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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言老師」捐遺體 中大撒灰告別式

SPACE授榮譽院士表揚積極進修助辦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有人視讀

書為苦差，有人卻愛在知識的大海中遨

遊，不斷發掘新知識。今年82歲的聶錦

勳是終身學習的典範，自1956年畢業於

香港大學土木工程學系後，56年來不斷

進修，先後取得9個學位，當中2個是博

士學位，經濟、科學、人文科學等均有涉

獵 。 他 近 日 獲 港 大 專 業 進 修 學 院

（SPACE）頒授榮譽院士銜，表揚他對

社會的貢獻及積極學習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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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遊蹤大學遊蹤

校園放大鏡校園放大鏡

聶錦勳學到老 82歲9學位

由於長年進修，他對時間管理極有心得，經常將
工作、讀書和空餘時間仔細記錄，以免浪費光

陰。除了積極進修外，他亦積極服務社會，如參與靈
實醫院重建及協力開辦多間學校。
「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是聶錦勳的
座右銘。少年時入讀皇仁書院時已表現突出，大學入
學試中考獲全校第三名，數學科更是第一名。當時他
一心想在大學修讀科學相關科目，但由於中英文成績
稍遜，也有色弱問題，故改讀港大的土木工程。

曾任拓展署署長 每月檢時間表惜光陰
大學畢業後，他在政府工務司署擔任見習工程師，其

後有份成立運輸署的交通及運輸調查部，又曾任職拓展
署署長、路政署署長及署理工務司，1992年退休。
工作之餘，他開展了其進修的鴻圖大計。他笑

言：「讀書範圍十分雜，而且讀書是我人生最大興
趣。」截至2012年，他先後取得9個學位，包括土
木工程及神學2個博士學位，數學及交通工程2個碩
士學位，中國人文學科文學士等。他又積極修讀科學
副學士，以彌補大學時的遺憾。現在他是香港大學、
倫敦大學、英國伯明翰大學等名校校友。
人生苦短，聶錦勳有其時間管理的哲學，他會以
「小時」做單位，記錄進修及温習時所花費的時間，
如修讀首個土木工程學位時，他花了3,630小時，唸
科學副學士則用了10,394個小時。同時他又會記錄工
作、看書和空餘的時間，並每月檢視時間表，絕不虛
耗光陰。
雖然擁有亮麗的學歷，聶錦勳謙稱自己「無讀書天

分」，向來只是靠努力去讀書，「中學時曾經試過不
合格。」他育有5個子女，其中4人擁有大學學位，
他不期望子女「接棒」延續他的終身學習之路，「會
任由他們自由發揮。」現時他未有其他進修計劃，卻
選擇重溫書本以鞏固知識。

拓辦多家中小學替靈實規劃重建
讀書之餘，聶錦勳也經常參與社會服務。前港大電

機工程講座教授金新宇牧師一直有辦學的念頭，聶錦
勳應邀參與辦學，結果1964年成立了迦密辦學團體，
同年開辦了迦密中學，多年來更已先後開辦6間中學及
3間小學。他又替中華傳道會開辦3間中學，更擔任部
分學校的校監或校董。
退休後，他擔任基督教靈實協會的執行總監，發揮

專長為靈實醫院規劃重建。
港大專業進修學院在上周舉行第二屆榮譽院士頒授

典禮，向4位來自不同界別人士頒授榮譽院士銜，除
了聶錦勳外，其他獲嘉許者包括：港大專業進修學院
董事黃景強、港大專業進修學院前院長楊健明、致力
推動學生交流計劃的慈善家李韶。

愛上峇里小王子「綠星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德貞女子中學
在上月底舉辦第十屆
「小六學生中學生活體
驗日」，校方邀請了8
間小學、共500名小學
生和家長前往該校參

觀，並體驗中學的上課模式，各人參觀了校園
內的韻律室、家政室、地理室和實驗室等設
施，又參與不同學科的特色活動，包括以平板
電腦學習中文成語和縫製聖誕掛飾體驗家政課
等，令小學生對中學學習生活增加了不少認
識。
德貞女子中學的「小六學生中學生活體驗

