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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道）「2015 未
來之星綠色深圳行暨分享會」於本月 10 日在深圳舉
行，60 多名同學參觀了綠意盎然的深圳建築科學研究
院後再參加分享會，一同回顧未來之星活動的點滴，
大會向其中 10 人頒發了「優秀實習感言」獎項。蘇港
青年交流促進會主席、國際青年商會香港總會 2014 年
總會會長關俊華，及中華全國青年聯合會委員、港島
義工團副團長徐景勝擔任嘉賓，他們分享了長期在兩
地工作的心得，並鼓勵同學打破只從傳媒獲取內地資

在分享會上，未來之星同學會總幹
事解玲介紹了該會的新動向，由

香港《文匯報》牽頭成立的未來之星同
學會今年迎來了 10周年紀念，故特別舉
辦「十大傑星」評選活動，目前提名已
經截止，正在進行評審，結果將於本月
26日揭曉。

指內地科技發展速機遇多
主禮嘉賓關俊華在致辭時，分享了自
己長期在內地及香港工作的經驗。他在
國外讀書十多年，回港時遇上金融風
暴，當時在一家台灣公司工作，經常在
香港、內地兩邊走。十多年來，他感受
到兩地的發展變化，如今內地科技發展
迅速，例如微信、淘寶等被廣泛使用，
巿場機遇不少；毗鄰的廣東有前海、南
沙、橫琴等新區為香港青年提供創業支
援，希望同學能深入到內地體驗，更應
多到內地交朋友，以獲取不同的資訊，
全面了解內地。
徐景勝則鼓勵同學「讀萬卷書不如行
萬里路」，港人經常到各國旅行，但對
內地的認知主要來自傳媒，有時會有些
偏見。據他了解，有些港生以為內地大
學生是書獃子，但其實很多內地大學生
素質已經很高，精通多國語言，也會很
好地裝備自己。
他強調，兩地融合是大趨勢，港生要
多開闊眼界，同時要強化本港的國際特
色，了解國家最新的發展戰略，發揮獨
特的優勢。
香港教育學院學生羅悅棋及香港中文
大學學生蔡國君分別參加了江蘇團和北
京國情班，他們表示，交流團的活動給
他們留下許多美好的回憶，未來之星

關俊華徐景勝勉同學內地走走 勿只靠傳媒了解神州

同學會每天安排的活動讓他們增長了見
聞，感受深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
賢 深圳報道）在分享會之
前，同學們在建築科學研究院
工作人員的帶領下，參觀了一
棟在「綠色、節能」方面別出
心裁的建築。
在地下車庫入口處，看似普
通的照明燈卻不是普通電燈，
而是光導管，通過採光裝置聚
集室外自然光線，再導入系統
內部經過光導裝置強化及高效
傳輸後，再反射將自然光均勻
導入室內需要光線的地方，令
同學們十分驚訝。

「星」
同學：體驗實彈射擊最震撼
參加江蘇團的楊傑、何泳琳表示，參
觀軍營實彈射擊的體驗最令人震撼，內
地的發展也令人刮目相看。
何泳琳指，剛開始見到單張上寫有
「參觀蘇州農村新建設」的行程，還
以為是去條件很艱苦的地方，沒想到
是一個濕地公園，而且已經成為發展
很好的旅遊景點。楊傑對照顧學員的
志願者也印象深刻，大讚對方熱情盡
責，完全不會令人感到有隔膜，而且
對方非常多才多藝，大家已成為很好
的朋友。
參加北京國情班的葉清怡、羅敏詩、
林雅錡則對北京的空氣印象深刻。她們
表示出發之前天津港爆炸事件一度令他
們擔憂北京會否受污染，也準備了許多
口罩，但一下飛機卻發現藍天白雲，口
罩根本沒派上用場。
林雅錡表示，在清華大學的課中，教
授們客觀評價中國的發展，現在中國還
有很多問題，但不能因為有問題就什麼
都不做，而是應該嘗試去改變。葉清怡
表示，很驚訝在清華大學的一個區域發
現很多西方建築，很像自己之前去美國
看到的一些大學的風格，覺得其實內地
也很開放，能夠接納西方的元素。
羅敏詩對清華大學的志願者有很好
的評價，大讚他們很有禮貌也很有文
化素養，與他們交流才知道港生所認
識的內地和真實接觸到的並不相同，
她認為大家不能只看香港傳媒怎麼報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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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們參觀建築科學研究院
同學們參觀建築科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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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淑儀歐陽曉晴主禮

