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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聯會獎學金嘉許「師之子」
老師讚活動助重拾家庭樂 做好師職不忘做好家長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姜嘉軒） 教師工作繁重，全心全意
照顧學生固然重要，然而盡責的後果卻可能是犧牲親子時
間，冷落子女，真正是「左右做人難」。為促進教師與其子
女的親子情，教聯會設立「教師子女獎學金」，要求參與的
教師推薦在學業或課外活動表現出色的子女，希望他們跳出
老師的框框，以另一個角度欣賞及鼓勵自己的孩子。263 名教
師的子女昨日於頒獎禮上獲獎，有老師感謝活動讓他重拾昔

■ 余浩然
余浩然（
（左）計
劃與妻兒「
劃與妻兒
「 大澳一
日遊」。
日遊
」。姜嘉軒
姜嘉軒 攝

日家庭樂，打算在假日用獎金跟家人「大澳一日遊」，做好
教師工作亦不忘做個好爸爸。

獲

得公開組獎學金的中二男生余鎧淳，
父親余浩然於黃大仙天主教小學任職
數學教師。此組別要求子女撰文講述對家
長感受，家長則要擬定一日遊計劃書。
余浩然指夫妻兩人都是教師，日常工作
繁重，兩個兒子都要應付學業考試，閒日
相聚的時間不多，「一日遊」機會更是少
之又少。看見鎧淳在文中對父母工作繁忙
表示體諒，作為父親的余浩然十分感動，
他知道兒子們都很好動，故其提交予大會
的計劃書是安排一家人去大澳一日遊，
「一來兩個兒子未去過，也可借此機會親
親大自然。」余浩然笑言，今次的獎學金
正好用作旅遊之用，餘下則會給兒子作零
用。

虎母無犬女 兩代同走足球路
小四生林裕殷獲得小學傑出才藝獎，母

親高翠鳳曾為港隊女足代表，現為中學體
育教師，裕殷繼承母親天分，現時亦有參
與港隊女足的跟操。高翠鳳認為今次活動
是個難得經歷，「大會要求教師家長為子
女寫推薦信，過去從來只有幫別人子女
寫，今次難得從老師的身份抽離，以家長
角度重新思索女兒值得別人欣賞的地
方。」裕殷正一步步走上母親走過的足球
之路，高翠鳳表示十分有趣，「在隊中教
導我女兒的人，是我昔日隊友，感覺特
別。」
在中學擔任數學教師的翁太，兒子翁梓
軒獲幼稚園組獎學金，翁太指自己在校要
負責籌備課外活動，平日工作繁忙，加上
要照顧兩個兒子，頗為吃力。今次活動中
翁太為兒子寫推薦信，回憶起兒子不少趣
事，梓軒亦有交上一幅畫作。現年 6歲、在
讀幼稚園高班的梓軒面對記者有點害羞，

■「教師子女獎學金」頒獎禮昨午在尖沙咀會堂舉行，共有263名教師子女獲獎，范徐麗
泰（二排左四）擔任頒獎嘉賓。
姜嘉軒 攝
翁太幫忙解釋其畫作，裡面畫了自己和父
母，附近還有不同動物，非常熱鬧，翁太
看着畫作，非常窩心。

263人獲獎 范太勉笑對子女
「教師子女獎學金」頒獎禮昨午在尖沙
咀會堂舉行，263 名教師子女獲獎，當中分
為幼稚園組、小學組（學業組或才藝
組）、中學組（學業組或才藝組）及公開

組（親子樂遊獎），每人獲得 3,000 元獎學
金。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擔任頒獎嘉
賓，她致辭時以過來人身份，勸勉各家長
多以寬容的心及笑臉面對子女。
教聯會副主席王惠成表示，教師大部分
時間都給了人家的子女，希望透過今次活
動喚醒教師多欣賞自己子女的優點，並能
按其興趣度身訂做「香港一日遊」，享受
家庭樂。

暨大首設港澳台僑新生獎學金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胡若璋 廣州報道） 暨南
大學、華僑大學聯合招收港澳台僑、華人及其他外
籍學生入學考試（簡稱「兩校聯招」）由前日起一
連兩天在廣州、廈門、香港和澳門四地同時舉行，
主考場設在廣州暨南大學華文學院，在廈門、香
港、澳門設有 3 個分考場。為吸引優質生源，暨南
大學將首設優秀港澳台僑新生獎學金和「絲路獎學
金」，最優秀新生可獲得 18 萬元獎學金(人民幣，
下同)。
暨南大學招生辦負責人黃躍雄表示，面向港澳台
僑等推出的優秀港澳台僑新生獎學金，包括「聯招
優異生」獎學金、「港澳保送優異生獎學金」等。

