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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生快樂學幫四驅車出「超必」
19「師夢」啟航 躁鬱師出書分享對抗病魔經歷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姜嘉軒） 「香

港教師夢想基金」昨日舉辦啟航典禮，

大會公佈首屆選出的17份計劃書及19

名教師名單，每個夢想將獲最高10萬港

元資助圓夢。有患躁鬱症老師決心將自

身的成長及對抗病魔的經歷出書；也有

甚迷四驅車的老師，眼見教育界近年興

起STEM教育，擬用資助推行「STEM

四驅小子計劃」，鼓勵學生透過玩四驅

車而將科技、科學、工程等多項知識融

匯貫通，師生一齊參與時，感情亦增進

不少。

大學遊蹤大學遊蹤

赴加做交換生 發現世界很多可能

■圖為負
責研究的
李子建(左)
及秦偉燊
(右)。
任智鵬 攝

我現在就讀於香港浸
會大學數學系的統計與
運籌榮譽學士專業，這
學期是我的final year。
在大學第三年下學期，
我參加了學校的交換生
活動，並同時獲得了來

自學校的獎學金資助，最終實現去加拿大
的Simon Fraser University交換的願望。
來到美麗的溫哥華，你一定會愛上它的自
然環境，尤其是SFU後面就是一個自然保
護公園。當我學習疲憊的時候，很喜歡去那
裡呼吸最涼爽的空氣，那裡的空氣中有一絲
甜味。
我的交換生活很愉快，結識了很多好朋

友。SFU的國際事務處給所有交換生安排了
當地的「搭檔」，我的夥伴和我有一樣興趣
愛好，例如游泳、徒步、冒險運動，所以我

們在終期考試後，便和其他同學結伴自駕
遊，去國家公園，去看冰川。我又在一個課
堂的project中，結識了同組的組員一個和藹
的本地人，之後就有了大家共同完成的探究
火星的水含量功課，我們激烈地爭論用哪種
方法更好。終期考試後，我們則聚在一起宣
洩考試的試題太難和假期的安排。
加拿大的迷人風光讓人記掛，但當地人的

善良和純樸更是令人印象難忘。某次我打算
和當地朋友去Banff國家公園自駕旅行，於
是租了一輛車。提取汽車當天，我把車開到
學校的停車樓裡，望見停車收費機，我頓時
不知所措了，因為我根本不知道如何使用。
這時附近一個陌生人看在眼裡，竟主動走過
來給我介紹了如何使用停車收費機，還告訴
我他馬上就要把車駛走了，而他的停車時限
還沒有用完，可以「轉贈」給我，令我大受
感動。

平時認真上課假期玩得盡興
做交換生的目的，總會包括要領略世界

各地的風土人情和擴展視野。在交流期
間，我的座右銘是「study hard, play
hard」，平時很認真地上課，假期則要玩
得盡興。我給教授們留下的印象是成績上
名列前茅，其後和教授聊天，談起我對課
堂內容的一些見解，她給予了很大的鼓
勵，令我找到了自信。
完成交換計劃之後，我的第一個感想就
是：在這個世界上有很多可能，在某個角落
你或許會發現你夢寐以求的那個可能性。在
交流期間，我發現統計學的應用可以很廣
泛：有的教授研究不同方法去估計森林裡的
樹木，並經常參加勘測活動；有的人則對體
育運動感興趣，積極參與各類聯賽，有時還
會研究體育的博彩。我發現學習的過程可以

很自主，因為開學後第一周的第一個作業，
校方就要求同學自學並掌握一個未接觸過的
統計軟體。

每人經歷感受也不一樣
交換生是一個提升自我的機會，因此關於

選擇交換專案，我們需要根據自己的優勢和
興趣，找到和自己目標匹配的交換專案。或
許你想去一個景色秀麗的地方遊山玩水；或
許你想去好學校感受大師的熏陶；或許你想
親身了解世界的某個角落……每個人的喜好
和目標各不相同，同樣的交換學校，所經歷
的感受也可能很不一樣，所以盡量讓你的選
擇和你的計劃和對未來的安排一致，這樣的
交換生安排會令你在追尋的道路上事半功
倍。

■香港浸會大學數學系學生 劉博文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任智鵬） 香港社會一直
抱持「升大學才有前途」的觀念，教育學院的一項
大型研究便顯示，66%中四生指，父母對自己中學
離校後的出路傾向「只有大學」；而團隊成功追蹤
部分學生中六畢業後的實況，也發現有92%人最終
升學或重讀，投身社會工作的比例極低。負責研究
的學者指，學生、家長以至老師對職業教育及新興
行業發展欠認識，易令年輕人出路受局限，建議政
府應聯同學界及工商業界，建立整全的生涯規劃模
式，助年輕人發揮多元才能。
是次研究計劃於2013年底開始，訪問了超過

