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若鳳計劃日後開
設陪月中介公司。

李穎宜 攝

「做足功課」贏口碑 陪月員奪增值獎
香港文匯報訊

（ 記 者 李 穎
宜）徐若鳳未婚
沒有子女，卻看
準了陪月員的發
展前景，她透過
修讀再培訓局的
陪月員課程順利
入行。回想最初
入行時，她一度
被質疑缺乏育兒
經驗，但憑着細

心的性格，現在已成為資深陪月員，更建
立了口碑，有自己的顧客網絡。她上進積
極的精神，榮獲尤德爵士紀念基金「在職
人士自我增值獎」嘉許。

單身無子女 曾被質疑缺經驗
徐若鳳中五畢業後當了10年售貨員，

為了開小食店的夢想而辭職，最後創業

計劃出現變數，最終告吹。她又轉做自
僱化妝師，經10年努力，事業漸趨穩
定，有不俗收入。但好景不常，其母於
2010年病重，她決定全職照顧母親。
母親的離世，使徐若鳳頓失人生方

向。她想起母親的遺言：「不要給別人
看輕」，加上家人的鼓勵，她決定重新
振作，以進修自我提升。雖然想過重做
化妝師，但離開業界已久，優勢盡失，
故在家人鼓勵下，她選擇了可以照顧新
生命的職業──陪月員。
為了裝備自己，她先後修讀了僱員再

培訓局的陪月員基礎課程及技能提升基
礎證書。初入行時，單身而沒有育兒經
驗的她，試過被中介公司質疑能力，但
這無動搖她的決心，反而令她更努力
「做足功課」，於行內逐漸贏得口碑。
她期望繼續累積經驗，日後開設陪月

中介公司，以自身經驗鼓勵新入行的陪
月員。

基層生考模擬試 英數「肥佬」率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穎宜）有青
年團體早前舉辦模擬中學文憑試，讓學
生早日熟習試場環境，約五千人參加了
中、英、數及通識四科合共十三份試卷
的模擬試。主辦機構分析考生成績後發
現，在參與活動的三千名基層考生之
中，整體表現較一般考生弱；而上述四
個核心科目「肥佬」比率亦較高，以英
文及數學科的表現最差，不合格率達
38%及40%。大會建議，政府應多做工
作，幫助弱勢學生在社會找到發展方
向。
「青年新世界」於去年10月至12月
舉辦「模擬文憑試 MOCK EXAM
FOR U 2014」，有約5,000名應屆文憑
試考生參加，其中參與活動的基層考生

達三千人。基層考生包括綜援家庭、或
領取全額學校書簿津貼、全額學生車船
津貼、關愛基金受助家庭或學校評定有
經濟困難等的學生。他們一律免去所有
考試費用。

學校多無加強學生檢視內在能力
「青年新世界」副主席鄧咏堯表示，

分析考生成績後發現，基層考生在核心
科目的表現稍遜，不合格的比率較一般
考生多近5個至10個百分點，可見兩類
考生在學科能力表現上有一定差距。若
將基層考生與一般考生比較，前者四科
不合格比率，在中文科高5%、英文科
高 16%、數學科高 12%及通識科高
9%。英文科及數學科表現最差，基層

考生的整體不合格率達38%及40%。
鄧咏堯認為，基層年輕人缺乏家庭

經濟支持，又沒有清晰的生涯規劃，
對公開試後的升學就業前途常常感到
迷茫。
他又認為，即使學校得到教育局提供

的50萬元推行生涯規劃教育，但部分
學校只集中資源為高中生提供大學選科
資訊，卻無意識要加強學生的自我認識
和檢視內在能力，結果學生在計劃前路
時，出現現實與期望不符的情況。
參加了模擬試的應屆考生陳嘉雯表

示，模擬試獲得中英數及通識考獲3211
的成績，她坦言對真正的文憑試信心只
屬一般，已報某大學的社工高級文憑，
亦計劃以赴台升學作後備之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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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萬年薪減半 滿足感雙倍 盼學成回港再展抱負

港女棄投行做社企
獲獎學金牛津取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穎宜）年薪過百萬的投資銀行分析師，絕

對是「筍工」，但「朝十晚二」上班，時刻在想如何「為有錢人搵

更多錢」，令吳嘉琪覺得生活淡如開水，堅持了兩年，她決定告別

高薪厚職，加入社企擔任投資副總監。薪水減半，卻找到了自身的

真正價值。為了吸收更專業的社企營運知識，她決定進修，而這份

使命感令她獲得尤德爵士紀念基金獎學金資助，到牛津大學修讀工

商管理碩士課程，並擬學成後回港，再展抱負。

第廿八屆尤德爵士紀念基金頒獎典禮昨
日舉行，由尤德爵士夫人擔任主禮嘉

賓頒授獎學金予約450名學生、5名在職人
士及2名學徒，以鼓勵他們的卓越表現。
今年共有4人獲得尤德爵士紀念基金海外
研究生獎學金，每人最多可獲30萬港元，
修讀海外大學的課程，吳嘉琪是其中一名
得獎人。
她將前往英國牛津大學修讀工商管理碩
士課程，雖然修讀工管，但她並非「拜金
女」，她看中的是英國特別重視社企發
展，所以特別想到當地取經。
今年廿六歲的她，四年前畢業於知名學
府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本科攻讀政治及經
濟。她坦言是基於「人揀我又揀」的羊群
心理才到投資銀行工作。

