就

像一本百科全書，因而成為惠美的小老師，幫助她邁向
成功道路。他也是一名很有耐心、樂於助人的人，在惠
美面前有時也會害羞，是一個腼腆的男孩。
我最喜歡的篇章是《作用力》與《反作用力》。這些
篇章圍繞一個問題：「球施加在球拍上的力和球拍施加
在球的力，其大小關係為何？」野野村龍太為困惑的惠

美講解，我也從中學到「球施加在球拍上的力和球拍施
加在球上的力相等」這個有趣的物理理論。此外，我也
明白了「牛頓三大運動定律」，分別是慣性定律、運動
方程式、作用力與反作用力定律。
不過，我讀本書時，也遇到困難。書中提及一些物理

專業名詞及公式，令我百思不得其解，幸好科學老師在
午膳時幫我更透徹地理解這些物理知識，令我恍然大
悟。
讀完這本書後，我感到生活與物

理知識息息相關。譬如，你把一個
筆袋扔到地上，也可解釋成一個物

理知識。因此，我們應認真地學習物理。我知道，現在
我們所學的物理知識只是宇宙中芸芸定律中的「冰山一
角」，還有很多值得我去探
索、學習。
我也想感謝作者，他把內

容寫得很好。雖然我只是一
個中二生，未需學習物理，
但可通過本書提早學到
非常有趣的物理知識；
而且本書寫得淺易，並
不深奧。我希望作者可
多些出版這類物理書，
供讀者閱讀。

中華書局總編輯李占領點評：一本好書理當深入淺出，就如一位好老
師懂得因材施教，看來同學兩者都遇到了，真是幸運！物理存在於日常
生活之中，物體受力跟施力成正比，仔細一想，亦甚具哲學意味呢！越
多接觸不同類型智識，越會發現世界妙不可言。

學生：邱天宇
學校：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中學《世界第一簡單物理學》深入淺出

本報教育版最近新增投稿專欄，廣邀全港中

學生撰寫書評，藉此推動學界閱讀風氣。投稿

作品每篇介乎500字至800字，須為原創，不

得一稿兩投。作品一經刊登，可獲由中華書局

贈送50元書券乙張，以及精選書籍一本。
投稿者請把書評電郵至wwp.edu@gmail.

com。電郵標題請註明「書評專欄投稿」，並

列明學生姓名、就讀年級、所屬學校、住址、

聯絡電話和電郵，以便編輯跟進。

徵稿啟事

《有情枝》

��
&�
��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高鈺）教育局公布委任剛榮休的前教育局
副秘書長葉曾翠卿出任「免費幼稚園教育委員會」副主席，任期
即時生效，直至委員會完成工作為止，暫定日期為2015年4月。

吳克儉指葉太義務出任
教育局局長吳克儉表示，很高興葉曾翠卿接受邀請，義務出任
委員會的副主席。他指葉太是一位曾於政府服務多年的資深教育
專業人員，在過去35年先後在前教育署、前教育統籌局及教育局
的不同崗位為社會服務。
吳又指，葉太擔任教育局副秘書長時，其中一項工作是負責幼
稚園教育政策，並積極參與在去年4月成立的免費幼稚園教育委
員會的工作，「她在委員會的工作完成前離任，將對委員會往後
的工作構成影響。」是次葉太是以個人身份而非公職身份繼續參
與委員會的工作，吳克儉指有信心葉太的參與及為主席提供的支
援，將有助委員會研究各項複雜並互相關連的事宜，以及與不同
的持份者進行交流。
委員會主席鄭慕智表示，在各委員支持下，委員會會努力地完
成工作，並於明年向政府提出切實可行的免費幼稚園教育建議。

■一項調查發現，逾六成僱主計劃今年聘請應屆大學畢業生，每名僱主平均聘
用3人。圖為大專畢業生招聘會。 資料圖片

聘大學生起薪點 教界一萬建造業萬七

中大「生教」研討日 育中學生價值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港中文大
學教育學院及香港教育研究所應教育局邀
請，第三次舉辦「協助中學規劃生命教育計
劃」，透過理論探討、考察交流及校本支援
等方式，協助本地中學規劃生命教育課程和
活動，培育學生正向的價值觀。計劃為期9
個月，共有50多位來自17所中學的校長、

副校長、主任及前線教師參加，各人將於本
月28日（星期六）舉行的「生命教育研討
日」中，總結並分享參與計劃後的心得。有
關活動歡迎前線教師及生命教育工作者參
加，以促進教育同工的交流。有興趣者可登
入以下網址了解詳情：https://hkier.fed.
cuhk.edu.hk/ledc/2014/

■陳新滋宣布將於明年6月30日任期屆滿後退休，決定獲校董會接納。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每
年暑假均有大批大專院校畢業生準備
踏入職場，也是各行各業吸納新血的
好時機。一項調查發現，逾六成僱主
計劃今年聘請應屆大學畢業生，每名
僱主平均聘用3人。當中建造業的起
薪點最高，達17,000元，而教育界不
但無太大意慾招人，起薪點亦是調查
中的行業最低，僅達10,000元。另有
近八成僱主指最重視畢業生的工作或
實習經驗，調查機構建議，畢業生求
職時，應多分享相關經歷如何應用到
工作之一，增加獲聘機會。