日」於11月27日舉行，當日活動分3部分，
德貞女子中學校長許燕姍首先於禮堂為一眾
學生及家長簡介學校的歷史及發展，然後安
排小學生分批到不同課室體驗中學的上課模
式及參觀校舍，家長則留在禮堂與校長、副
校長暢談交流，並在家教會成員的陪同下參
觀校舍，了解學校的設施。

「平板腦」學成語 扭氣球教英文
小學生初臨中學校舍，對一切事物都感到

十分好奇，而韻律室、家政室、地理室和實
驗室等等，對他們來說都是新鮮事物。當日
校方安排了一連串的小學生學習體驗活動，

包括中文科以平板電腦學習成語，英文科以扭氣球活動
教學，音樂科以擊鼓遊戲訓練學生節奏感，視覺藝術科
設計創意衣夾，家政科縫製聖誕掛飾等，小學生都十分
投入參與其中。
有小學生在活動過後表示，是次體驗日讓他們大開

眼界，學習到很多從未接觸過的知識，令他們對未來
的中學生活滿懷憧憬。

自中學畢業後，我
開始想着要像童話
《小王子》一樣，想
去其他陌生地方體驗
更多。所以，只要有
任何旅行，都會選擇
自由行，並拒絕跟

團。直到這次參與由學校舉行的峇里島
之旅，我才發現：「原來遊學團可以學
到很多東西，更有另一番難忘的風
味。」

全校自給自足低碳系統
提起峇里島，腦海中就浮現陽光與海
灘的畫面，我與友人二話不說就報名參
加，遊學團背後的環保目的，我們一早
就拋諸腦後了。在出發的旅途中，一心
期待着見到心中的小馬爾代夫。直到在
旅遊車睡醒時，我呆滯了：「怎麼會到
了森林呀！」雖然是以環保為主題，但

沒想到我們將入住的國際學校也會是一
個如此「不發達」的地方！四周只有
樹。
大隊隨着導遊前行，發現校內的所有
設施都是就地取材，例如所有校舍都是
用竹興建、食堂的碗碟都用香蕉葉循環
再用，以及每一餐的有機食材都是自己
種植等。可以說，整個學校都是一個自
給自足的低碳系統。
在沒有冷氣、沒有互聯網、房間內不

時要和蜘蛛共宿一宵的情況下，對我們
來說，也不算什麼問題，唯一最大的煩
惱是堆肥洗手間！它是一個不使用沖廁
水的設計，這樣不單可以節約用水，還
能利用我們的「廢物」種植，一舉兩
得。
起初，其中一名女團友揚言要堅持6
天不去洗手間，但到了第三天，她還是
投降了。
不知道是我們的天性，還是其他原

因，大家很快就融入這一種歸園田居的
生活，但又不禁會反覆自問：「怎麼我
們在城市中，看似重要的一切，到了這
裡似乎可有可無，到底我們要的是什
麼？追求的又是什麼？」

難忘文化交流 愛上峇里
文化交流是遊學團另一個扣人心弦的

環節。每一個活動都令人難以忘記。我
們到當地中學進行語文交流、到偉人寺
廟了解當地人取名字的傳統，用峇里鼓
載歌載舞、用手代替餐具吃傳統美食、
進行泥漿摔角等活動。
對我而言，最深刻的還是穿着當地傳

統服裝去製作有祝福之意的花籃。在製
作期間，難免會跟友人開玩笑，叫某某
做「傻瓜」。在好奇心的驅使下，我問
當地導遊「傻瓜」的峇里語是什麼？他
跟我說沒有，因為峇里這裡的人是不會
說任何不雅的詞語。
突然之間，我由心而發的愛上了這

裡。我發現這裡的一切，都好像小王子
的星球，任何環境、文化都沒受到污

染。難道這才是我們原先應有的生活
嗎？我們生活在物質富裕的香港，到底
是幸福還是不幸福？我開始摸不着頭
腦。唯一肯定的，我們每一個人都是
「小王子」，正在尋找一個屬於自己的
星球。
■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環境及資源管
理社會科學學士（榮譽） 姚寶欣