香港文匯報自 2011 年起，連續四年舉辦「全
港學生中國國情知識大賽」，每年均吸引全港
逾 200 間中小學和大專院校參加，活動網頁瀏
覽量更超過 30 萬人次。今年適逢香港基本法頒

國情賽年吸逾 200 校參加

李望賢 攝

莫雪芝 攝

佈 25 周年，香港文匯報於是舉辦國情知識大
賽，旨在讓全港市民和學生通過參與上述大賽，
了解和傳承中國傳統文化，加深對香港基本法與
「一國兩制」的認識，強化國民身份認同。
大賽設有小學組、中學組、大學組、公開組
和工會組，比賽形式分為個人賽及團體賽。團
體賽由學校組隊報名參加，學生個人賽則可以
個人身份報名；工會組和公開組亦分別設團隊
和個人賽，工會組需為工聯會會員、公開組需
為18歲或以上香港居民。
報名日期由即日起至本月 31 日為止，有興趣
者可於 http://cnc.wenweipo.com 網站報名。學
生個人初賽在 11 月 16 日至 11 月 21 日同時進行
網上報名及比賽，校際團隊賽、工會組及公開
組的初賽則在11月21日舉行。
入圍團隊和個人參加者將可進入 12 月 12 日舉
行的總決賽。大賽評審委員會由香港和內地的
知名專家、學者和相關機構代表組成，比賽設
冠、亞、季軍及優異獎，獎金及獎品豐富。

科大滑鐵盧大學合推工學博士雙學位課
作備忘錄，同意在明年 1 月起合辦工
學 博 士 雙 學 位 課 程 。 Feridun
Hamdullahpur 表示，這項合作可結
合兩校的創新思維以培育年輕學
者，並為來自兩校的博士研究生建
立基礎，推動學術及研究合作。陳
繁昌則指，入讀上述課程的學生能
於兩地出色的工學院中學習，亦能
接觸兩所學府的獨特文化及創業環
境，讓學生有所禆益。

分享會上，建科院人力資源
經理袁傑對同學們的到來表示
歡迎，她稱讚港生有國際視
野、專業素養高，歡迎同學畢
業後到研究院工作。
建科院主任工程師陳益民則
為同學們介紹了綠色建築及深
圳的綠色發展，讓同學對城市
的綠色生態建設有更深入的了
解。

■香港科技大學與滑鐵盧大學將在明年初首次推出工學博士雙
學位課程。
學位課程
。
科大供圖

THEi

■左起：鄭
曉霖、林靖
衡、羅逸文
均希望設計
出一個理想
遊樂場。
姜嘉軒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香港家長視子女如「金笸籮」，
事事安全至上，公園的鞦韆、滑梯、氹氹轉等均被家長視為危險設
施，要孩子「退避三舍」，導致它們逐漸絕跡，遺下一個又一個毫
無趣味可言的「樣板公園」。3 名園境建築學生不願本港公園淪為
擺設，遂構思了一個跟屯門爬蟲館相輝映的主題共融遊樂空間，期
望不同年紀及能力的孩子，都能在遊樂場重拾童真。該設計最近在
遊樂場設計比賽中摘冠，有機會獲屯門公園採用，成為本港首個由
學生設計的遊樂場。
香港早前首設共融遊樂空間設計概念比賽，邀請公眾就屯門公園
內的遊樂場試點，設計一個配合自閉症、智障、聽障、腦麻痺、脊
柱裂或其他殘障兒童需要的主題公共空間。經過主辦單位—聯合
國兒童基金會及香港園境師學會專業人士評選，結果由香港高等教
育科技學院(THEi) 園境建築三名學生羅逸文、鄭曉霖及林靖衡的作
品《爬上爬樂》取得學生組冠軍。

生設計賽奪冠

禮嘉賓，「香港中國企業協會」副會長暨總裁
張夏令、麗豐控股高級副總裁林顥伊、工聯會
小西灣區議員陳靄群和全港各區工商聯執行委
員會副主席沈安儀等均有出席活動。
林淑儀在致辭時表示，「全港學生中國國情
知識大賽」過往已舉辦了四屆，歷年參加人數
達七千多人，大賽已成為具有號召力且備受學
界和社會關注的活動；適逢今年是香港基本法
頒佈 25 周年，因而同時舉辦基本法知識大賽，
期望加深市民及學生對基本法和「一國兩制」
方針的全面認識。一眾嘉賓在完成啟動儀式
後，隨即登上懷舊巴士合照，出發向全港市民
宣傳比賽。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黎忞）香
港科技大學與滑鐵盧大學將在明年初
首次推出工學博士雙學位課程，入讀
上述課程的博士研究生可於兩校學
習。修讀課程的學生需要達到兩所院
校的課程要求，並要完成一份博士論
文及一次論文答辯；順利完成課程的
學生將獲兩校分別授予博士學位。
科大校長陳繁昌與滑鐵盧大學校
長 Feridun Hamdullahpur 日前簽署合