5,000名15歲的本地中四生對畢業之後的出路展
望、父母及學校的影響，同時了解他們對21世紀
所需技能的掌握等；研究又追蹤部分受訪的130多
名學生及其老師，進行焦點訪談了解學生中六畢
業後的實際出路及升學就業關注事宜。

66%學生：父母只屬意「升大學」
問卷調查結果顯示，逾九成學生指會應考中學文
憑試，超過八成人同意學校有助他們建立生涯規劃，

而在家長層面，66%學生指父母屬意自己的出路「只
有大學」，另16%人則指父母屬意「大學或職業訓
練」。而在問卷調查兩年多後的追蹤訪談中，則有
八成人最終升讀本地或海外的大學或大專課程，另
12%重讀中六或就讀毅進，就業的不足7%；有關學
生也多認定在現時社會競爭下，升學是「唯一可行
出路」，未有多考慮其他職業培訓機會。
計劃首席研究員、教院課程與教學講座教授李子

建指，研究結果反映，儘管香港社會致力傾向轉型，
新興行業開始出現，就業市場也能提供不同工種，
但「升大學」仍幾乎被學生及家長視作唯一出路，
職業教育被忽略。他進一步引述焦點訪談內容指，
由於學校師生對不同行業的最新情況欠認識，令年
輕人的就業選擇集中於傳統的專業行業、紀律部隊、
公務員等，未必能與本身的興趣及能力配合，擔心
有關傾向或限制年輕人的多元化發展。

倡重構職教形象洗「次等」標籤
李子建建議，各界應從多方面着手處理問題，

建構整全的職業及生涯規劃模式，例如新興及傳

統行業都可更主動透過講座、參訪以至實習等計
劃提供資訊，讓學校師生認識其最新發展狀況，
特別是可安排成功例子分享「行行出狀元」的故
事；教育界則應重構職業教育的形象，洗脫「次
一等」的標籤；而政府除要協調上述兩者外，也
應從制度層面提供職業培訓的認受等。

「升大才有前途」局限青年出路

■劉博文與朋友在Banff國家公園 Louis的
Lake留影。 劉博文供圖

香港文匯報
訊 （記者 姜
嘉軒） 香港
真光書院上月
舉行中一級社
成立典禮，本
年度的級社名

為「曉社」，以象徵友善的綠白色作
為社色，社花則選用了代表純潔及善
良的百合花，社訓為「明辨篤行」。
校方表示，成立級社是真光傳統特
色，希望藉此把學生團結起來，加強
彼此歸屬感。

中一級主席文學沂在典禮上致辭，
分享入讀真光後的校園生活，包括學
習體驗營、陸運會、班際詩歌比賽和
學校旅行日等，並由全體中一級同學
合唱級社歌。
校方邀請家長及校友參與典禮，曾
在無綫電視工作及往澳洲工作假期、
目前從事保險行業的校友孫慧賢向一
班師妹分享經驗，鼓勵她們學習堅毅
不屈及互助精神，做個負責任的人。
她又建議同學們可到外地進行工作假
期，從其他的工作經驗中學習，擴闊
社交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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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高鈺） 為怕「輸在起跑
線」，很多香港家長均會積極催谷孩子參加課外活
動。一項調查顯示，22%受訪家長的子女每天平均需
要應付4份至6份功課，並在課餘參與1項至3項課外
活動；7%受訪家長的子女除應付4份至6份功課外，
課外活動項目更達4項至6項，生活相當「充實」。
有本港商場委託了獨立市場調查公司於上月透過問

卷訪問了385名家長，當中主要是幼稚園生及小學生
的家長，以了解他們安排子女學習及課外活動的情
況。結果顯示，兩成家長會安排子女同時參加4項至
6項課外活動；亦有1%家長更會安排7項至9項活
動。此外，4歲或以下孩子、5歲至9歲孩子的兩組家
長，分別有87%及75%會為子女安排1項至3項課外
活動。上述兩組家長亦各有12%及25%為子女安排4
項至6項課外活動。
此外，62%受訪家長的子女平均每天有最多3份功
課；29%平均每天有4份至6份功課；8%有7份至9
份功課。既要做家課，又要忙於課外活動，只有45%
受訪家長的子女平均每天能睡覺超過9小時，能睡7
小時至9小時者約47%。
被問到最注重培養子女哪方面的能力，58%家長認

為社交及自理能力重要，24%認為是學術能力，18%
覺得體感觸覺﹙如運動、藝術方面﹚重要。另一方
面，46%受訪家長直認體感觸覺乃最為不重要的一
環。
至於香港家長為子女安排課外活動的目的，六成受

