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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大推「創業之約」助學生配對 可實習嚐「一腳踢」滋味

與新創企業「相睇」
「60秒約會」搵好工

聖士提反女中蒐廢紙820公斤
綠色校園綠色校園

「魔法餐桌」能令我們
身心健康、家庭和睦，更
了解身邊的人。
有位 20 多歲的年輕

人，中三輟學後，做過跟
車、待應和廚房雜工，兜

兜轉轉，總沒有一份工可挨過三個月。他有兩
個壞習慣：「索K 」和酗酒。他會在「索
K 」或醉酒後發脾氣、打架、失禁，甚至短
暫失憶，即「斷片」。最令家人失望的是，他
偷錢和虐打家人。
青年深知箇中害處，但自覺找不到出路，生

活無聊又重複，返工放工，了無生氣。父母和
姊弟其實已相當忍讓，痛在心裡口不宣，只希
望他覺悟回頭。吸毒和酗酒都是沉溺行為，事
主難以自控，需要其他人幫一把。

中學起家人無一起用膳習慣
社工分別與青年及其父母面談，發現這一家

在孩子中學時已沒有一起用膳的習慣，即使一
家5口都在家，亦各自在房間或沙發吃飯，大
時大節亦沒有聚首一堂，同枱食飯。父母不知
道子女每日行蹤，兄弟姊妹間亦甚少互相關
心。
社工於是請父母訂個日子，舉行首次聚餐，

以後亦要定期團聚。如是者，兩年過去了，青
年竟然戒掉「索K」惡習 ；但酗酒問題仍需
努力。他們的家庭關係慢慢變得和睦，令人欣
喜。

父子變健談 邀一起跑步打拳
多次聚餐中，父子倆多了聊天機會，父親還

邀請兒子一同跑步和打拳，讓他建立興趣和目

標，重建良好生活習慣。事情進展相當順利，
讓人嘖嘖稱奇。這張擁有魔法的餐桌並不限於
家中，還可在其他地方出現，只在乎我們是否
願意持之以恆，定時共聚。
餐桌是死物，說穿了，並沒有魔法存在，關

鍵在於家人的關係。吃晚飯時，父母可以聆聽
孩子在學校裡的瑣碎事。一餐飯，讓夫妻感受
和明白伴侶在職場上的困難。即使獨自用餐，
亦可讓人平靜下來，慢慢地享受生活。
共聚餐桌前，令彼此學習關懷、分享、尊重

和禮儀。請記得：餐桌是死物，它不會使種種
事情發生的，但只要我們有改變的決心，神奇
的事情就會出現。

撰文：香港家庭福利會註冊社工陳玉儀
查詢電話：2527 3171

網站：http://www.hkfws.org.hk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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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法餐桌」聚親人 助索K青戒癮

科大教授瑞士談虛實結合惠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香港
資優教育學苑前日於浸會大學大學會堂
舉行年度小學學員迎新典禮，近700名
小學生出席。學苑今年首次把其小學學
校提名活動擴展至全港共591間小學，
又把每間學校提名上限由4名增加至6
名，鼓勵學校提拔更多資優生，以便他
們能夠在校外接觸資優教育，結果獲得
229間小學共提名1,133名學生參與，
學校數目和人數均為歷年新高。

小六級提名人數激增70%
若以「語文及人文學科」和「數學

及科學」範疇分類，今年共有84名小
學生獲提名成為資優學苑「雙範疇學
員」，人數較去年大增87%。小六級
提名人數共有 423 人，較去年大增
70%並創新高，反映更多小六生期望

透過在資優學苑的學習，把其探求知
識範圍提早延伸至中學程度。學苑院
長吳大琪期望，是次迎新典禮能幫助
新學員及家長加深了解學苑提供的課
程、服務與學習機會。

■吳大琪表示，活動能幫助新學員及家
長更了解香港資優教育學苑。

受訪者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免費幼
稚園教育委員會」今年中將就3年免費幼教
內容向政府提出具體建議。委員會早前提
出，計劃擬資助範圍主要涵蓋非牟利半日制
幼稚園，全日制及長全日制部分要再行研
究，並按需要提供額外資助，引起社會關
注。有團體特別對長全日制幼稚園家長進行
大型調查，當中九成人不接受免費幼教不包
括全日制及長全日制，團體直言難以接受
「半桶水式」資助。
長全日制幼稚園每日運作約10小時，除了

學習外，包括託管及輔導服務。現時全港幼
稚園中，共有246間提供長全日服務，約佔
總數三成。關注免費幼兒教育家長聯盟及非
牟利幼兒教育機構議會於去年11月至上月期
間，訪問逾一萬名來自長全日制學校的幼兒
家長，當中95.7%指，政府應為不同需要的
家長提供不同的幼教服務。九成人指，不接
受免費幼教未能包括全日制及長全日制。
調查又顯示，受訪長全日制幼兒家長，多
來自雙職家庭或中低收入家庭，68.7%人對
現時所支付學費感到吃力。
來自基層家庭的全職家長李女士育有兩名

