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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柬國孤兒信笑臉改變世界

設計助解鉛水 中大生iGEM世賽奪金

家長「小事化大」協調中層苦惱 職責太多受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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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遊蹤

小學校長遇三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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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每個人都有長短處，有教育界及社
福界人士認為，香港青少年潛力無限，社會不應單憑學業成績衡量
成敗，反應鼓勵他們從日常生活興趣出發，找出最為適合自己的未
來，成就多元出路。賽馬會為此撥款5億元推行「鼓掌．創你程」生
涯規劃項目，培訓6,000名專業人員及教師，並與家長通力合作，協
助在校學生及輟學、隱蔽及雙待的非在學青少年認識自我及發揮潛
能。

生涯規劃非僅「揀好學科搵好工」
負責處理在校青少年生涯規劃項目的中文大學教育學院專業顧問何玉
芬表示，生涯規劃不僅是「揀好學科、搵好工」，每名青少年都有着獨
一無二的興趣及需要，希望自己在所長領域有所貢獻，獲他人認同及肯
定，找到自我價值。因此，不論家長還是老師，不宜忽略青少年無限可
能性，「他們學習任何生活技能，都應獲得讚許。」
何玉芬續指，並非每個學生都擅長讀書，師長應協助他們從個人興趣
發掘及探索出路，其間宜適當表達關懷及認同，讓青少年認識自己，有
信心為未來前路作出抉擇。
浸會大學社會工作系教授黃昌榮進一步解釋指，培養青少年的興趣，
可助他們變得專注，從中學習到的知識超乎想像，「青少年喜歡打籃
球、跳街舞，以此作為動力，他們會主動上網搜尋資料，甚至會為了解
箇中內容而學習外語。」此外，培養此類良好興趣，既能強身健體，又
可獲得別人認同及欣賞，增強自信及找到自身價值。

撥款5億培訓6000人組團隊
為鼓勵年輕人做好生涯規劃，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推出「鼓掌．創你
程」生涯規劃項目，信託基金慈善事務高級經理應鳳秀表示，基金會撥
款5億元，與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浸會大學、香港輔導教師協會、香港社
會服務聯會，及社福界團體共同合作，計劃預計於5年內將服務擴展至
50間網絡學校，其間培訓6,000名生涯規劃專業人員及教師，並組成專業
團隊，逐間學校度身訂做適切活動，及提供持續跟進。
此外，賽馬會亦會跟超過3,000個商業夥伴合作，安排學生進行參觀或
試工實習，讓學生獲「過來人」指點，從而體驗有關工作是否適合自
己。社區方面則會成立5支地區專責服務隊，於全港各區開展服務，協助
輟學、隱蔽、雙待青少年認識自我及發揮潛能。

成長於物質充裕的社
會，港生未必明白貧窮
與疾病帶來的折磨和不
幸。本年初，我透過學
校安排參加一個為期7天
的「柬埔寨關愛貧窮服
務體驗計劃」，體驗到

不一樣的柬埔寨。
行程中我們在金邊市進行3天的社區服
務，主要的探訪對象為孤兒，其中來到
「彩虹橋愛滋孤兒善終院舍」令我感受甚
深。香港學生對愛滋病有一定的認知；我
也不時從電視獲悉愛滋孤兒的畫面，但當
這些遙不可及的畫面即將成為人生中親歷
其境的片段，大家都有着不一樣的思慮。

牽手包含信任勿突然鬆開
領隊出發前再三叮囑：「千萬不要將孤

兒的手突然鬆開。」她表示，這裡的孤兒
多半是棄嬰，或父母因愛滋病死去，他們
從小缺乏家庭溫暖，對人們的擁抱和牽手
特別感到關懷。的確，迎面而來是一班很
有活力的孩子，他們看到我這張陌生人的
面孔，不單沒有絲毫緊張，反倒熱情地將
我簇擁。突然，一隻小手緊握着我，令我
有一種奇異的觸動。這一牽手包含人與人
之間簡單而真摯的信任，我們頓成為孩子
世上重要的依靠。
我們也來到殘疾孤兒院照料腦癱小孩，

同伴把卧床女孩的手捉緊，似乎在他們肌
膚緊接的剎那間，有一種無形的力量將我
們的心靈拉近。不論孩子們是否身患愛
滋、是健全的或不良於行的，當我們奔跑
在黃沙上，彼此都是平等的，也未曾忘記
他們最質樸的笑臉。
回港後，我不時想起柬埔寨的點滴，包
括在玩集體繪畫遊戲時，我跟身邊小男孩
有過一段對話。當時我看他在畫紙上畫了
喜愛的卡通，我問：「除了這卡通，在現
實生活中你有想要的東西麼？」男孩想了
一下回答：「Home（家）。」
很想告訴他，我在香港的生活很好，不
時想念他，也不知他在孤兒院有否想家
了。我從柬埔寨的貧乏中發現最單純的東
西 ─ 快樂往往不是物質能夠給予的；幸
福，也非必然。

