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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第四
屆「香港大學生軍事生活體驗營」從開始
至今，已接近一星期。體驗營籌委會主席
團主席、信和集團執行董事黃永光，昨日
入營了解這些「大學新兵」的生活感受，
和他們分享自己以往在新加坡服兵役的經
歷。大學生十分珍惜向地產界名人黃永光
學習的機會，詢問他對年輕人置業的看
法，並請教裝備自己的意見，進行了約一
小時的交流。

勉學習解放軍奉獻精神
繼上周日開營禮後，黃永光昨日再次到

訪粉嶺新圍軍營，與本屆「大學新兵」進
行深入交流。他以「過來人」身份指，自
己曾在新加坡服兵役兩年半，因此這次與
學生交流倍感親切。
他表示，當兵時結識了一班兄弟，體會最

深。至今已過了十多年，仍然跟他們保持聯
繫，比任何大學同學的友情都要深，藉此勉
勵學生珍惜營中友誼，並學習解放軍為國
家、社會的奉獻精神，做好自己的本份。
黃永光又引用文學家蕭伯納名言

「Youth is wasted on the young（青春總是
浪費在青春上頭了）」勸勉學生，現在是
他們最有幹勁和擁有無限潛能的階段，缺
少的是人生經驗，故要多從父母、長輩身
上學習，好好度過青春年華。

講房策指特首已盡力建屋
在座的「大學新兵」十分珍惜與地產界

名人黃永光交流的機會，香港大學電腦科
學系二年級生黃俊浩率先舉手發問，表達
對現時年輕人置業困難的擔憂，並向黃永
光請教應如何裝備自己。黃永光認為，可
從數字看問題，以新加坡為例，當地約八
成房屋是公屋和居屋。香港過去三四十
年，公屋居屋比例均維持在四成，樓價高
並非一朝一夕的事。他又指，行政長官梁

振英上任後已經盡力處理，並以7年後把有關比率提
升至六成為目標，「2003年至2009年左右，每年賣
出約五六塊地。但過去兩年，每年賣出20多塊地，
供應的增加可想而知，但建房屋需要時間。」
他又提到，大學生若要裝備自己，最重要是「放

眼世界」，多留意鄰近國家及地區年輕人的動態，
「內地年輕人在做甚麼呢？韓國、新加坡、美國的
年輕人正在關心甚麼議題呢？知道別人在做甚麼，
自己就更容易從中增加競爭力。」

黃
永
光
探
軍
營
體
驗
「
大
學
新
兵
」

■黃永光入營了解「大學新兵」生活感受，並和他
們分享自己的經歷。 莫雪芝 攝

配對補助「吸金王」港大籌11.4億
壓倒中大金禧10億 新丁明德恒管達6,000萬「指標線」

各院校籌款情況
院校 本輪 獲配對 上一輪

金額 金額 金額
（元） （元） （元）

港大 逾11.4億 - 6.66億

中大 逾10億 - 7.09億

公大 9,360萬 6,880萬元 4,900萬

嶺大 6,600萬 - 4,180萬

明德 6,400萬 6,000萬 未有參加

科大 逾6,000萬 - 2.23億

城大 逾6,000萬 - 1.56億

浸大 逾6,000萬 - 1.42億

教院 逾6,000萬 - 3,500萬

恒管 逾6,000萬 - 未有參加

職訓局 逾6,000萬 - 未有參加

演藝 3,852萬 - 3,200萬

東華 逾1,130萬 940萬 未有參加

註︰其他院校於截稿前未回覆

資料來源︰各院校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歐陽文倩

第六輪「配對補助金計劃」於2012
年8月起推行，為期兩年，預留

25億元政府補助金，以配對17所提供
本地評審學位課程院校所籌得的捐
款。計劃有兩條「指標線」：首6,000
萬元中，院校籌得一元，可獲政府配
對一元；其後每籌得兩元，可獲政府
配對一元，上限為6億元。院校須於本
月中前，向教資會提交截至2014年7
月31日的配對補助金申請。教資會表
示，將於9月中公布第六輪「配對補助
金計劃」撥款分配結果。

