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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擬招聘練英語「輪椅狀元」讚年年有實習機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本地律師行普遍會進行全球招聘，港產法律學院畢業生不但
要面對本地競爭，還要跟英、美、澳等世界各地精英互相比拚，若英語欠佳便十分吃虧。為提
高學生競爭力，中文大學法律學院今年特別成立就業辦公室，安排律師行及僱主與學生面談，
又為學生模擬國際律師樓的招聘程序，幫助畢業生操練英語，並裝備自己。有「輪椅狀元」之
稱的中大法律生王文杰表示，上述安排能有效協助學生尋找前路，又讚揚學院的配套良好，每
年均有機會到不同法律機構實習。
Christopher Gane 表示，學院每年
中大法律學院院長
招生約 70 人，全部是本地菁英，當中大部分為本地

學生，很多過去未曾到國外讀書，「他們的能力絕對出
眾，但進行國際性面試時卻可能有一點輸蝕。」有見及
此，學院今年新成立了就業辦公室，聘任御用大律師作主
任，為學生設計就業策劃及培訓，教授撰寫履歷表、拓展
人際網絡、面試等技巧，亦會安排律師行及僱主舉行招聘
講座。Gane 期望此舉能讓學習跟就業進一步接軌，盡力
支援學生實習及求職的需要。他又提到，學院逾 8 成畢業
生會順利修讀法學專業證書課程（PCLL），當中超過 9
成順利就業投身法律界，成績驕人。

親是家庭主婦，文杰是家中第一位大學生，更可能即將
成為家中第一位執業律師。一般人均認為法律學生的英
文水平很高，而文杰在文憑試上亦獲 6 科 5 級或以上成
績，但他卻認為自己英文底子差，故升上法律學院後，
在閱讀英語書籍時就非常吃力，「初升上大學時，每日
都要從早讀到晚，主要是要不斷查字典，看一句英語就
要查三四次。」
加上受病情困擾，文杰坦言要比一般學生付出更多努
力，才能追上進度。幸其努力得到回報，他連續 3 年均為
院校的前列尖子，獲得只有全級首10%成績才得到的院長
嘉許狀，3年來一共獲得廿多個獎學金，成績超卓。

王文杰患肌萎症 努力獲回報

依個人興趣選深造不同領域

天生患有肌肉萎縮症，自小學開始要以輪椅代步的王
文杰，是中大法學四年級生。父親為中學校工，母

來年即將畢業，文杰坦言礙於身體狀況，未能確定就業
前程，「肌肉萎縮症會讓身體變差，實際情況卻因人而

城大生發明
「畫板 T」
助聾啞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一群香港城市大學的學生
發揮創意，助弱勢社群改善生活。有學生發明了「畫板
T」，其實是附有近 300粒LED燈的 T 恤，以手機藍芽連
結，用家只要在專用的手機應用程式寫字或畫圖案，衫
身會亮燈顯示訊息，方便聾啞人士在黑暗中或與不懂手
語者隨時溝通。另有學生發明出幫助長者取物的「智能
摩天輪」，產品附有感應器，體弱長者可透過伸手向左
或右擺動，或以 App 控制「摩天輪」轉動，就能輕鬆取
得上層物件。

研發「智能摩天輪」方便長者
城大創意媒體理學士四年級生黃熙廷發明的「畫板
T」，簡單而言就是一件有 LED 燈的 T 恤，除了可促進
聾啞人士和不懂得手語者溝通之外，在黑暗中亦可使
用，更可應用在表演和派對上。黃熙廷表示，「畫板T」
的專屬 App 將設置加密技術以限制手機 App 的使用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陳文華）福建省港區
政協委員聯誼會會長劉與量等，日前假世貿
中心宴迎福建省政協副主席劉可清一行訪
港，賓主舉行友好座談。劉可清強調，港區
福建省、市、縣政協委員近 700 人，是福建
省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中流砥柱，港胞、
港資率先帶頭，推動福建在基礎設施、工
業、第三產業和第一產業項目的落地，造就