幼兒。她指現時學券及學費減免只能應付部
分幼稚園學費，書簿費、雜費等也構成財政
壓力，若沒有長全日制幼稚園，很難同時照
顧兩名幼兒，期望政府提供資助。來自雙職
家庭的母親伍女士亦指，若沒有長全日學
位，自己根本無法工作。

劉燕琼：全面資助不應市場化
非牟利幼教議會副主席劉燕琼表示，幼稚

園教育需要政府全面資助而非不斷市場化，
批評委員會「半桶水式」資助建議，家長、
幼師和業界均不能接受。

出席調查發布的立法會議員田北辰指，政府應多聆
聽家長聲音，增加長全日資助以減輕其負擔。他表
示，會考慮召開公聽會討論。
關注免費幼教家長聯盟代表陳俊傑認為，若政府不

正面回應家長和業界訴求，把推展優質幼稚園教育的
支出轉嫁家長，更多家長的育兒及經濟壓力將「爆
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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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世界經濟論壇」上
月底於瑞士達沃斯舉行，其「創想研究室」特別邀請7
所世界級高等院校學者主講。當中，香港科技大學4
名教授分別提出創新理念，與全球精英及決策者探討
現實社會與虛擬世界之間的無縫結合，如何提升人類
生活質素。
今年參與「創想研究室」的尚包括牛津大學、哈佛

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史丹福大學、加州大學柏克萊
分校及卡內基美隆大學。科大工學院院長李德富在
「創想研究室」分享5G通訊科技，他指當中發展將會
改變人類生活，由其衍生的觸覺通訊網絡將為智能醫
療、家居聯網、交通運輸系統、教育、機械及其他方
面的嶄新應用帶來無盡可能。科大新明工程學教授兼
計算機科學及工程學系主任楊強指出，人工智能及大
數據將成為打造未來世界的骨幹。另兩名科大學者馮
雁及辛達德，則分別以人類與機械人溝通，及建構世
界視像歷史紀錄庫為題演講。

陳繁昌商大學業界調借人手互補
會上又進行「環球大學領袖論壇」（GULF），科

大校長陳繁昌與哈佛大學及倫敦帝國學院兩位校長共
同主持「21世紀大學業界合作」研討會，討論大學與
業界透過如人手調借等方式合作，互為裨益。

資優教苑參加學童創新高

■辛達德、馮雁、陳繁昌、李德富及楊強合照。
科大供圖

■劉燕琼、田北辰、陳俊傑及幼稚園家長批評「半桶
水式」資助建議。 受訪者供圖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鄭
伊莎）近年本
港堆填區面臨

飽和危機，但埋藏的都市固體廢物不
少其實可循環再造，變成報刊、卡紙
板、辦公室用紙等。為了推動更多學
校師生定期回收廢紙，減少堆填區負
荷，聖士提反女子中學一群高中生去
年舉辦「聯校報紙雜誌回收大行
動」，獲7所中學熱烈響應，短短兩個
月收集了共820公斤廢紙。她們積極向
中學生宣揚低碳生活，讓環保種子在
校園萌芽，並茁壯成長。

指雜誌除去膠封面可回收
聖士提反女子中學18名熱衷環保的高
中生，去年組隊參加由綠色力量主辦的
「青年氣候聯盟」，以比賽形式進行
「聯校報紙雜誌回收大行動」，是她們
策劃的「重頭戲」之一。擔任隊長的中
六生謝穎茵表示，以往到其他學校參加
活動時，留意到不少學校的廢紙、膠樽
均堆積在回收桶或某個角落，卻沒人處
理，學生亦不會定期進行回收活動，
「其實除去膠封面的雜誌都可以回收，
但很多同學都不知道。」因此她們製作
了宣傳短片，介紹活動及解釋正確回收
程序，吸引了7所中學參加。

聯校回收 嘉諾撒聖心勝出
為期兩個月的比賽由去年3月展開，

18名小女生在5月底親自到參加的學
校收集所有廢紙，過程很不容易。中
六生謝爾霖分享指，雖然預訂了小巴
運送廢紙，但運送服務不包括搬送上
車，「我們在友校同學幫忙下，逐一
將廢紙搬送上車，送到回收站，頗為
吃力，加上當天下雨，十分狼狽。」
幸而她們的努力並無白費，連同其學
校在內，8所學校共收集了820公斤廢
紙，即減少了約1,640公斤碳排放量，
為保護地球出了一分力，而收集到最
多廢紙的嘉諾撒聖心書院勝出了是次
比賽。