港大較上一輪籌款增七成
根據各院校回覆本報的查詢，大概得
知籌款情況。港大表示，該校符合「1:
1」及「2:1」兩條指標線要求，意味着

該校最少籌得11.4億元，較第五輪的
6.66億元大增最少七成。該校指，撥款
將按計劃規定，用於學術研究與交流、
學生活動等用途。另一擅長「吸金」的
中大，本輪亦籌得逾10億元，較上一
輪7.09億元大增逾四成。

嶺大教院公大「吸金」大增
同時，嶺南大學由第五輪籌得

4,180 萬元，增至本輪籌得 6,600 萬
元，增幅近六成。教院由3,500萬元增
至逾6,000萬元，「吸金力」大增。
8大資助院校中，除了理大仍在點算

籌款金額外，其餘院校均指，一早已
達首條「指標線」，籌得逾6,000萬
元。
自負盈虧的公開大學，本輪籌款能力

相當不俗，籌得9,360萬元，較上一輪
4,900萬元大增逾九成。樹仁大學則
指，配對基金所得的金額，對該校來說
微不足道，無意對外公布籌款金額。
至於其他院校，今年5所自資院校首

次參加「配對」，個別年輕院校籌款
能力「一鳴驚人」。明德學院籌得
6,400萬元，該校坦言開辦至今短短兩
年，對有如此佳績感到「非常鼓
舞」。
恒生管理學院籌得逾6,000萬元，表

示對成果「尚感滿意」，並指該校近
幾年進行多項大型擴建工程及改善教
學設施，第六輪「配對補助金」剛好
提供額外資源，稍稍減輕擴建負擔。
另東華學院則於計劃期間籌得逾1,130
萬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為鼓勵社會各界向高等院校捐款，政府於2012年推出第六輪共

計25億元的「配對補助金計劃」，並於上月底結束。根據各院校的回覆，香港大學籌款實力最驚

人，最少籌得11.4億元，力壓適逢50周年校慶、籌款逾10億元的中文大學，成為第六輪「配對補助

金計劃」「吸金王」。部分初次參與配對的院校如明德學院及恒生管理學院，順利達到6,000萬元的

第一條「指標線」，連同計劃的配對金，預料可獲「進賬」逾1.2億元支援發展。

樂施毅行報名新高 盼籌3,100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袁楚雙）48小時內規定要攀越23座高

山、走完100公里山路，如此高強度的運動訓練，卻無損有心人為
慈善工作毅行的決心。由樂施會主辦的「樂施毅行者2014」，今
年共收到3,200多份申請，超額約6倍，創下歷年報名人數之冠。
組隊人士除了普羅大眾外，亦有聽障人士毅行宣揚傷健共融。為
此，大會特別加開100組名額及把起跑時間增至5個，期望籌款金
額可達3,100萬元。有見去年第一個檢查站西灣村發生封村事件，
令毅行路線出現臨時變動，大會表示，早前已經與村民商量路線
安排並獲得共識，今年依然會在該村設立檢查站。

失明人陪聽障友齊出力扶貧
「樂施毅行者2014」將於11月14日至16日舉行，共有1,300

隊、約5,200人參加。樂施會昨日舉行簡報會，吸引逾百人入場。
失明人士莫儉榮，去年曾經與視障朋友及聽障朋友組隊參加毅
行。他去年以32小時完成100公里路徑，感到喜出望外。可惜他
今年因事未能參與，但仍會陪同一個由4個聽障人士組成的隊伍參
與部分路程，以帶出傷健共融的訊息，「雖然我們失去視力和聽
力，卻沒有失去毅力，希望為扶貧工作付出。」

