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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導師不靠「黑面」奪特首教學獎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記者 李穎宜）訓
導老師總給人「惡
死」印象，金口未
開已讓人望而生

畏，但今時今日單靠「黑面」去震懾學生，恐已不合
時宜。仁濟第二中學的5位訓輔組老師實行把訓育和輔
導結合，以「生命影響生命」的理念與學生接觸，培
育學生的品德；透過不同的活動，建立學生的自信
心。他們憑突出表現榮獲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嘉許
狀。

年宵學做生意 收益捐山區
仁濟第二中學訓輔組開展多元化活動，老師區發枝
提及，參與年宵市場是一年一度的盛事，學校全體總
動員參與，分工合作做好入貨、銷售策略及人力資源
分配等工作，「同學可以透過經營年宵市場培養出守
時、團隊精神，而且成功感和自信心大增。」除了讓
同學親身嘗試做小生意，學校也會把部分收益捐贈給
山區有需要的學生，協助當地學生脫貧，「錢不是太
多，但希望山區的孩子知道，我們是有心去幫助他
們；有我們的打氣，他們並不孤單。」

抗逆先鋒營培養學生能力
此外，學校十分重視培養學生的抗逆能力，透過訓
練營、步操及攀高牆等歷奇活動，助學生脫離港孩行
列。區發枝笑言，對中學生來說，學校提供的訓練如

同軍訓，「當中的紀律嚴明，透過不同的多元智能和
艱苦練習，去磨煉學生的自信心和服從性。」在受訓
過程中，校方會收起學生的電話，讓他們更專注，學
生每晚只有5分鐘可以致電回家報平安。

籌辦盆菜宴「喊包」女變乖巧
有份參與訓練營的徐諾瑤指，經過五日四夜的操
練，她乖巧了不少，「以前我不做家務，但訓練營
（抗逆先鋒營）後，我學懂了要自己負起責任，知道
要負上做家務的責任。」徐諾瑤是屯門區傑出義工，

以前的她是個「喊包」，「又怕事又依賴，但自從參
與社會服務團和抗逆先鋒營的活動後，令我改變了不
少。」她特別分享了籌備盆菜宴的過程與經歷，「過
程十分辛苦，因為我是當晚的司儀，又要訂盆菜。不
過，很高興聽到有些老人家跟我們說，來港十多年都
沒有試過吃團年飯。這一番說話，令我很感觸，覺得
自己有份助一班老人家實現願望。」
訓練營過後，學校會邀請家長參與結業禮。不少家

長都感到子女脫胎換骨。不少學生參與後更成為工作
人員，陪伴師弟妹經歷訓練營的洗禮。

冀轉化成健康食品生物柴油 領隊：「老帶新」培育新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香港

公開大學「極地創新科研考察隊」今日

出發勇闖北極，進行為期13日的環境研

究。公大科技學院環境及安全科學系助

理講師黃儀強解釋，過去有研究利用微

藻生產出有護膚及防癌作用的蝦青素，

今次考察隊將在極地進行更深入的研究，

探討如何將微藻轉化成食品及再生能源，

造福社會。領隊何建宗指，有意培育新

一代人才，「以老帶新」讓更多年輕人

也有機會到極地做研究，其中3位「新

血」均對極地之旅甚感期待，相信會是

個畢生難忘的學習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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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中秋將至，香
港中文大學校長沈祖堯日前親自帶領中大關懷
服務團的100名義工攜月餅福袋，探訪馬鞍山
的長者及長者地區中心，更在百名長者面前一
展歌喉和大玩遊戲，與長者提早慶祝中秋節。
中大聯同基督教香港信義會馬鞍山長者地區中

心、縱橫社會責任網絡，於上周六（5日）合辦
「中大愛心月餅慶中秋」活動。中大校長沈祖堯、
民政事務專員 (沙田) 何麗嫦、縱橫社會責任網絡
主席兼中大校友曾立基、中大副校長許敬文及協
理副校長馮通以及100位「中大．關懷服務團」
義工，提早與長者共度中秋佳節，其中沈祖堯探
訪了居住於馬鞍山的陳氏夫婦，並送上印有「中
大CUHK」字樣的愛心月餅和福袋。
中大月餅由社企明愛天糧烘焙，精神病康復

者和弱能人士等弱勢社群製作，每售出一盒月
餅，「中大．關懷服務團」便會為長者送出一
個月餅。上述活動送予長者的福袋由縱橫社會
責任網絡贊助。另「中大．關懷服務團」會在
本月舉行4次探訪活動，為居於沙田及大埔的
獨居長者送上月餅和福袋，中大將合共送出
1,000個月餅予長者。
沈祖堯表示，中大今年首次推出的月餅包含

三重心意，包括支持本地社會企業、關懷長
者，而大會亦會將售賣月餅的收益撥捐中大
「博群計劃」，以支持中大學生於來年自發籌
劃的各項社會服務活動。

伍華師生考察豫歷史文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子優）天
主教伍華中學師生一行44人，早前到
河南鄭州及開封進行歷史文化考察，
以了解鄭州、洛陽及開封的歷史文化、
風土人情，各人更有機會參觀黃河的
水利工程，感受地質公園的魅力，並
與當地大學生互相交流學習。