不願「為有錢人揾更多錢」
事業算是一帆風順，年薪過百萬，不愁
買不到車、供不起樓。不過，看着文件上
一大堆天文數字，壓力愈來愈沉重；「朝
十晚二」的工時，令她開始反思工作的意
義，「我問自己，是否就這樣埋頭苦幹，
努力為有錢人搵更多錢？我可否用自己的
長處，貢獻社會？」其後她毅然辭工，由
零開始，重新尋找工作意義。
本身熱愛旅遊的吳嘉琪，在一次美國旅
行中接觸到社會企業，並大感興趣，「我
決定把自己的一份使命，投入到一個可持
續性發展的行業上。」現時，她已是一個
社企的投資副總監，替其他社企做投資、
推動其發展，薪金比以前少一半，但滿足
感卻是雙倍。

助基層安頓下來最開心
透過與不同社企合作，她親身探訪不

同的基層家庭，了解到他們的需要，
「現在最開心的不是促成金錢上的交
易，而是有機會令基層人士安頓下來，
最令我十分鼓舞。」
她最後寄語即將應考文憑試的考生，在

大學選科時要多留意身邊所發生的事，有
機會就要幫助社會上的基層人士。
除海外研究生獎學金外，尤德爵士紀念

基金亦提供獎學金鼓勵本地學生。其中一
名得主是港大土木工程學系的吳梓文。他
於2011年以8A的末代會考成績，拔尖進
入港大精算系，但一年過後，他發現志不
在此，並萌生轉科的想法。

助柬校建廁 悟人生目標
後來成功轉讀土木工程學系，令他找到

人生目標。透過一次到柬埔寨為當地小學
興建廁所的義工經驗，更令他體會到工程
師的價值是除了參與大型基建外，也可造
福社群，「明白到工程師不只是計數這麽
簡單。」他打算善用這次4萬元的獎學金
來裝備自己，到德國學習德文及參觀當地
的工程發展，汲取經驗。
另外一名得主，來自浸大翻譯學系的林

貞言，就透過於平機會的實習工作，處理
過不少有關少數族裔的個案，明白到翻譯
作為溝通橋樑及調解工作的重要性。剛獲
取專業調解訓練證書的她，計劃日後於調
解及翻譯行業發展，特別想為少數族裔人
士做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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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愛是涓涓流淌的細流，
母愛是無微不至的關懷……」
從序中摘下這句貼切形容母愛
的語句，我想沒有人會否認母

愛的偉大。母親懷胎十月，屢受妊娠反應的折磨，誕下孩
子後又要為孩子的一生奔波忙碌，由嬰兒、兒童、青少
年、直到成年，供書教學，關懷照料。俗語說︰「養兒一
百歲，長憂九十九」，母親奉獻她的一切，無私無悔，只
為了孩子的成長終其一生。
看完此書，我頗有感觸。由於是家中獨女，自小嬌縱慣
了，被爺爺奶奶捧在手心，蠻橫無理，胡亂任性是我的
「代名詞」，小時候可常常惹怒了母親。現在回想起來以
前真是無法無天的「混世魔王」，捉弄鄰家的玩伴，摔盆
砸碗，免不了受父親訓斥。每次被父親「賞」了幾記耳
光，滿臉淚涕時，母親總會走來拍拍我的肩膀，教導我如
何與人相處、分享，這些道理至今仍記在腦海，不曾忘
記。

隨着年齡增長，我愈能體會當母親的難處。辛苦工作一
天後，還得回家做飯、處理家務，看到母親如此疲累，我
有時也會主動幫忙家務以減輕母親的重擔。母親總無微不
至地詢問我的學習、健康，倒是做女兒的未能成為母親的
小棉襖。
看着書中描寫的生離死別，我倍感心酸擔憂，只希望自
己能在有生之年給予父母親安穩的生活，讓他們生活充
裕。努力改掉壞脾氣，多與父母溝通，拉近彼此的親密
度，不要將對他們的愛憋在心裡，要大膽地表達對他們的
敬愛，不向自己的父母表示孝意能向誰表達呢？
偶爾聽聞同學、朋友與父母就時間分配、學業成績產生
磨擦，一開始也會覺得父母過於嘮叨，管這管那，好不煩
人！其實仔細想想，父母如此都
是為了孩子着想，為人父母誰不
渴望子女獨立自律、學業拔尖
呢？他們希望孩子專注於學問，
不能荒廢。以前，我聽着同學投