內地參加者善款每年俱增
樂施會籌募經理（活動）黃玉閒表示，今年報名反應十分熱

烈，除了本地隊伍外，內地來自深圳、上海、北京等地的報名
人士及籌募善款每年俱增，「可能是部分人來港毅行後覺得很
有意思，於是回去後把活動宣傳開去。」另有澳門、新加坡等
地的人士報名，大會已預留約5%名額供內地及海外人士報名參
加。
今年活動起點在西貢北潭涌，終點在元朗保良局賽馬會大棠度
假村，路線與去年相同。不過，去年第一個檢查站西灣村，有村
民不滿政府把村內土地納入郊野公園範圍，於是舉行示威並封鎖
村落，拒絕讓毅行人士通過。黃玉閒稱，大會早前曾與村民及有
關部門達成共識，毅行者將會繼續經過西灣村一號檢查站索取物
資。不過，她指上述安排僅屬口頭承諾，若西灣村路線有變，樂
施會將安排後備路線應急。

毅行者近年成為不少港人挑戰自我的大
型運動項目。專家認為，不少初次參加者
低估了100公里路程的難度，導致訓練不
足，出現勞損情況。專家提醒毅行者除了
要有基本休息及均衡飲食外，必須有充足
操練，以及於練習前後進行伸展運動預防

受傷。現時距離活動舉行時間尚餘3個月，毅行
者要開始進行操練，「太輕鬆『練唔到嘢』，太
急進容易受傷，要量力而為。」

腳生水泡關節痛常見
伊利沙伯醫院急症部門副顧問醫生胡永祥表

示，毅行者最常見問題包括腳部生水泡、關節
痛等，但大部分問題不嚴重。然而，部分參加
者臨急抱佛腳，只在活動舉行前一星期進行訓
練，「通常步行至第一個檢查站已經需要休
息。」如果想避開炎熱天氣，可選擇日落時分
行山。

最理想目標 試行全程路段
香港物理治療學會運動物理治療專研組熊國

佳亦是毅行者之一，他認為參加者普遍低估100
公里路程的難度，忽略事前準備，「毅行者一個
月前應該已經可一次過步行50公里至60公里，
屆時才可以完成100公里山路。」
他建議毅行者先找平坦路段試行，令身體適

應走遠路，再逐步增加步行里數，並尋找中高難
度的路段步行，「最理想的目標是，活動舉行前
試行全程路段。」即使平日不用行山，也要維持
適量運動保持體能。
他續指，訓練前後均要進行至少半小時伸展

運動預防受傷，如果身體部位出現微熱狀況，可
冰敷部位10分鐘至15分鐘，減低炎症出現的機
會，或使用工具按壓穴位、四頭肌、臀部肌肉等
行山時較常用到的肌肉群組，有助紓緩肌筋膜疲
勞。 ■記者 袁楚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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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施會昨日舉辦簡報會介紹路線樂施會昨日舉辦簡報會介紹路線，，
以及安排專家教授伸展運動預防受以及安排專家教授伸展運動預防受
傷傷，，吸引逾百人入場吸引逾百人入場。。 袁楚雙袁楚雙 攝攝

■責任編輯：羅縈韻 版面設計：歐鳳仙
http://www.wenweipo.com

世界和平祈禱大會於澳洲的首站免費活動——
2014澳洲敬老盆菜宴，7月31日在墨爾本正斗集
團酒樓拉開序幕，宴請來自墨爾本的耆英長者
300餘人。
大會針對世界老齡化議題，宣導建立「不分年
齡人人共享的社會」。不僅在多個國家地區舉辦
了宣導慰問活動，為弱勢群體解決生產生活所
需；同時深入各地老人中心開展慈善助老活動，
真正做到了尊老、愛老，使耆英長者在人類人口
老齡化的時代，老有所養、老有所依、老有所
樂。其中一項活動，便是於世界各地舉辦的免費
盆菜宴。至今舉辦50次，惠及50,000人次。