參加暨南大學、華僑大學兩校聯招和全國聯招，總
分排名前十名者，可獲得「聯招優異生」獎學金 5
萬元，總分排名第十一名至五十名者，可獲得「聯
招優異生」獎學金兩萬元。

全面落實「一帶一路」發展戰略
據悉，除了新設港澳台僑新生獎學金外，為全
面落實國家的「一帶一路」發展戰略，吸引更多
海外優秀生源，暨大今年還專門設立了「絲路獎
學金」，主要對象為海外華僑華人和留學生。對
於中學階段成績優秀者，校方將給予每年 1.5 萬元
至 3 萬元的獎勵，一等獎學金學生可連續獲獎勵 4

年，最高可獲獎學金 12 萬元，而由於醫學的修讀
期為 6 年制，即同學最高可獲得獎勵 18 萬元，基
本可以解決個人學費和住宿費等開支。至於二等
獎學金則提供獎勵 1 年。此外，暨大今年還對優
秀的港澳台僑高水平運動員、藝術特長生，實施
加分錄取。
今年共有 3,200 多人報名參加兩校聯招考試，他
們分別來自美國、加拿大、澳洲、新西蘭、日本、
韓國、印尼、泰國、巴拿馬、委內瑞拉、哥倫比
亞、南非等30多個國家及港澳台等地區。據了解，
兩校聯招錄取結果將在6月10日前公佈，預計兩校
錄取1,000多人。

逾半考生指 SSSDP 學科不足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姜嘉軒） 教育局第二年推
行「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SSSDP)，資
助每屆最多一千名學生修讀指定自資課程。適逢大
學聯招改選在即，學友社於本年 1 月以問卷訪問逾
1,200名應屆文憑試考生，發現超過六成人有意報讀
相關課程，但有過半學生認為計劃未有涵蓋足夠學
科，學友社建議計劃可擴展至副學位課程，以切合
考生未來就業需求。

六成半人擬報讀計劃課程
本次調查共有 17 間中學參與，共回收 1,236 份有
效問卷。結果顯示，六成受訪者表示知悉 SSSDP
涵蓋哪些學科及課程，有六成半受訪者指願意考慮
報讀計劃內的課程。至於報讀有關計劃時會考慮的
因素，近半人認為要考慮「畢業生出路」，至於

新書推介
《古領袖的超能力1：超炫領導力》
作者︰中華書局教育編輯部
簡介：《古領袖的超能力》系
列取材自《群書治要》中的古
代聖賢故事，特別強調其中的
現代生活意義，以便小朋友們
能從中有所領悟和得着，並藉
此提升自己的個人品德修養和
待人接物的能力。這在高度競
爭的現代社會尤其重要，對孩
子們的健康成長亦極具學習和
參考價值。書中每則故事都附
有文言文原文和詞彙解釋，方
便小朋友學習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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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學要求」、「學費」及行業前景則各佔四成。
學友社學生輔導中心總幹事吳寶城解釋調查結果
時指，資助計劃至今已推行一年，同學對資助計劃
的認知清晰，對相關課程的學歷及專業認受性亦有
信心，認為課程能協助未來就業，因此報讀意慾較
大。
不過，調查中近半受訪者認為資助計劃未能涵蓋
足夠學科，說明同學在出路選擇及事業發展部署
上，希望能有更多元化選擇；另外有近七成受訪者
認為計劃應涵蓋副學位課程，讓成績未達學士要求
的考生也能有更廣闊出路。有見及此，吳寶城建議
教育局在推行資助計劃時，亦可多加關注學生不同
需要，因資助計劃除在經濟上提供支援外，亦有助
提升課程與畢業生的認受性及信心。
同日學友社發出聲明，指發現疑有不明來歷的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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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大學者世界地球日展雕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港城市大學創意
媒 體 學 院 副 教 授 Scott
Hessels 的 雕 塑 作 品 （ 見
圖）在世界地球日展覽中
展出，成為全球35位藝術
家的其中一人，獲邀參加
這項展覽。 這個展覽名
為「支付賬單：藝術與我
們的生態足跡」，旨在宣
傳可持續生活方式及善用
地球有限資源的重要。
上述展覽分為兩部分，
第二部分在世界地球日
（4 月 22 日）展出，其中
包括了Hessels的作品。其
作品展示了潔淨能源用途的無限可能，極具感染力，使他
晉身該領域最重要的藝術家之一。

基新「家長也敬師」樹立榜樣
■學友社建議「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可
擴展至副學位課程。
學友社提供圖片
構或人士冒用「學友社」名義推銷課程，包括有自
稱「學友社」或由「學友社轉介個案」的課程推銷
電話。該社強調絕不會以任何形式向學生推銷或轉
介個別課程，亦不會收集求助者的聯絡資料，提醒
學生加倍留意或致電該社查證。