訴他們父母，我或許會加入，力數父母們的不是，如今我
反而會開解他們，告訴他們父母也是關心愛護他們，不能
因為這些小磨擦破壞了彼此的感情。
現今社會一些為人子女的不照顧年老父母，趕走甚至虐打

他們，這些人的行為簡直令人髮指。父母含辛茹苦養大孩
子，卻被自己的心頭肉拋棄，這些事令人鄙視憤懣。中國歷
來提倡「百行以孝為先」，可見孝道如此重要。古有卧冰求
鯉、賣身葬父等孝行，人應該對生育
自己的父母存感恩之心，侍奉他們。
我們應當思考如何對待父母才能報答
他們養育之恩，而非如何謀取父母
的血汗錢和拋棄身患頑疾的父母。
雖然此書集中在母愛，其實不

論母愛父愛都是子女強而有力的
港灣，他們守護着子女，無怨無
悔。謝謝偉大的父愛，無私的母
愛。

中華書局編輯經理于克凌點評：若世上有人為你做飯，可能出於一時
興之所至；若世上有人對你噓寒問暖，可能是最近你的感冒有點嚴重。
但若世上有人願意為你做一輩子的飯，一輩子為你知疼熱，且不論回
報，那個人多半只會是你的父母。有時候，父母對子女的愛，毫不起眼
而笨拙；子女的回應更是粗心大意。但千萬記住，這份愛平淡而不平
凡；它不是鑽石，卻是空氣。盼望同學都能感悟父母的愛。

學生：許洋洋
學校：元朗公立中學細讀《感悟母愛》回憶悉心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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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大港大足球友賽和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由香港中文
大學與香港大學合辦的「兩大校長盃教職員足
球友誼賽」自2003年起首度舉行，標誌着兩校
共同力抗非典型肺炎，以及藉着活動促進兩校
教職員的友誼和合作精神。有關活動今年已是
第十二屆，昨日在中大夏鼎基運動場舉行，由
中大校長沈祖堯及港大校長馬斐森主持開球。
最後賽事以零比零和球，出現雙冠軍。總結歷
屆賽事，中大共贏7場、港大勝1場，連同今次
在內，兩校4度打成平手。

教聯會助解校巴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教聯會去年

的調查反映學界出現「校巴荒」，學校雖然提
早招標校巴，但平均只收到1間校巴公司報
價，逾兩成學校甚至面對「零入標」的困境，
34.5%的學校坦言考慮取消校巴服務。為解決
有關問題，教聯會與非專營巴士業界商討尋求
解決方案。最近雙方終達成共識，非專營巴士
業界表示願意為需要校巴而未能獲得該項服務
的學校提供協助，而教聯會將提供轉介服務，
安排學校與校巴公司接洽。
教聯會表示，如學校遇到上述情況，可向教

聯會反映，該會在收集有關資料後，將提供轉
介服務，安排校巴公司提供協助。如有查詢，
可致電2770 3918與潘小姐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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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婷芝）
就行政會議成員李國章獲政府委任
為港大校務委員會成員，港大校長
馬斐森昨日出席公開活動時表示，
李國章在學術、政治及醫學上具豐
富經驗，是合適人選，期望他與其
他的校務委員會成員一同為大學作
出貢獻。他又指，雖然李國章在不
同的議題有強烈的個人意見，但認
為不同意見正可促進良性的討論，
對港大是一件好事。
對於行會成員擔任大學校委會成

員會否影響大學學術自主，馬斐森
表示，保護學術自主是大學要務，
需包括校委會在內的學界人士共同
維護，屬於集體責任，不相信單一
委員的任命會影響學術自主。被問
到對方若被委任為校委會主席，他
指，對傳言不作揣測，指主席人選
並非由他决定及受他影響，但他認
為李國章在學術及政治上有出色表
現，是具備相當資歷的人選。就港
大副校長遴選的進展，他表示，物
色委員會待完成有關工作後會向校
委會提出建議。
行會成員陳智思昨被傳媒問到有

關任命是否行會成員才可獲委任，
陳智思相信行政長官考慮人選時會
留意對方對教育的看法、主持校董
會的能力、有沒有能力帶領港大發
展，而不會只考慮對方是否行會成
員。

■中大港大足球友誼賽雙方打成平手。

■青年新世界於去年10月至12月舉辦「模擬文
憑試MOCK EXAM FOR U 2014」，有約五千名
應屆文憑試考生參加，其中參與活動的基層考生
達3,000人。 受訪機構供圖

■沈祖堯在賽後為球員進行紓緩按摩。

■吳嘉琪(右)奪得30萬海外研究生獎學金，計劃前往牛津大學進修。吳梓文(左)及林
貞言(中)獲4萬元尤德爵士紀念基金獎學金。 李穎宜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