應屆畢業生 護理業爭住請
為了解僱主招聘應屆大學畢業生的
意慾，人力資源公司「CTgoodjobs」
於過去兩個月進行「CTHR 2014年
畢業生招聘及薪酬調查」，成功訪問
了13個行業共205名僱主。結果發
現，61%受訪僱主有意於今年聘請應
屆大學畢業生，每名僱主聘請人數中
位數為3人，較去年56%增加5個百分

點。其中護理及製藥業招聘意慾最
強，計劃聘請人數中位數達21人；其
次是建造業、媒體及傳播業，均達10
人；而教育界招聘意慾最差，只計劃
聘請1人。
調查又顯示，僱主的起薪中位數為

12,000元，維持2013年的薪金水平。
起薪點最高的是「建造業，畢業生月
薪中位數達17,000元；起薪點最低的
則為教育界，中位數只有10,000元。

79%僱主最重視工作實習經驗
僱主招聘人手各有標準，調查反

映，79%僱主最重視畢業生的工作或
實習經驗，其次77%人重視其就讀的
學科，學業成績反而次要，只有44%
僱主留意。另逾八成僱主稱，聘請畢
業生時並無對個別院校有特別偏好，
其餘有偏好的近兩成僱主中，逾四成
人傾向聘請港大學生。
調查又指出，44%受訪僱主去年未

有聘請應屆畢業生，當中46%人認為
畢業生缺乏工作經驗，令他們卻步。

至於其餘去年有聘請畢業生的受訪僱
主中，有81%人對獲聘畢業生的工作
表現感到滿意。
CTgoodjobs.hk執行總監陳麗珠表

示，僱主重視畢業生的工作及實習經
驗，認為可藉此評估求職者的工作能
力及專業知識，及了解他們的解難能

力、主動性、工作動機和處事態度等
職場軟技能。
她建議畢業生求職時可分享在學期間

曾參與的實習及活動經驗，並強調有關
經驗如何用在將來的工作之上，增加獲
聘機會。她又鼓勵僱主給予新人就業機
會及培訓，協助他們融入職場。

■天主教伍華中學舉辦交流團，讓同學體驗當地的人文風
情。 校方提供圖片

陳新滋昨日發出電郵予師生和校
友，宣布他將於明年6月30日任

期屆滿後退休。電郵中提及，他對浸
大有深厚的感情，決定退休並不容
易；而上任校長至今，為全校爭取李
惠利用地等事情令他很難忘。

盼未來專注科研貢獻社會
他又指，明年底已屆65歲，已達

退休年齡；在反覆思考是否續約
時，已考慮不同的計劃和家人的意
見，最後選擇退休，「作為人生中
學術行政階段的一個休止符」。他
指，浸大的發展已上軌道，也有十
年策略發展方案引領前路，令他安
心引退。他又希望未來可專注科學
研究，貢獻社會。他表示，會在餘
下任期內繼續推動浸大的發展，也
樂意於退休後以社會人士的身份為
浸大的項目提供協助。

校董會主席：尊重陳意願
浸大校董會昨日亦以電郵宣布，已

接納陳新滋於任期屆滿後退休的決
定。校董會暨諮議會主席鄭恩基對此
表示可惜，但尊重他的個人意願。他
讚揚陳新滋上任以來盡心盡力推動浸
大發展，包括策劃「2020年願景」策
略發展計劃、提升教研水平和籌款工
作，又促使浸大成立首所國家重點實
驗室、創意研究院、饒宗頤國學院，
以及在深圳、常熟和海門的研究院等
重要項目。他感激陳新滋樂意在退休
後繼續支持浸大，亦深信他在任期內
會繼續領導浸大。

成立聘委會全球招聘校長
校董會會成立「聘任委員會」統籌全

球招聘新校長事宜，並向校董會推薦合
適人選。委員會主席將由鄭恩基出任，

其他成員包括校董會副主席、校董會司
庫、資深學者、教學部門系主任等。
陳新滋引退惹來外界揣測是否與爭

取李惠利地皮未成有關。浸大教職員
工會主席李建賢坦言，對陳新滋退休
的消息感到意外，他指，過往的校長
任職年期多超過10年，以陳新滋的能
力和健康情況，應可繼續擔任校長，
無特別跡象要退休。他指，政府數據
顯示，浸大欠缺發展的地方，陳積極
爭取李惠利地皮，是從大學的利益出
發，而且爭取的策略合理。他又認

為，陳新滋是一個務實的教育工作
者，願意與各級職員溝通和聽取意
見，解決問題，在各方面亦表現盡
責，值得尊重。
學生會會長陳天俊表示，相信陳新

滋退休與李惠利地皮一事有關。他
指，陳新滋盡力爭取李惠利地皮，但
諮詢學生不足，未能凝聚學生的共
識。他又表示，事情仍在發展中，陳
新滋退休並不代表浸大爭取不成，反
而如果校長履行辭職的承諾，才反映
學校爭取失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香港浸會大學昨日宣布，校長

陳新滋決定在任期屆滿後退休，已獲校董會接納。陳表示，十分

享受在浸大的工作，但認為學校發展已上軌道，令他安心引退，

又希望自己可重新專注於科學研究工作上，故有上述決定。教職

員和學生則指陳新滋曾許諾，如果未能成功為浸大爭取李惠利地

皮發展中醫教學醫院便會辭職，現在未成事先宣布退休，相信兩

者有關係。浸大校董會將成立「聘任委員會」，負責全球招聘新

校長的工作。

■「協助中
學規劃生命
教育計劃」
學員專心聽
講，了解有
關生命教育
的 理 論 知
識。
中大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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