世界和平祈禱大
會是以「和

平、博愛、希望」
為主題，推動聯合
國千年發展目標的
國際大型公益活
動。由任職於世貿
聯合基金總會創會
主席，國際宗教領袖
如意寶白瑪奧色法王
發起，聯合全球各國
地區政府、組織機構
共同支持。
大會提出「跨國界、跨種族、跨宗教」的博愛理
念，從2012年4月在中國香港首次舉辦，同年9月
走進美國，至今歷時2年4個月，在全球範圍進行大
量幫扶工作，跨越太平洋、印度洋，累積參與人數
超過百萬。
大會主席如意寶白瑪奧色法王致詞時表示，「人

心向善，世界和平。我希望從人心出發，將和平回
歸本源。每一個關愛的眼神，每一個善意的舉動，
點滴小事都是愛的開始，如蝴蝶效應般，都將影響

身邊的每一個人。我們是生活在同一個家園，休戚
與共的人類，我們的和諧與團結，將為世界的未來
帶來無限的光明。」
澳洲維多利亞省上議院議長Hon Bruce Atkin-

son、維省工黨領袖Daniel Andrews之代表影子財務
部長Mr Robert Scott MP、紐省上議院議員王國
中、維省上議院候選人廖嬋娥、維省前上議院議長
Ken Smith MP、維省多元文化委員會主席陳振良
分別致詞。

澳洲開埠最大型 百多社團近千政商領導出席

世界和平晚會墨爾本盛大舉行

■■世界和平祈禱大會世界和平祈禱大會20142014澳洲和平晚會主禮嘉賓合影澳洲和平晚會主禮嘉賓合影

■世界和平祈禱大會2014澳洲敬老盆菜宴主禮嘉賓合影

日前，由世貿聯合基金總會主辦，澳洲中華總商聯合會承辦的「推動聯合國千年發
展目標．世界和平祈禱大會」2014澳洲和平晚會暨澳洲中華總商會聯合會成立大典，
在墨爾本普雷斯頓區國際巨星中心筳開50席。活動雲集全澳政商精英、各地僑領、社
會賢達、各界翹楚共襄盛舉。

在世界和平祈禱大會順利召開之際，世貿聯合
基金總會在創會主席如意寶白瑪奧色法王的帶領
下，深入維省史賓威老人中心（Springvale
Aged Care Facility），開展慈善敬老活動。
基金總會一行20餘人的到來，受到了史賓威
老人中心70餘位長者及護工的熱烈歡迎。世貿
基金為每位長者送上了有助增強力量、柔韌
性、平衡感的健康能量手帶和精美的蛋捲禮
盒。愛心大使們獻上了精彩紛呈的節目，北京
電視台主持人李慧玲和楊雅琪主持活動，土家
族歌手陳捐、藏族歌手尕讓鄧真、蒙族歌手琪
琪格和中國超級女聲陽蕾分別獻唱。
為改善老人中心生活質量，世貿基金捐贈了

嶄新的廚具套組、羊毛發熱毯、麵包機及保溫
杯。如意寶白瑪奧色法王為老人中心捐贈1000
澳幣。

敬老盆菜宴與300多長者共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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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和平祈禱大會在澳舉辦期間，世貿聯合基金總會
創會主席如意寶白瑪奧色法王一行與澳大利亞維多利亞
州州議會、維多利亞州多個城市，進行了國際文化交流
活動。
受邀參訪澳大利亞維多利亞州州議會，維多利亞州議
會上議院議長Bruce Atkinson在州議長辦公廳接待如意
寶白瑪奧色法王、香港立法會議員鍾樹根一行。議長
Bruce Atkinson與每一位到訪人員握手致意並表示，世界
和平需要所有人更多的關注和維護，對世貿基金在墨爾
本舉行的「世界和平祈禱大會」給予了高度的肯定和支
持。
如意寶白瑪奧色法王同時表示，此次的到訪人員分別來
自中國漢、蒙、藏、錫伯、土家族等多個民族，但目的都
是相同的，為了世界和平而來，世界和平祈禱大會已經在
香港、美國洛杉磯成功舉辦，此次來到澳洲也是為推動世
界和平而來，日後將於墨爾本開展一系列公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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