溫飽是福微笑是動力
第一次從領隊的口中聽到柬埔寨的「墳

場村」和「垃圾山」，總難以想像這裡人
民的生活，探訪病童前也沒法想像小孩子
如何面對疾患。而我終於發現，雖然貧窮
及逆境無法立刻改變，柬埔寨人沒有忘記
真摯地笑。
大部分香港人在物質上並不欠缺，但生

於繁榮的城市，人們在急促的步伐中很容
易迷失，認為擁有的一切都是必然的，甚
至因無止境追求達不到的物質生活而感到

不快樂。柬埔寨的旅程讓我發現，溫飽是
最大的福氣，微笑是生活的動力。在我跟
孤兒們笑而不語時，我相信：某天，世界
會因這天真的笑臉而改變。

( 標題與小題為編輯所加 )
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應屆中文高級文憑課程畢業生高嘉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在機場的
目的地顯示屏面前取出智能手機自拍，隨即
打開社交網頁上載相片，簡單附上一句上機
前「感言」，這些就是現代年輕人去旅行的
指定動作，而途中見聞，亦要經網絡跟親朋
好友互動分享。有研究顯示，這可為旅行者
提供安全感，分隔千里亦如相聚一起；但部
分使用者亦會為無時無刻連結世界而感到煩
惱，甚至有「檢查電郵強迫症」，有人連旅
行也離不開工作，大大影響旅遊質素。
隨着智能手機在2008年開始興起及普及，人

們的生活習慣迎來極大轉變，例如聯絡方式逐
漸由電話移至多姿多彩的社交網絡；作任何決
定前可通過搜索網絡獲得大量資訊參考；而智
能手機本身逐漸成為人們最常使用的娛樂工
具。
有見及此，理大酒店及旅遊業管理學院王丹

博士在2012年至2013年間，開展智能手機如
何影響旅遊經歷研究項目，委託美國市場調查
公司在當地尋找32名不同性別、年齡及層面，
在受訪前三個月曾經外出個人遊的智能手機使
用者，逐一面談了解各人的旅遊經歷。

婆婆用App訂房手機導航自駕遊
研究團隊最初估計，年齡是整個研究的關鍵

因素，因社會普遍相信年紀大的人較難接受新
事物，與智能手機無緣，研究結果卻讓人大跌
眼鏡。王丹指，「受訪者中包括一名年屆七旬
的婆婆，言談間可見她擁有勇於嘗試新事物的
個性，她會利用手機的地圖導航功能自駕遊到
尼加拉瀑布，又會即興用酒店App預訂房間留

宿，還會用地理位置服務搜尋區內特色餐館，毫無疑問她是
其中一位最受智能手機影響的受訪者。」

手機播音樂青年「與世隔絕」
相反另一名年約二十來歲的年輕受訪者，面談前王丹曾

預料對方在旅程中，至少會用地圖或facebook等社交平台，
豈料該名受訪者平日就少用手機，一般只會作簡單短訊用
途，去旅行的目的是要遠離日常煩囂生活，因此更少使用
手機。本來被人們視為連接世界的智能手機，在他手上卻
變成隔開外界雜聲的音樂播放器，面談結果讓王丹深感意
外。
王丹進一步解釋，智能手機為旅遊經歷帶來的最大變化，

是人們可以將旅行的前期準備及回來分享旅遊體驗等環節，
通通濃縮在旅行期間同步進行，「智能手機讓旅行者隨時搜
索資訊，簡化旅行準備工夫，甚至可以見步行步，大大增添
行程自由度。」
此外，一經連接社交網絡，旅行者可即時將一舉一動傳送

網絡，跟大班好友互動分享，分隔千里亦如相聚一起，讓旅
行者身處異地仍有安全感。不過，部分使用者卻為無時無刻
連結世界而感到煩惱，最為常見的是「檢查電郵強迫症」，
智能手機的方便使人們旅行也離不開工作，某程度影響旅遊
質素。

手機影響旅遊與年齡無關
結果亦顯示，旅遊經歷受智能手機影響多大，與用家年

齡無直接關係。相反，用家日常如何使用智能手機，則會
如何影響他們的旅遊經歷，王丹表示「旅行者不會在旅行
中產生新的習慣，平日用慣那些應用程式，旅行亦只會依
賴該些程式解難。」因此旅遊業界開發應用程式時，宜從
用家角度出發，或直接與現有的應用程式平台合作，會達
到較佳收益。

由香港初等教育研究學會、香港小學教育領導
學會、津貼小學議會和香港資助小學校長會

聯合組成的「小學校長面對的挑戰」研究小組，
在今年5月初分別向全港小學校長、副校長和資深
主任進行問卷調查，共收到478份來自約160所小
學的高層回覆。
調查顯示，上述三類小學高層中有六成至七成
人認為小學校長的工作困難包括：要處理情緒失
控的家長及員工、協調中層同事的工作、職責太
多；有逾半受訪高層認為校長工作壓力大，會影
響身心健康。