香港文匯報訊 ( 記者姜嘉軒 )香港中
文大學醫學院日前舉辦撒灰儀式，告別
本年度14位「無言老師」，包括只有10

小時生命的先天無頭蓋骨初生嬰兒朱瑋
恆，是「無言老師」遺體捐贈計劃推出
以來最年輕的「老師」。醫學院助理院

長陳新安感謝各捐贈者及其家屬的無私
奉獻，這項義舉成就了醫科生的寶貴學
習經驗。

先天無頭蓋骨嬰製標本
當日，近百名「無言老師」的親友及

中大醫科生出席了撒灰儀式，學生代表
發言時感謝「無言老師」捨身相授，再
由捐贈者家屬撒灰，象徵「無言老師」
功成身退。
朱瑋恆是「無言老師」計劃推行以來

最年輕的一位老師，由於他先天沒有頭
蓋骨，屬於醫學上罕見的例子，有機會
是在胎兒形成時受維他命A水平或其他
化學物質影響，導致胎兒的神經管異
常，干擾整個神經系統及頭部發展。
瑋恆的父母在孩子離世後，決定捐贈

兒子遺體，讓瑋恆的遺體部分製成標

本，有助醫學知識發展。

遺體捐贈數增至每年逾80人
中大醫學院自2011年推行「無言老

師」遺體捐贈計劃，鼓勵公眾辭世後捐
贈遺體作醫科教學用途，讓醫科生學習
專業的知識及技術，並在過程中培育他
們的品德及對人的尊重。
據了解，近年遺體捐贈及登記人數有

上升趨勢，遺體捐贈數目由計劃推行前
每年4至5位，增加至近年每年80位以
上；捐贈登記則由每年十多人，躍升至
每年約3,000人以上登記，反映社會對遺
體捐贈持更開放態度。
此外，華人永遠墳場管理委員會資助
中大醫學院和社會工作學系，於上月展
開為期1年的遺體捐贈文化研究，以提
升「無言老師」計劃的服務質素及了解
遺體捐贈者家屬在參與計劃前後的心路
歷程。欲了解「無言老師」計劃詳情，
可 瀏 覽 網 站 ： www.sbs.cuhk.edu.hk/
bd/。

■■聶錦勳展示他的聶錦勳展示他的
進修記錄及時間進修記錄及時間
表表。。 黎忞黎忞攝攝

■■聶錦勳聶錦勳（（右右））獲得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董事局獲得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董事局
主席陳坤耀頒授榮譽院士銜主席陳坤耀頒授榮譽院士銜。。 學院供圖學院供圖

■■德貞女子中學舉辦第十德貞女子中學舉辦第十
屆屆「「小六學生中學生活體小六學生中學生活體
驗日驗日」。」。 校方供圖校方供圖

■姚寶欣與團友穿着當地傳統服裝，一
起製作有祝福之意的花籃。

姚寶欣提供圖片

■■1414位位「「無言老師無言老師」」功功成身退成身退，，
近百位親友及中大醫科生出席近百位親友及中大醫科生出席
撒灰儀式撒灰儀式，，向他們致敬向他們致敬。。

中大提供圖片中大提供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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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綫翡翠台

6:00 餐餐有宋家及瞬間看地球
6:30 香港早晨及瞬間看地球
9:00 交易現場
9:30 滬港互通
9:45 超級勁歌推介
9:50 快樂長門人
10:00 書劍恩仇錄
10:30 笑傲江湖
11:30 宣傳易及新聞提要
11:35 交易現場
11:45 舌劍上的公堂
12:45 交易現場
1:00 午間新聞
1:15 瞬間看地球
1:20 左右紅藍綠
1:25 都市閒情
2:15 今日VIP
2:40 交易現場及滬港互通
2:45 天天天晴
3:45 寵物反斗星及交易現場
4:15 櫻桃小丸子
4:45 花生動畫
4:50 Think Big 天地
5:20 忍者小靈精
5:50 財經新聞
5:55 茶是故鄉濃及新聞檔案
6:30 六點半新聞報道
6:55 天氣報告
7:00 一綫娛樂
7:30 東張西望
8:00 愛．回家
8:30 刀下留人
9:30 實習天使
10:30 網絡挑機
11:00 環球新聞檔案
11:05 晚間新聞
11:50 新聞檔案
11:55 天氣報告及瞬間看地球
12:00 娛樂頭條
12:15 男親女愛
1:25 今日VIP
1:55 東張西望
2:25 無間音樂
3:25 天天天晴
4:20 點解香港咁過癮