建築物地下採用透水磚，可
以將雨水、污水收集起來回收
利用。大樓的六樓和頂樓是綠
意盎然的大花園，種植各種綠
色作物，還有員工種植的小菜
園，是休息小憩好去處。同學
們紛紛讚歎這裡風景很好。

《爬上爬樂》任童玩

莫雪芝 攝 ■基本法知識大賽啟動儀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教育局、工聯
會、招商局集團有限公司、香港中國企業協
會、香港文匯報和「未來之星」同學會現正舉
辦「第五屆全港學生中國國情知識大賽暨紀念
香港基本法頒佈 25 周年知識大賽」，活動昨日
舉行啟動儀式。主禮嘉賓之一的全國政協委員
暨工聯會會長林淑儀在致辭時表示，相信比賽
有助市民、學生深入了解國情及加深對香港基
本法與「一國兩制」方針政策的全面認識，呼
籲各界積極參與。
為了隆重其事，大會昨日特別安排了一部有幾
十年歷史、將在下個月退役的懷舊開篷巴士由小
西灣巴士總站出發，駛往紅磡，沿途宣傳「第五
屆全港學生中國國情知識大比賽暨紀念香港基本
法頒佈25周年知識大賽」正式啓動。

啟動儀式上，全國政協委員暨工聯會會長林
淑儀和香港文匯報董事總經理歐陽曉晴擔任主

李望賢 攝

地下透水磚蒐雨水污水

同學深入了解綠色生態

開篷巴遊港 紀念基本法頒佈25載

■懷舊巴士由小西灣出發往紅磡，並向全港市民宣傳大賽。

採自然光室內照明 遊綠色建築開眼界

訊的習慣，實行親自到內地走走，了解其最新發展。

未來之星遊深賞綠
聽過來人北上心得

三人嘆現在遊樂場「不夠好玩」

羅逸文及林靖衡均指小時候愛到公園遊玩，「最愛超長滑梯、只
有一塊板兩條鐵鏈的老式鞦韆、巨型氹氹轉、繩網，這些都很有
趣。」看着兩人談得興高采烈，鄭曉霖卻未有共鳴，只因她自小家
教很嚴，少有機會到公園，故非常羡慕其他小孩可以玩耍，也促使
她要設計出一個理想遊樂場，讓更多孩子玩得盡興。
對於現存的遊樂場，3人一致認為「不夠好玩」，只因稍微「刺激」
的遊樂設施，不是封住了就是被乾脆拆掉，或是像鞦韆般演化成「尿
片型」坐墊，失去原有精髓。他們在構思圖則前，曾到屯門公園實地
觀察，發現小朋友甚少去玩公園的固有遊樂設施，反而走到附近的樹
木及斜坡玩耍，啟發他們設計出多個無玩法限制同時緊貼大自然的遊
樂場。
《爬上爬樂》分5個區域，設有寬闊滑梯、巨型七巧板及沙池，讓
孩子一起遊玩，也能啟發他們的想像力，利用七巧板拼出自己喜歡的圖案，或
在沙池中堆砌出獨一無二的玩意。區內又設有「救救烏龜」環節，在水池內放
有栩栩如生的石龜，孩子需加上想像力和同理心，融入石龜處境，施予援手，
如認為石龜太乾涸便可拉開水閘、以水槍替石龜補濕。遊樂場亦設有榕樹植物
徑，種滿怕醜草、蘆葦花及大榕樹，不同能力的孩子可跟大自然互動，提倡共
融。
THEi 園境建築系主任陳元敬認為，比賽令學生將學習得來的知識全面發
揮，獲益不少。有指香港目前公園設計單一化，源於設計時往往以安全作首
要考量，陳元敬引述外國研究指出，孩子承受風險的同時，也有助他們學習
評估個人能力；若家長將孩子看成「溫室小花」，他們會失去衡量風險的能
力，影響個人發展，因此就連過去一直非常重視安全的新加坡，近年亦開始
容許繩網等設施重現公園，讓家長決定應否給孩子使用，而不是「一刀切」
剷除有風險的設施，期望今次比賽能引起公眾更多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