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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長者寫自傳 青年與「老友」聚首
為推動跨代共融，城大自2010

年起推出「生命導師計劃」，校
方會安排大學生為長者編撰自傳，將他們獨一無二的生
命故事集結成書，作品除了供長者留念之外，還可以世
代相傳；在筆錄的過程中，長者會成為大學生的生命導
師，傳授無價的人生經驗。上述計劃去年起拓展至中
大、港大及理大，並於昨日舉行重聚日，兩代人再次聚
首一堂，場面温馨。
計劃發起人、城大應用社會科學系副主任莊明蓮表

示，計劃讓長者有機會講述自己的人生故事，總結對社
會的貢獻，提升自我認同感；長者也會成為大學生的生
命導師，學生學習長者的人生道理，了解對方的生活方
式，相信可促進跨代交流。

人已逝書猶在 憶婆婆金句
城大社工系三年級學生勞堯琪和嚴海敏，去年為90歲

的葉蘭馨撰寫生命故事書。勞堯琪表示，自己是急性
子，但和葉婆婆聊天時，會放慢語速，久而久之培養出
耐性。她指出，婆婆生前經常強調「平淡是福」，現在
經常將「追夢」掛在口邊及性格衝動的年輕人，或許未
必一下子能明白這種心態，但她相信人生在不同的階
段，追求的生活亦會有所不同，故她在訪問過葉婆婆
後，總會提醒自己「要知足」。
葉婆婆早前去世，但嚴海敏認為，這本自傳是葉婆婆

生命的延續。為了撰寫故事冊，她和勞堯琪與婆婆有兩

三個月的相處時間，現在也會不時想起和婆婆見面的情
景，嚴海敏說：「婆婆好搞笑，有好多金句，佢成日都
唱飲歌《友誼之光》。」
葉蘭馨的兒子劉振強表示，媽媽年輕時家境清貧，經

歷過兩名子女在一年內相繼去世，但晚年時仍能懷着知
足感恩的心生活，他希望媽媽樂觀的性格可以感染身邊
人，而子女和孫兒則可以透過翻閱生命故事冊，懷勉她
生前的美好時光。

計劃老幼皆讚 9月再招人

上屆生命導師計劃已於今年1月底完成，有84名長者
及108名學生參加，長者平均年齡為70歲或以上。為評
估成效，莊明蓮安排長者和年輕人在計劃前後分別填寫
問卷，及進行聚焦訪談。
結果顯示，兩代人對計劃的態度正面，認為可促進彼

此認識。大會將於今年9月重新招募50名長者及100名
學生參與新一輪計劃。抱有積極人生態度、願將經歷和
年輕人分享的長者，可以透過院舍或長者中心報名參
與。 ■記者 黎忞

生命導師

■葉蘭馨婆婆（中）生前與嚴海敏（左）和勞堯琪
（右）合照。 城大供圖

■葉蘭馨婆婆的兒子劉振強（右二）希望媽媽樂觀的性
格可以感染身邊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黎忞攝

切細垃圾省運費引山水澆花校長︰夠60生遊學

好校工視校如家
諗計慳家師生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

莎）校工在學校內，是毫不

起眼的工種，但原來只要做

得用心，一樣可以發光發熱，贏得全校上下的讚賞及認

同。在廠商會中學任管工的洪偉強，人稱洪叔，除了與

其他校工一起打點學校衛生、維修等例行工作，更會動

腦筋為學校省錢，包括利用喉管接駁鄰近山坡的天然水

源，為學校灌溉植物；又會將大件廢物化整為零，慳掉

廢物運輸費。校長麥耀光透露，洪叔的團隊每年為學校

省回的錢，「足以津貼約60名學生參加遊學團啊！」

洪叔今年59歲了，在該校服務
4年半，他手持大鎖匙，是

校內「管工」，負責安排10名校
役工友的工作。前年9月開學不
久，颳起八號颱風，全港學校停
課，正當大家為額外多了一天假
期而喜上眉梢，洪叔卻心繫學
校，冒着大風大雨，一早跑到學
校打點。

打風回校「不打點不安樂」
他聳聳肩，笑笑說：「學校掛

了一些橫額，要拆下它們，否則
可能會被強風吹倒。不回來打
點，內心不安樂啊！」當天，他
巡視校園，料理好一切後，已近
黃昏。學生翌日回校，學校如常
運作，正是洪叔默默付出的功
勞。
洪叔的團隊除了負責清潔校

園、布置場地、看守閘門、維修
等工作外，原來還是知慳識儉的
「環保大隊」。由於校內種植了
不少植物，每天需用大量清水灌
溉，洪叔早年靈機一動，利用數
條喉管接駁了鄰近山坡的天然水
源，並以紅桶子盛載，再用以灌