訪「母親河」遊清明上河園
校方表示，參加此次交流團的主要是中四及中五學生。

考察團坐高鐵，由深圳南站出發，7小時後抵達鄭州。抵達
後，在導遊帶領下，學生爭取時間，率先參觀了黃河博物
館，對這條孕育中華民族的「母親河」有了基礎認識，其
後即前往花園口黃河觀賞區，親身感受黃河的壯觀景色。
翌日，同學前往開封體驗清明上河園的民俗風情，清明

上河園是參照我國著名畫作《清明上河圖》而建成，園中
的一草一木一石一瓦都參照原作，園中的表演環節也把古
時的民俗風情原貌真實地表現出來，連園中的工作人員也
以古裝打扮，學生藉參觀領略古代風情，格外投入。
行程最後一天，伍華中學師生前往河南財經及政治大學

與當地本科學生交流，互相分享學習經歷，一起暢談夢想，
氣氛熱烈。在5日4夜的旅程中，各人除參觀了上述景點，
還到過雲台山國家地質公園、龍門石窟等代表河南特色的
景區，以及參觀小浪底樞紐工程，行程豐富。

■責任編輯：范秋君 2015年9月7日（星期一）

公大考察隊闖北極
研微藻有害變有用

校園放大鏡校園放大鏡

教院「再遇孔子」展反思傳統文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孔子以有教無類、學而不厭、
誨人不倦、因材施教的理念辦學授徒和推廣教育，被後人
尊為萬世師表，成為無數教師的榜樣。香港教育學院轄下
的香港教育博物館，近日就舉辦以「再遇孔子」為主題的
展覽，讓參觀市民立足現代，從生活出發，再遇孔子。展
覽嘗試追本溯源，從教育與普及的角度，探究跨越二千多
年的儒家思想傳承和發展，反思傳統文化在廿一世紀全球
化浪潮和數碼化時代面對的挑戰與機遇。
主辦單位期望透過「再遇孔子」展覽，延伸教育活動，

並以廣大師生為對象，特別設計寓教於樂的互動體驗，配
合教育活動和導賞，讓不同年齡的參觀者都可享受一個結
合靜態觀賞和動漫遊戲的綜合展覽，認識孔子。公眾可於
即日起至明年6月30日，逢星期一至星期日（公眾假期休
館），上午10時至下午5時於香港教育學院D1座平台的香
港教育博物館免費入場參觀。

■天主教伍華中學師生早前到鄭州及開封進行歷史文化
考察。 學校供圖

■中大校長沈祖堯(中)帶同月餅和福袋探望長者，預祝
長者中秋節快樂。 中大供圖

■市民可由即日起至明年6月30日，免費參觀於香港教
育博物館舉行的「再遇孔子」展覽。 教院供圖

■公開大學極地之旅團隊出發禮公開大學極地之旅團隊出發禮，，特首夫人授旗特首夫人授旗。。 姜嘉軒姜嘉軒 攝攝

學界正能量學界正能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在香
港家長眼中，藝術可以是子女的興趣，
但不可以是子女的志向與事業，不過，
上述觀念正在漸漸改變。浸大視覺藝術
院總監莊藝勤（John Aiken）早前接受
香港文匯報記者專訪時表示，隨着相關
產業漸漸發達，讀藝術的畢業生也不愁

出路；不過，對剛畢業的學生而言，要
全職做藝術家，或許會有點吃力。
莊藝勤坦言，香港與世界各地都一

樣，一般人都對藝術學科缺乏理解，認
為藝術科不夠踏實，「家長不願支持子
女讀藝術，他們希望子女走更『學
術』、更傳統的路。」不過他觀察到，
有關觀念近年已逐漸改變，除了因中學
課程有變動，給予更多機會年輕人，也
因為藝術的角色有所改變，「大約從10
年前開始，其經濟角色漸漸冒起。」所
以在文化和觀念上，大家開始有所轉
變。
就以家長最關心的出路而言，莊藝勤指，

現時視藝科學生畢業後其實有不少出路，
市面上也有不少相關行業，「我們的課程
本來就要學生學習很多不同的技巧，如設
計、處理項目、推廣等。學校也會要求學
生參與一些現實生活中的項目，去做產品
設計、市場推廣設計、與畫廊合作等，讓

他們有更廣更深的體驗。」

何兆基：港可成文化交匯中心
浸大視覺藝術院副教授何兆基表示，

現時商業畫廊提供了不少工作機會，也
有學生成立自己的工作室，做手作飾
品，整體而言，整個創新藝術產業是多
元發展的，「香港有1%的GDP來自藝
術行業，雖然與法國的4%相比仍有距
離，但其實也是一個快速成長的領
域。」隨着亞洲創意產業開始被視為主
要產業之一，香港也可成為文化交匯的
中心，就像上海和深圳，「其實香港有
能力，有很多國際藝術展覽，也吸引不
少收藏家來港。像博物館、畫廊、拍賣
行等，在香港都做得很好。」
不少人認為，發展藝術就要到外國，但