限，避免因誤用而顯示出不良訊息，此外，他亦要研究
如何拆除衫上的LED燈，以便清洗。
至於發明「智能摩天輪」的崔庭軒、周展逸、姚峻煇
和王良亮，均是土木工程學系四年級生，各人都與長者
同住，這也啓發他們研發「智能摩天輪」。
團隊將「智能摩天輪」安裝在木櫃中央的位置，並連
接櫃頂的感應器，長者在感應器前舉手，感應器就會接
收指令，「摩天輪」背後的馬達就會向相應方向轉動，
令頂層的物件移至下層。
針對力量不足的長者，用家可以專屬 App 指示「摩天
輪」的轉動方向。團隊於去年將這研發意念寫成計劃
書，參加校內舉辦的「智能家居」比賽並奪得亞軍，他
們期望未來可將「摩天輪」的專屬 App 與天文台網頁連
結，按當日的氣象資料，令「摩天輪」自動將雨具轉動
至底層，提醒長者要帶雨具外出。
有份協助學生研發上述項目的城大機械及生物醫學工

■中大法律學院王文杰（左二）認為「就業辦」可有效
幫助學生。
姜嘉軒 攝
異，嚴重者甚至會像霍金一般失去語言能力，恐難以應付
執業律師工作。」因此文杰暫時將目標定在修讀法學專業
證書課程。
在校方的協助下，他獲得法律機構實習機會，他認為就
業辦公室能有效協助學生尋找前路，加上法律學院本身選
修科目眾多，如家庭法律、貿易法律、刑事法等多項亦有
涵蓋，讓學生可根據個人興趣選擇深造不同領域，而且同
學之間學習氣氛良好，他十分滿意。

陳智思汪明荃等獲嶺大教院授榮博

中大「就業辦」幫法律生搵好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
莎）嶺南大學及香港教育學院
將於下月中頒授榮譽博士學位
予多位傑出人士，以表揚他們
在其專業領域的卓越成就及造
福社會的重要貢獻。嶺大將頒
授榮譽博士予行政會議成員陳
智思、著名工業家鍾志平及經
濟學家詹姆斯．約瑟夫．赫克
曼。而教院則將頒授榮博予著
名心理學教授傑羅姆．布魯
納、國際知名心理學家多樂莉
絲．加拉赫—湯臣、教育家謝
志偉以及資深藝人汪明荃。
嶺大將於下月 17 日舉行第
46 屆畢業典禮，並頒授榮譽博
士學位。其中，身兼港區全國
人大代表及行政會議成員的陳
智思，將獲頒授榮譽人文學博
士學位。
有「電鑽大王」之稱的鍾志
平將獲頒授工商管理學博士學
位。人類發展經濟學的國際權
威詹姆斯．約瑟夫．赫克曼則
獲頒榮譽社會科學博士學位。
至於教院則擬於下月20日舉
行的第21屆學位頒授典禮上，
向認知心理學界翹楚傑羅姆．
布魯納及國際知名心理學家多
樂莉絲．加拉赫—湯臣頒授榮
譽教育學博士學位。教育家謝志偉將獲
頒榮譽社會科學博士學位；而藝人汪明
荃則因矢志傳承粵劇及推動表演藝術工
作，獲頒榮譽人文學博士學位。

程學系助理教授賴偉超表示，「摩天輪」仍有改善空
間，因部分長者未必有智能手機，或是不懂操作手機，
故考慮將「摩天輪」與平安鐘結合，在平安鐘增設簡單
按鈕，便於長者使用。

「創新科技嘉年華」展示多項傑作
至於創意媒體學院助理教授林妙玲亦夥拍研究生黃耀
諄和陳濱，研發出立體霧幕成像系統。他們以投影映射
技術，將立體數據投射到非平面且可重構的霧氣屏幕
上，從而創建一個可穿透的三維圖像空間。用戶可直接
觸摸及與立體圖像互動，亦無需佩戴立體眼鏡或頭戴追
蹤設備。
他們同時設計出「空中書寫」的體感技術應用，可應
用在表演和藝術裝置上，令三維互動體驗更趨多元化。
就讀創意媒體理學士的學生冼佑隆和其團隊設計了一
款電視遊戲，玩家可舞動龍頭避過障礙及收集寶物過
關，欲以遊戲推廣中國傳統文化。城大的研究團隊將以
上述各項研發成果參加「創新科技嘉年華」，於本月 31
日至下月8日在科學園向公眾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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閩港區政協聯誼會宴劉可清
委員推動省經濟社會發展 助維護港繁榮穩定獲讚

福建 30 多年來經濟的飛速發展。

劉可清表示，一方面，港區3級委員是閩港兩地互動
的重要橋樑，每年都會返回福建省及各市考察、

交流，建言獻策，又熱情接待來港考察的福建各級官
員。另一方面，港區委員為維護香港繁榮穩定，起到帶
頭和領導作用，在反「佔中」行動中，港區委員大膽站
出來做工作，組織委員到警署慰問，傳遞正能量，協助
香港政府妥善處理「佔中」事件。
他強調，港區政協委員在福建省委的心中佔重要地
位，每位港區政協委員的發言、建議，都會引起各地
方、各部門的高度重視，並給予明確反饋，配合改進、
提高，是推動福建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