無綫明珠台

6:00 金融概要
7:30 NBC世界新聞
8:00 普通話娛樂新聞報道
9:00 教育電視
10:00 金融行情
10:30 交易現場
11:00 滬港直通車
11:15 金融行情
11:30 交易現場
11:32 金融行情
12:00 CCTV News - 直播
1:00 金融行情
2:00 交易現場
2:03 金融行情
3:00 滬港直通車
3:10 金融行情
3:58 交易現場
4:00 芝麻街
5:00 動物地圖集
5:25 代課魔法王
6:00 普通話新聞
6:15 普通話財經報道
6:20 普通話天氣報告及

普通話新聞檔案
6:25 財經消息
6:35 世界足球狂熱
7:00 笑笑小電影及話說當年
7:30 七點半新聞報道及天氣報告
7:55 瞬間看地球
8:00 Rick Stein地中海風味遊
9:00 明珠檔案及話說當年
9:30 翻山涉水上學去
10:35 環球金融速遞
10:40 神盾局特工及財經速遞
11:45 晚間新聞及瞬間看地球
12:05 「法」妻
1:00 行屍
1:50 音樂熱點
2:00 翻山涉水上學去
2:55 明珠檔案
3:25 Rick Stein地中海風味遊
4:20 世界足球狂熱
4:45 音樂熱點
5:00 台灣無綫衛星電視台新聞
5:30 中國新聞

鳳凰衛視中文台亞視本港台

6:00 驟雨中的陽光
6:30 亞洲早晨
8:45 百年共和
9:15 理財博客之即市錦囊
10:20 我們這一班
10:50 天蠶變
11:50 開心大發現
12:25 第27屆ATV2015亞洲小姐

競選 感動世界的美麗 /
當年今日

12:30 十二點半新聞 / 經濟快訊 /
天氣報告

1:00 理財博客之投資多面睇
1:45 飄零燕
2:15 環遊世界
2:30 天南地北
3:00 左右紅藍綠
3:05 血鑄河山
3:35 代代平安
4:00 我們這一班
4:30 網球王子 I
5:30 開心大發現
5:55 當年今日
6:00 六點鐘新聞
6:25 經濟快訊
6:30 體育快訊
6:35 天氣報告
6:40 環遊世界
7:00 香港故事 – 最佳配角
7:30 天南地北
8:00 計中計狀元財
8:30 不朽的名作
9:30 老米家的婚事
10:25 當年今日
10:30 夜間新聞
11:00 血鑄河山
11:30 環遊世界
11:45 情陷夜中環
1:40 天南地北
2:05 血鑄河山
2:35 妙手神偷
3:35 望父成龍
5:30 永遠懷念林家聲博士 :

林家聲戲寶承傳系列

2:00 獅子山下 經典重溫
3:00 黃金歲月
3:30 一屋住家人
4:00 中文科
4:13 中文科
4:26 中文科
4:43 數學科
5:00 童話小偵探
5:17 嘩嘩小獅子
5:30 Design 
5:47 莎拉與小 Duck Duck
5:56 百變動物盒
6:00 手語隨想曲
6:05 天下父母經
6:30 China Stories
6:55 左右紅藍綠
7:00 香港故事-最佳配角
7:30 做個健康快活人1
8:00 火速救兵 III
9:00 12音樂門．逃
10:00 他們的聲音
10:55 左右紅藍綠
11:00 香港故事-最佳配角
11:30 12音樂門．逃
12:30 大腦的秘密
1:00 Police Report
1:05 Hong Kong Connection