二人卻有不同見解，「在紐約及倫敦，每
年都有數以千計的畢業生，去爭取少數的
機會，香港則是少數人可以去爭取不同的

機會。」此外，香港學生於國際舞台上也
有很強的競爭力，例如浸大有學生能面對
各地競爭，去倫敦的皇家藝術研究院，或
拿着耶魯的中國獎學金等出外深造。
雖然如此，香港藝術教育也有困難需

要面對，於莊藝勤而言，就是香港的藝
術課程很「本土」，難以吸引國際生，
「這很難讓學習環境有不同的文化觀
點。」校方唯一能做的，就是招聘國際
上不同地方的教師，拓闊學生的視野。
視覺藝術院畢業生鍾正，一心想投入藝

術行業，希望自己可以成為藝術家，不過
對初出茅廬的他而言有一定難度，故他畢
業後同時做一份畫廊兼職、一些短期教學
工作、幫忙做藝術展，「其實我想嘗試做
全職的藝術家，但在此之前，要先支持自
己的生活，而且從這些兼職中，也學到不
少東西。」例如幫忙做藝術展，可以從其
他藝術家身上學習，達到教學相長的效果。
他表示，藝術路上最大的困難，一如其他
行業的頭號問題，就是難以負擔工作室的
租金，期望政府可加大力度去支持藝術發
展，幫助年輕人從事有關產業。

藝術產業漸發展 浸大視藝生有出路

■莊藝勤(右)認為，隨着藝術相關產業漸漸
發達，藝術課程的畢業生不愁出路。中為鍾
正，左為何兆基。 劉國權 攝

今次考察除了進行環境生態及環保研究外，最大
突破是從過去研究如何控制「有害微藻」，變

成探索未知的「有用微藻」。黃儀強表示，最近半
年微藻研究有突破發展，專家發現除了溫度高低的
氣候影響外，光線變化亦會構成影響，「研究人員
沿此線索，終在雨生紅球藻內發現蝦青素。」蝦青
素經過科學鑑定，經破壁後原來可作食品或護膚
品，有防癌及養顏妙用，因此價值不菲，一公斤價
值接近2萬美元。有見及此，考察團今次的重點是
在極地進行微藻研究，在北極海洋收集各類樣本進
行培植分析，包括過去一直認定內含毒素的「有害
微藻」，探討將微藻成分轉化為食品及再生能源，
如螺旋藻健康食品或生物柴油等。

13年來育4代科研人員
自2002年起7度前往極地考察的領隊何建宗表
示，13年來考察隊先後培育過4代科研人員參

與研究，當中已完成不少重要的環境研究工作。今
次考察團其中一個主要目的，是要讓修讀環境科學
的學生親身體驗極地的環境，投入生態研究，跟進
團隊長年以來累積的工作。今次考察團一行19人，
由何建宗帶領研究員、全日制學士及深造課程學
生，「四代人」勇闖極地。
是次考察團中不乏「新血」，他們部分由專家推薦，
或透過青年廣場舉辦的招募活動而入圍，並經過重重
面試脫穎而出。他們未必是研究界的頂尖專家，但都
有一顆熱愛大自然的心。在銀行業任後勤工作的李子
韜，今年26歲，大學時期修讀財經，個人學歷與今次
考察風馬牛不相及，但他坦言希望認識世界，對異國
旅遊亦有心得，故獲推薦成為團隊一分子。
在理大就讀醫療化驗科學的王慧卿，及就讀公大

能源與環境的陳睿浵，兩人均是大四學生。其實團
隊中不乏經驗豐富的專業研究人員，他們指此行希

望多學習，並親身感受地球變化，充實自己。為了
今次的考察，各成員早在半年前已作準備，王慧卿
及陳睿浵定期跑步健身，並上堂了解旅程細節及工
作崗位。他們表示，行程中會攀登雪山採集植物樣
本，如此充滿挑戰性的行程，絕對畢生難忘。

特首夫人主持授旗儀式
「北極科研考察2015」昨日舉行出發典禮，行政

長官夫人梁唐青儀獲邀主禮授旗儀式。會上介紹
指，今次的考察會比過去的研究內容更深入，團隊
會在機動帆船上沿岸觀察水質的變化、水平面上
升、水中的污染物等，並沿途監測和研究北極圈的
冰雪、海水和大氣中的輻射物質，研究北極圈氣候
改變對全球生態的關鍵影響。其間團員會收集水質
及微藻樣本，亦會研究北極的地衣及化石，從而
了解當地的空氣、水質、氣候及生態變化。

■仁濟二中的老師實行把訓育和輔導結合，透過不同的活動，培育學生的自信心及抗逆能力，因而獲行政長官卓
越教學獎嘉許狀的表揚。 學校網頁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