溉植物，善用水資源之餘，還為學
校省下不少水費。
此外，學校不時會有較大型的廢

物，例如破爛的沙發需要丟掉。洪
叔習慣把它們逐一切鋸為細件，每
天棄置一小部分。只因棄置大型垃
圾，學校需要付錢請專車把垃圾運
往垃圾站。洪叔的妙計，可替學校
省下僱車的費用，垃圾工人可以直
接收走細件的垃圾。

蓮姐獨力鋪地板打蠟
校工之一的陳愛蓮「蓮姐」，服務

該校已踏入第七個年頭，今年53歲。
她以往曾投身建築業，校內裝潢、鋪
地的工作完全難不到她。每年暑假，
工友們忙於為地板翻新打蠟，為開學
作好準備。有見部分地板已殘舊不堪，
去年蓮姐獨自將近千呎地板，一塊塊
重新鋪砌、打蠟。這樣一來，又為學
校省下數千元。
各人如此賣力，不為跳級、加

薪，蓮姐謙虛表示：「我們的學識
有限，可以幫忙的不多，只要能力
上可以做到的，都會盡力做。」

視學生如子女打招呼已窩心

在旁的校長麥耀光卻指，工友們毫不計較
付出多少，「他們只會想盡辦法為學校慳得
就慳，每年為學校省回的錢，足以津貼約60
名學生參加遊學團啊！」能有這樣為學校着
想的員工，麥耀光以他們為榮。
訪問完畢，記者在地下操場替洪叔和蓮姐

拍照，一群正在上體育課的中六生見狀，即

在旁起哄，大呼「洪叔，好靚仔啊！」逗得他開懷
大笑，學校間的和睦感情，早已不言而喻。
洪叔和蓮姐二人異口同聲表示，早已視學生是

「仔仔女女」，有時看見學生的校服沒有整理
好，會細心温馨地加以提醒，「學生都很乖巧、
有禮，看見我們會主動打招呼，已令我們很窩心
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穎宜）踏入資
訊爆炸年代，科技與學習如何結合是教
育界一直關注的議題。在昨一個座談會
上，有學界人士強調，有效推行電子學
習（e-Learning）並不是單純將課程內
容電子化，包括校內管理層、前線老師
心態，以及課程編排與教學流程均要作
調整。有中學校長分享指，在以資訊科
技作教學時，校方亦應培養學生的相關
素養，如在課堂上可透過軟件有限度地
控制學生使用電子產品，避免他們沉
迷。

讓家長明白用板腦非打機
智能電子產品品牌Lenovo與資訊科技

教育領袖協會昨舉行「電子學習豈止於電
子書？」座談會，邀請學界代表討論和分
享面對電子學習的困難與機遇。本身為中
學電腦科主任的資訊科技教育領袖協會主
席黃健威就表示，要發揮電子學習的成

效，需要學界各方面的調整，例如學生要
使用平板電腦或相關儀器，需要校方管理
層加強與家長溝通，讓他們明白學習與遊
戲的分別，而課程內容編排也需要調節，
配合電子學習的互動性。他亦強調，在前
線老師層面更應掌握電子學習下的課堂模
式，過程中尤其需要如其他老師作經驗分
享及交流。
慈幼學校校長潘樹康分享指，電子學習

是大勢所趨，該校早於5年前已試行電子
學習，隨老師經驗的累積更感受到學生
「越用越叻」。
該校課程主任李安迪補充指，電子學習

能針對改善學生「怕麻煩」心態，「以往
學生都很怕拿起筆來謄文，但利用電子學
習工具後，他們就不怕麻煩，會比以往更
放膽嘗試創作。」
彩虹邨天主教英文中學校長何家欣則表

示，部分人擔心讓學生以平板電腦上課，
會令其更易沉迷使用電子產品，所以學校

亦需要做些工夫，她透露該校透過軟件程
式，有限度地控制學生使用平板電腦，如
在上課期間只能集中學習相關內容等。她
期望電子學習長遠能打破課室的框框，擴
闊學生的學習時間與空間。
另外，教育局於「第四個資訊科技教

育策略」下，將分三期為全港約900間

的公營學校改善無線網絡，有見及此，
Lenovo與資訊科技教育領袖協會共同推
行支援計劃，今年9月迎學年開始為8間
中小學以及特殊學校提供約320部平板
電腦，並為師生提供訓練及支援服務。
昨日的座談會上亦舉行了該計劃的啟動
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伊莎）教育局、
「薪火相傳」國民教育活動平台及滬港經
濟發展協會將於7月 16日主辦「姚明與
你：與一代籃球名將對談」活動，大會邀
請了中國籃球明星姚明與中學生分享經驗
和對談，藉此讓學生學習如何訂立目標、
建立正面的價值觀和態度。活動現已接受
報名，至本月30日截止。
是次活動將於7月16日（周四）晚上7時