訪家長認為子女的興趣為最重要，有近兩成人卻坦言
是為孩子建立更佳的面試成績表或加強在校競爭力。
另有2%人認為「完成父母的期望」是最重要的目的。

變「功課機器」減學習熱情
香港心理輔導學家蔡綺文認為，學童睡眠不足卻要應付大

量功課及課外活動，令他們無法作多方面發展，嚴重者可能
會引致情緒問題，「密集式功課不能加強子女的競爭力，反
而會讓孩子變成一台『功課機器』，大大增加其壓力，並減
少對學習的熱情。」久而久之更會形成情緒和精神壓力。
香港幼兒教育及服務聯會教育顧問廖佩琪亦指出，現時香

港普遍的教育風氣着重以考試分數去衡量孩子的成就，讓不
少學童從幼稚園開始便成為「趕孩」，在追趕功課補充的夾
縫中度過，忽略如體感觸覺、社交及自理能力上的培養。

真光書院中一級社成立

基金主席蔡若蓮表示，首屆獲選教師的夢想多姿多
彩，令人欣喜，未來將邀請各人舉行分享會，為

身邊更多人發放正能量。第二期夢想基金招募預計將在
暑假進行，期望更多教師能跳出教育框框，勇於追求夢
想，能成為學生的榜樣。
教育局副局長楊潤雄及公開大學校長黃玉山昨為
「香港教師夢想基金」啟航典禮作主禮嘉賓，並由一
眾獲選教師分享夢想大計。獲選的計劃書主題各有不
同，包括拍攝紀錄片、挽救粵語吟誦等傳統文化等項
目。
其中香港聖公會何明華會督中學視藝科科主任元潔心
擬出版文字圖畫手記《憂谷情畫》，當中會分享其患躁
鬱症的經歷。元潔心談及病患經歷時表現大方，她憶述
廿年前大學畢業時，感到現實跟理想之間有很大落差，

不知不覺患上躁鬱症，嚴重時完全不能工作，需服藥控
制情緒，副作用更令她苦不堪言。懷孕後，她又要擔心
藥物會否影響胎兒。幸好最終母女平安。
元潔心坦言香港學生學習壓力大，希望可以透過藝術
讓學生釋放自己，她亦會以學生的畫作觀察對方情緒，
「過去有位學生遇上困難，所以畫作用色非常昏暗，失
去往日色彩。」她遂透過畫作跟學生打開話匣子，了解
學生的心事。

收益撥捐基金助同路人
元潔心的躁鬱症至今仍未完全康復，但一路走來她已

學會如何跟情緒打交道，「若知道自己正處於『躁』
期，嘗試讓自己別太敏感，『鬱』期則要預早約朋友相
聚開解，順應病情，樂觀面對。」她的新書部分章節也

會談及湊女的苦與樂，目前手記的圖畫大致完成，文字
方面仍需努力，目標在2018年正式面世，部分會寄往
學校，所有收益將會撥捐關心情緒病患的慈善基金，協
助同路人。
四驅車曾是不少人的童年回憶，車迷都一個夢想，就

是如動漫主角一般大喊指令，車子就會使出不同的「必
殺技」。慈幼學校（小學部）課程發展主任李安廸小時
候正是四驅車迷，看見教育界近年興起STEM教育，就
想到推行「STEM四驅『必殺技』」，「玩四驅車除了
包含科學知識，我們還會在車子內建晶片，要求同學觀
察賽道變化，作數學統計及編寫程式，控制車子遇上彎
位時自行減速，這較遙控車更有挑戰性，也更有樂
趣。」
李安廸將以得到的資助發展上述計劃，讓學生以3D

打印技術，造出美觀實用的車殼，要求學生將科技、科
學、工程等知識融匯貫通，「看見學生玩得開心，我跟
一班大人也能重拾童年玩意，很有意思。」

「築夢樂園」整合孩子創意
招募老師創立「Children's Wonderland（築夢樂

園）」的培僑小學視藝科老師施美榕，發現孩童玩小遊
戲時創意無限，「簡單一隻紙飛機，孩子會為他裝置不
同配件，或選用不同重量的紙張，讓它變得更
『強』」。由於相信「玩都可以好專業」，她想到要整
合這些玩意，邀請有興趣老師參加，跟孩子動手設計及
分享玩意，甚至找專業導師指導，「例如找漫畫家或拍
片專家，讓有興趣學生改進技術。」其間她會將活動過
程拍成短片，與他人分享。

■施美榕相信「玩都可以好專業」，孩童玩的
小遊戲創意無限，不容忽視。 姜嘉軒 攝

■元潔心計劃出版一本講述個人成長、創作及教育的文
字圖畫手記《憂谷情畫》。 姜嘉軒攝

■李安廸希望學生透過玩四驅車將科技、科學、工程等
多項知識融匯貫通。 姜嘉軒 攝

■香港真光書院上月舉行中一級社成立典禮。 受訪者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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