為表達對老師的敬意與支持，中華
基督教會基新中學家長教師會多位家
長委員及家長義工，特別於日前在學
校早會期間，向每一位老師送上既美
觀又實用的彩色雨傘，寓意風雨同
校園放大鏡 路，在教導學生的道上，彼此守望。
是次基新中學「家長也敬師」活
動，希望由家長「牽頭」帶動尊師重道，透過各每位老師
給予窩心的鼓勵和支持，鞏固了家長與學校間之聯繫，並
為學生樹立榜樣。
■記者 高鈺

學生︰黃淑儀

涼茶憶母「愛之深，責之切」

本書講述中國涼茶發展史，收錄近 200
多種涼茶的方解及功效介紹，援引宜忌，
方便讀者按個人需要選擇適當涼茶。讀
畢，我竟發現書內最觸動我的，並不是熬
涼茶的養生之道，而是憶起母親不下數十
次從廚房捧出一碗墨黑色涼茶的身影。
母親是一個嚴母。她在外一副風趣幽默
的樣子，能說會道，八面玲瓏。回到家中
卻不苟言笑，對我管束嚴謹。「愛之深，
責之切」，她懲罰我向來不遺餘力，而讚
美我的次數卻是寥寥可數。
兒時，我不明白她的苦心，處處跟她作
對。故意延長外出玩樂的時間已是小事，
我更多次偷偷地倒掉她耗費十多個小時熬
製的涼茶。現在想來，我是個從不怕苦澀
味道的孩子，因此我不覺得喝涼茶是件
「苦差事」。說白了，那時的任性妄為全
是覺得母親不疼愛自己的偏執。
母親常在我喜不自勝地炫耀作文、畫作
被表揚時，潑我一身冷水；於我口若懸河
地訴說開學日交到多少個朋友的一瞬，她

會贈我一句「防人之心不可無」。年幼的
我馬上豎起身上的刺，放出狠話反擊。有
時她的尖銳傷及我肺腑，我避入睡房，嗚
嗚痛哭，禁不住分析自己是被她撿回來或
領養的可能性。

無媽媽嚴訓 無今天的我
十年光陰恍如昨日，懂事後我無比後
悔。何謂母愛呢？我將自己置於什麼高地
才有資格批判母親呢？我只知道，沒有母
親過往的嚴訓，就沒有今天的我。
古有孟母三遷、孟母斷織的故事，都體現
母親處處替兒女成長出謀劃策，銳意培育子
女長成棟樑的偉大。今天香港出現「怪獸家
長」、「直升機家長」，他們當然都揣着一
顆為子女着想的心，替兒女解決生活上的荊
棘，教心肝寶貝能用功讀書，卻過火得弄巧
成拙，變成溺愛子女的行為，孩子只會變本
加厲地進化成家中霸主，對父母日漸不客
氣。「慈母多敗兒」，「港孩」問題愈趨嚴
重便是其一佐證。

古往今來，所有母親都
以骨血深愛着兒女，無一
例外，不談每個母親因價
值觀迥異而選擇各種教育
子女的方式，作為子女的
我們，都要時刻孝敬母
親。所謂孝順，應該是從
微小的地方做起，不需驚
天動地，而能言傳身教，將這種精神思想
傳承給自己的下一代。
年輕的靈魂總鐫刻着叛逆，對一切枷鎖
反抗似乎是理所當然。若不想日後追悔莫
及，我會坐言起行，現在就去擁抱我那個
「口硬心軟」的母親。

學校︰元朗公立中學

徵稿啟
事

本報教
育版最
近新增
港中學
投稿專
生撰寫
欄，廣
書評，
氣。投
邀全
藉此推
稿作品
動學界
每
篇
閱讀風
須為原創
介乎 50
，不得一
0 字至 8
00 字
稿兩投。
可獲由
中華書
作
品一經刊 ，
局贈送
精選書
登，
50 元書
籍一本
券乙張
，以及
投稿者請 。
com。電 把書評電郵至w
wp
郵標題請
註明「書 .edu@gmail.
並列明
學生姓
評
專欄投稿
名、就
住址、
」，
讀年級
聯絡電
、
所屬學
話和電
校、
郵，以
便編輯
跟進。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郭子晴點評：「母愛是天底下最偉
大的愛」，這話一點都不錯，小編感受至深，也很被同學筆下的
故事觸動。倒掉不愛喝的涼茶什麼的，肯定不只同學一人曾經做
過。我們當時都不明白，唯有一人愛你至深，心存一分無微不至
的體貼，才會花心思為你煲涼茶。話說回來，雖然文章感人，小
編還是建議同學下次寫書評或讀後感時，嘗試多緊扣書的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