至9時在灣仔修頓場館舉行，屆時姚明會向
中學生及教師暢談其籃球生涯，闡述如何
以信念和毅力面對人生的種種挑戰，勉勵
學生積極向上。活動名額約1,300人，每間

中學可提名不多於40名學生及2位教師參加。有意
參加的學校需填妥報名表格，在本月30日或之前傳
真至3104 0716；教育局將於7月3日以傳真通知學
校取錄結果。如欲了解更多詳情，可瀏覽網址：
http://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
EDBCM/EDBCM15093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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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明將於下月來港，與中學師生對話。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子優）特區政府在1998
年撥款50億元成立優質教育基金，以資助各項提升
學校教育質素及全面推廣優質學校教育的計劃。教
育局局長吳克儉昨書面回覆立法會議員質詢時指，
由於基金過去在投資方面獲得理想回報，截至去年
8月31日，基金結餘增至82.59億元。而2014/15學
年截至本月4日，基金共批出118個資助計劃，當中
70個為一年至兩年的項目，佔總數約六成。

簡化程序 資助計劃增逾倍
吳克儉指，優質教育基金自成立以來已資助約

8,700項計劃，撥款總額約41億元。而按教育局提
交予立法會的數字，上學年基金資助計劃共344
項，較之前一年的147項增加逾倍；而今學年截至
本月初則共資助118個計劃。吳克儉表示，為鼓勵
學界申請資助推動優質教育，基金於2014年3月簡
化不超過15萬元的計劃的申請程序，有關安排廣受
歡迎，令整體申請數目大幅增加，但審批撥款時間
也因此需要延長。
就基金未來工作方向，吳克儉指將包括四方面，

包括配合政府施政重點，如加強學生的科學、科
技、數學、中國歷史和文化的知識等，亦會繼續支
持校本創新，以及促進研究和發展的項目，此外強
化對個別群組如非華語學生及經濟條件欠佳的學生
的支援也是重點之一。

優教基金有斬獲
結餘82.59億

■蘇彰德指，港大應更重視建立品牌和拓展公共關
係，並視之為未來重要的發展方向。

港大《Bulletin》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不少人都認為大
學是象牙塔，為了改變有關狀況，作為本地院校
「龍頭」的香港大學，今年3月就招攬了之前任職
於香港賽馬會，出任慈善、法律事務及公司秘書處
執行總監蘇彰德擔任該校副校長（大學拓展）。蘇
彰德與港大校長馬斐森均表示，港大應更重視建立
品牌和拓展公共關係，並視之為未來重要的發展方
向。
馬斐森認為，港大雖然是百年老校，但要與其他大

學比拚，建立品牌十分重要。港大 5 月號的
《Bulletin》訪問了該校大學拓展方面的新任副校蘇
彰德，分享了港大針對本地及全球品牌建立的藍圖。

從馬會「過檔」冀拓展對外事務
與一眾學術研究背景出身的副校長不同，蘇彰德

並未從事學術研究，但他的事業同樣發展輝煌。他
曾於國際律師樓工作，又曾協助中國石油上市，並
於香港賽馬會工作逾14年，一開始是顧問，後來更
成為馬會慈善基金的執行總監。在他的領導下，該
基金由95個項目增加至168個項目，捐款數額亦由
每年13億元增加至36億元。蘇彰德表示，工作上轉
換跑道，令他「可以和政府、慈善團體和社區成為
夥伴，為香港帶來貢獻。」
他還提到，當港大邀請他擔任副校長時，他深感

榮幸，對於自己能回母校服務，並為港大發展出一
分力感到雀躍。憑着多年的工作經驗，蘇彰德認
為，單單說「港大是最好的」、「港大做的事為香
港好」是不足夠的，該校需要做更多對外事務，而
這方面，英美的大學是好的學習對象。
他又指，建立品牌需要共同努力，故不論在教職

員、校友、學生、捐款人和社區夥伴方面，他均希
望可以發掘更多故事及作更多溝通。

■支援計劃昨日舉行啟動禮，共有八間中小學及特殊學校受惠。 記者李穎宜攝

■蓮姐曾投身建築業。 劉國權攝 ■洪叔早年利用數條喉管接駁了鄰近山坡的天然
水源，用以灌溉植物。 劉國權攝

■■洪叔洪叔（（右右））手手
持大鎖匙持大鎖匙，，是校是校
內內「「管工管工」，」，蓮蓮
姐曾投身建築姐曾投身建築
業業，，校內裝潢校內裝潢、、
鋪地樣樣在行鋪地樣樣在行。。

劉國權劉國權 攝攝

好人好事人好事

電子學習配套多電子學習配套多 軟件防學軟件防學生生「「玩機玩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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