膺「青年氣候大使隊伍」
「我們希望透過這個回收活動，令環保
意識像種子一樣在同學心中發芽，並且茁
壯成長。」謝穎茵說，環保活動不限於此，
她們亦舉辦了一系列活動，在校內推動
「惜物減廢」，包括全校回收計劃、利用舊
壁報紙製作再造紙的工作坊、小學低碳嘉
年華等，鼓勵中小學生實踐低碳生活。上
述活動吸引了不少師生身體力行支持環
保，令她們成功從眾多學校中脫穎而出，
成為「青年氣候聯盟」5支優秀「青年氣候
大使隊伍」之一。

被問及她們推動環保的動力，謝穎茵
指，環保是一項傳承的工作，她們都是
校內環境保護隊成員，需要牽頭實踐全
校「綠色承諾」，包括綠色回收、節約
能源、綠色午膳、綠色資訊、綠色巡邏
和綠色校園。
中四生王沛婷介紹指，環境保護隊由

約170名學生自發參加，各人就不同範
疇分工合作，例如綠化校園隊會專責淋
花、除草及打理校內有機耕種園區等。

今年環境保護隊會交由王沛婷「接棒」
領導。
負責環境保護隊的林老師表示，隨着

學生升班，不少人受校園環保氛圍影
響，環保意識逐漸增強。但她坦言，環
保教育是持續的教育工作，「每年新生
開學時都會有『大頭蝦』情況，例如離
開課室時忘記關燈，我們可以做的是提
完又提，把環保意識慢慢帶進她們的生
活中。」

■林老師表示，不少學生環保意識逐漸
增強。圖為該校廚餘機。 鄭伊莎攝

■聖士提反女子中學學生與英皇書院參
與回收的學生合照。 受訪者供圖

「創業之約」由港大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亞洲
創業及營商價值研究中心去年開始舉辦，

中心副總監兼港大商學院助理教授鄭彥鋒介紹指，單
靠課堂，學生只能學到書本知識，反而實際體驗更重
要，「創業之約」旨在讓大學生和本地新創公司進行
一次類似快速約會的配對，「學生需要在一分鐘面試
中，表現自我及個人之處，促成僱主及學生覓得『良
緣』。」

實習八星期 12企業21生參與
成功配對的學生，可獲安排前往該新創公司實習八
星期，親身體驗直正創業環境後，便更深入地思考創
業計劃。鄭彥鋒指，首屆「創業之約」共有12所企業
及21名來自不同學系的學生參與，校方挑選企業時特

設多項條件，「本地新創公司需要具創新性及趣味，
而且需要成立不超過三年，最好是港大畢業生的創業
成果。」
港大工商管理學學士（法學）三年級生林澤翔曾參

與「創業之約」，進入新興手機購票應用程式公司
Playroll實習。

工管生悟用功堅持極重要
他坦言，自己主要進行資料輸入、搜集公司活動背

景等工作，「比較繁複及花時間」，但卻明白到那是
新創公司「必經過程」。在創業機構工作，他體會到
用功和堅持是重要元素，「要相信總有出頭天，雖然
過程中總會懷疑，但不需理會外界說話，更要不斷堅
持。」

公司：每天工作猶如救火
新創公司GoGoVan亦有份參與「創業之約」，創辦

人之一林凱源對吸引年輕學生態度積極，認為「創業機
構在發展同時，亦要加入新血，為公司帶來新思維。」
他指其公司成立短短一年半，形容「每天工作猶如救
火」，所以會要求員工「一腳踢」。他舉例指，曾僱用
一名電腦工程畢業生，雖然其溝通能力稍遜，但亦要調
派到客戶服務中心負責收聽客人電話。林凱源坦言，這
對公司及員工來說都是挑戰，過程中要調配資源培訓，
但認為這是值得的，「因為單靠一個將軍不可能贏到一
場仗，適應過程辛苦，但絕對有成果。」

可網排心儀次序 校方助配對
「創業之約」新一輪配對活動剛於過去的星期六舉

行，本屆活動更見規模，參與企業會增設至15個，學
生名額更有50個。鄭彥鋒表示，面試前，大會會透過
不同的解難和團隊遊戲，讓學生及企業彼此加深了
解，學生再通過一分鐘面試表現自己，爭取實習工作
機會。參與學生亦可在網上排列心儀公司次序，最後
由校方協助，落實配對關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穎宜）「快速約會」（Speed Dating）除了可助單身男女覓得良

緣之外，亦能令有志創業的青年找到機遇。香港大學商學院參考快速約會概念推出「創

業之約」，協助學生與新創企業於一分鐘時間內「配對」，加入有關機構實習，嚐嚐在新

創企業「一腳踢」的滋味。有曾參與活動的大學生認為，近年香港創業環境趨蓬勃，市場

價值不斷提升。創業者則形容其每天工作「猶如救火」，特別希望年輕新血帶來新思維。

■GoGoVan創辦人之一林凱源、學生簡瑞霖、鄭彥鋒、Playroll手機購票創辦人之
一陳以諾以及學生林澤翔合照。 李穎宜 攝

■透過初步配對，學生會與公司代表組成團隊，參與遊戲建立關係。
港大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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