■福建省港
區政協委員
聯誼會高層
與福建省政
協副主席劉
可清一行合
影。
記者
陳文華 攝

劉與量籲區選踢走反中亂港分子
劉與量向家鄉領導匯報了該會會務發展港情。他表
示，該會在近年的撐政改，反「佔中」行動中，始終帶
頭走在前列，旗幟鮮明地支持政改方案，發動 14,000 多
名鄉會鄉親參與「8．17」和平普選大遊行，召開政改座
談會，剖析社會局勢，推動政改方案；參與「保民主 撐
政改 反拉布 做選民」大型簽名等活動，成績斐然。

他強調，當前香港形勢嚴峻，去年 9 月的違法「佔
中」爆發，今年 6 月普選方案遭反對派強行否決，激進
反對派更不斷挑起事端，引發「反水客」、「鳩嗚
團」、「光復行動」等，造成極其惡劣的社會影響，嚴
重阻礙香港民主進程，破壞香港國際形象，損害香港社

會民生，對香港社會造成不可估量的巨大損失。希望在
不久後的區議會選舉中，廣大會員、親朋好友能夠用手
中神聖的一票，支持愛國愛港的參選人，踢走反中亂港
分子，維護香港繁榮穩定。

陳飛陳營官顏純烱等出席會見

寶安沙井鄉會盆菜宴賀 3 周年

■主禮嘉賓與香港深圳寶安沙井同鄉會會董大合照
主禮嘉賓與香港深圳寶安沙井同鄉會會董大合照。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香港深圳寶安沙井同
鄉會日前假荃灣沙咀道遊樂場，舉辦慶祝中華人民共
和國成立 66 周年暨香港深圳寶安沙井同鄉會成立 3 周
年聯歡晚會，當晚筵開 365 席盆菜，全場高朋滿座。

中聯辦新界工作部副部長謝錦文，來自深圳市、區、
街道各級領導及香港深圳社團總會首長等約 20 人出
任 主 禮 嘉 賓 ， 與 3,650 餘 名 鄉 親 共 享 盆 菜 ， 熱 鬧 非
常。

曾燈發謝錦文致辭
香港深圳寶安沙井同鄉會會長曾燈發致辭表示，今
年不僅是祖國成立 66 周年，也是抗日戰爭勝利 70 周
年，抗戰勝利日大閱兵令人倍受鼓舞。他勉勵鄉親回

出席會見的還包括：福建省委統戰部副部長陳飛，原
福建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陳營官，該會創會會長顏純
烱，名譽會長王曼源、陳亨利，副會長施清流、施維
雄、陳榮旋，副監事長楊集文、姚明摺，秘書長郭金髮
等。
望歷史，銘記苦難，珍惜來之不易的和平日子。曾燈
發則強調，該會將繼續推動會務發展，進一步增強凝
聚力，努力培養年輕一代，增進年輕人的愛國愛港意
識，為祖國繁榮、家鄉建設及香港社會的和諧與穩定
作出新貢獻。
謝錦文在致辭時盛讚該會通過舉辦多項活動凝聚一眾
鄉親，積極參與香港市民互動，同時冀望該會繼續堅持
愛國愛港理念，團結鄉親，為促進香港和諧發展，推進
港深兩地合作發揮積極作用。
在聯歡晚會上，有來自該會青年組特別編排的打鼓表
演，氣勢如虹的場面，贏得全場陣陣掌聲；極具沙井特
色、別開生面的「開蠔大賽」，吸引了眾多鄉親們的眼
球，令大家一睹生蠔出殼的過程，並感受到蠔民們是如
何用辛勤勞作換來美味佳餚。
據悉，香港深圳寶安沙井同鄉會於 2012 年成立以
來，充分發揮紐帶作用，與香港鄉親密切交流，積極發
展會務，壯大會員隊伍，現會員人數發展至 3,200 人。
該會年輕人多，扎根香港，根基牢固，已經成為在港社
團的一支重要力量。同時作為香港深圳社團總會的團體
會員之一，積極響應號召，組織逾千名沙井鄉親參與支
持「保普選 反佔中」簽名、「8．17 和平普選大遊
行」、支持警察簽名行動、「6．18 全力撐政改」等活
動，眾志成城傳播正能量，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維
護港深兩地社會和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