3:30 大政商道
4:00 名人面對面
4:30 世紀大講堂
5:30 鳳凰精選
7:00 鳳凰早班車
9:00 寰宇大戰略
9:45 點滴鳳凰人
10:10 金曲點播
10:15 笑逐言開
11:00 大政商道
11:30 社會正能量
12:00 鳳凰午間特快
12:25 鳳凰氣象站
12:30 有報天天讀
12:55 今日視點
1:00 鏘鏘三人行
1:35 騰飛中國
1:40 名人面對面
2:05 我們一起走過
3:00 資訊快遞
3:25 風雲對話
3:50 社會正能量
4:15 鳳凰大視野
4:50 名言啟示錄
4:55 娛樂快報
5:00 車元素 (II)
5:25 金曲點播
5:30 有報天天讀
5:55 健康新概念
6:00 全媒體大開講
7:20 地球宣言
7:25 時事亮亮點
7:50 今日視點
7:55 與夢想同行
8:00 鳳凰大視野
8:30 騰飛中國
8:35 鳳凰焦點關注
8:55 名言啟示錄
9:00 時事直通車
10:00 今日看世界
10:30 絲路文明
10:35 鳳凰全球連線
11:00 鏘鏘三人行
11:30 健康新概念
11:35 天橋雲裳

6:00小兒難養
7:00 亞洲星劇場 - 木村拓哉 :

夢想飛行Good Luck
8:15 我的自由年代
9:00 小兒難養
10:00 亞洲星劇場 - 木村拓哉 :

夢想飛行Good Luck
11:10 無線網絡電視精
11:00 我的自由年代
12:00 小兒難養
1:00 亞洲星劇場 - 木村拓哉 :

夢想飛行Good Luck
2:00 我的自由年代
3:00 小兒難養
4:00 亞洲星劇場 - 木村拓哉 :

夢想飛行Good Luck
5:00 我的自由年代
6:00 小兒難養
7:00 亞洲星劇場 - 木村拓哉 :

夢想飛行Good Luck
8:00 我的自由年代
9:00 小兒難養
10:00 亞洲星劇場 - 木村拓哉 :

夢想飛行Good Luck
11:00 我的自由年代
12:00 小兒難養
1:00 亞洲星劇場 - 木村拓哉 :

夢想飛行Good Luck
2:00 我的自由年代
3:00 小兒難養
4:00 亞洲星劇場 - 木村拓哉 :

夢想飛行Good Luck
5:00 我的自由年代

中央電視台-1
（數碼頻道）

12:26 動物世界
12:56 生活提示
1:00 專題節目
4:31 今日說法
4:59 新聞聯播
5:29 人與自然
6:00 朝聞天下
8:32 天天飲食
8:55 「精選劇場」:

40集連續劇:
最後一戰(37-38)

10:35 開門大吉
12:00 新聞30分
12:35 今日說法
1:13 「情感劇場」:

34集連續劇:
女人的村莊(2-5)

4:26 生活提示
4:34 第一動畫樂園(下午版)
7:00 新聞聯播
7:38 焦點訪談
8:05 特約劇場:

36集連續劇:
溫州兩家人(12-13)

10:00 晚間新聞
10:38 客從何處來 劇照 演員表
11:32 開講啦

中央電視台
（國際頻道）

7:00 中國新聞
7:30 今日關注
8:00 中國新聞
9:00 流行無限
9:55 中文國際
10:00 中國新聞
10:10 中文國際
10:12 體驗真功夫第五季-1
10:57 中文國際
11:00 中國新聞
11:10 國寶檔案
11:25 中文國際
11:30 海峽兩岸
12:00 中國新聞
1:00 華人世界
1:30 走遍中國
2:00 中國新聞
2:10 中文國際
2:13 雙語劇場 雍正王朝-22/44
2:57 雙語劇場 雍正王朝-23/44
3:42 雙語劇場 雍正王朝-24/44
4:26 雙語劇場 雍正王朝-25/44
5:11 中文國際
5:15 遠方的家
6:00 中國新聞
6:15 中國文藝
6:45 國寶檔案
7:00 中國新聞
7:15 薈萃節目
8:00 走遍中國
8:30 海峽兩岸
9:00 中國新聞
9:30 今日關注
10:01 文明之旅
10:46 天天飲食
10:56 中文國際
11:00 今日亞洲
11:30 遠方的家
12:15 中國文藝
12:45 國寶檔案
1:00 中國新聞
1:10 天天飲食
1:20 百家講壇
2:00 新聞聯播
2:30 華人世界

煲劇1台香港電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