近半校長擬提早退休
由於社會變遷及家長的期望日高，而校長是一

校的掌舵人，工作難度亦越來越大。津貼小學議
會主席張勇邦指出，小學校長既要管理不稱職的
教師，加上學校融合生人數上升，又要考慮如何
提升學生的公開試表現、處理各方投訴，很多校
長大叫吃不消。張勇邦又提到小學一校校長薪酬
約相當於中學副校長水平，86%受訪小學校長認
為其待遇是不合理的，有47%校長準備提早退
休，原因主要是工作壓力和健康的考慮。
為避免小學校長出現斷層危機，需吸引現職小

學副校長和資深主任申請升任校長，不過調查發
現，56%受訪副校長坦言無興趣晉升為校長，有
興趣的只有14%；而表示有興趣升任校長的資深
主任則有67%。拒當校長者，主要感到校長職責
太重，其次是個人性格不合。

孩子遺失水樽家長竟搵校長
元朗區小學校長會主席林碧珠表示，曾聽聞有

家長因不滿學校處理孩子行為問題的手法，便向
傳媒和區議員投訴，以向學校施壓，令校長、教
師倍感壓力。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長沙灣）
前校長辛列有指出，曾聽聞有家長因孩子遺失水
樽而多番致電學校，甚至聯絡校長，可見校長的
工作何等繁重。
張勇邦建議，政府可考慮參考中學教師薪酬表

以提升小學人員的薪酬，同時可吸引更多新教師
入職；林碧珠則認為教育局可增強支援小學校長
的專業發展，提升人才晉升意慾，確保小學教育
的持續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面對
社會對學校的要求日高，本港小學校
長壓力沉重。有調查發現，六成至七
成受訪小學高層均認同校長工作上的
三大困難是要處理情緒失控的家長及
員工、協調中層同事的工作、職責太
多。據了解，有些家長會為芝麻小事
向傳媒和區議員投訴，希望「搞大件
事」；也有家長會為孩子遺失了水樽
而連日聯絡校長，令校方甚感無奈。
由於小學校長唔易做，竟有56%受訪
副校長坦言，不想升任校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子優）
由香港中文大學理學院及工程學院
13名本科生組成的基因工程隊伍，
憑「磁小體固氮菌」系統勇奪國際
遺傳工程機器設計競賽（iGEM）的
世界賽金獎。據了解，上述項目具
有廣泛的應用潛力，甚至可協助解
決近日困擾港人的鉛水問題。
iGEM為國際合成生物學界每年一
度的盛事，由麻省理工學院於2004年
創立，旨在促進學生在合成生物學的
學習、交流與合作，以培養合成生物
學人才。本年度共有280隊來自世界
各地的學生隊伍參賽，中大隊伍第四
度在有關比賽奪金，成績驕人。

磁小體蛋白質吸水中金屬
今次中大隊伍的參賽項目名為
「磁小體固氮菌」，學生們設計了
一個生物合成系統，讓一種存在於
泥土中的固氮細菌（名為 Azoto-
bacter vinelandii）在細胞內缺氧狀

態下產生磁小體蛋白質。
磁小體蛋白質是一種帶有磁性的

生物粒子，其表面積對體積比例較
一般納米粒子高出數百倍。此嶄新
的系統可用於吸收水和泥土中的金
屬，從而解決海洋污染，以及香港
最近食水含鉛量超標的問題。長遠
而言，此系統可用以分離及抽取任
何的蛋白質和酵素，應用於食品及
製藥等不同行業。此外，若在系統
中加入氫酶，更可以提升微生物燃
料電池的能源效益。有關項目曾獲
教資會教學發展基金的資助。
中大基因工程隊的指導老師之

一、中大生命科學學院副教授陳廷
峰表示，比賽評委非常讚賞中大隊
參賽項目的概念，為磁小體蛋白質
的生物合成研發出標準的生物零
件，並巧妙地利用Azotobacter細菌
以提供產生磁小體蛋白質所需的缺
氧環境，相信此項目的應用潛力將
十分具大。

■香港初等教育研究學會、香港小學教育領導學會、津貼小學議會和香港資助小學校長會聯合進行
「小學校長面對的挑戰」問卷調查舉行發佈會。左二起為林碧珠、張勇邦和辛列有。 黎忞 攝

■中大團隊在國際遺傳工程機器設計競賽（iGEM）的世界賽中獲金獎。 中大提供圖片

■■王丹開王丹開
展智能手展智能手
機如何影機如何影
響旅遊經響旅遊經
歷研究項歷研究項
目目。。
姜嘉軒姜嘉軒 攝攝

■圖為高嘉裕(後排粉紅衣者)與柬埔寨小孩
合照。 高嘉裕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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