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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勉青年「信國信港信自己」
囑用好
「帶路」
機遇 籲同學積極為未來鋪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一向關心青
少年發展的特首梁振英，昨日特地出席了由香
港專業聯盟和元朗區中學校長會合辦的「中學
生暑期見習計劃」啟動禮，他在致辭時指出，
國家大力提倡的「一帶一路」，將會為香港和
青年人帶來更多機會，並勉勵香港年輕人要有
「三個信心」：「對自己有信心」、「對香港
有信心」、「對國家有信心」，希望同學透過
努力積極為未來鋪路。
年，時任香港專業聯盟主席梁振英催生了「元朗區中學生暑期
2008
見習計劃」。當時，天水圍發生多宗倫常慘劇，被外界稱為「悲情

城市」。梁振英希望藉計劃助天水圍青年「走出去」，讓學生可多點
與外界接觸，在增廣見聞的同時，豐富人生經驗。計劃至今已經是第
八年舉辦，今年有470多個同學，爭奪來自逾80個機構約300個實習兩
星期的名額。
該計劃昨晨在天水圍一間中學舉行啟動禮，梁振英以主禮嘉賓身份
出席，與在場逾300名師生分享對是項計動的感受。
他表示，參與是次活動的學生，大多來自元朗區的基層家庭，甚少
機會接觸中環等金融區的商業機構，實習計劃可令參加者有另一番體
驗，「有位參加的女同學同我講，話最大感受係『佢（在中環上班的
白領）又係人，我又係人；通過努力，佢做到，我都可以做到』，我
對呢句說話感受好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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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假日 CY 都相當忙
碌，因為要馬不停蹄地出
席一場又一場的公開活
動。昨日，CY 在出席見
習計劃啟動禮後，並沒有
即時離開，而是留下來與
學生「近距離接觸」。不
少同學都相當興奮，更一
批接一批地排隊與特首
「自拍」留念。CY 當然
無「托手踭」，更親自揸
機「影埋一份」，有同學
更忍不住「搭」住 CY 膊
頭拍照，CY 來者不拒，
盡顯親民作風。
■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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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發展佳 有數有真相
他更以「三個信心」來鼓勵同學，首先最重要對自己有信心。他指
出，在事業發展的過程中，「主觀努力」往往較「客觀環境因素」重
要，只要有自信便一定做得到。第二個信心，是要對香港有信心。
梁振英解釋，英國人決定「脫歐」增加香港風險，經濟上會有一段
時間波動，但以香港過去幾年的經濟表現來看，他對香港仍然有信
心。梁振英又援引數據，證明香港經濟發展良好，其中過去兩個財政
年度，公司利得稅連續創新高、30 萬基層工作人口收入上升6 個至8 個
百分點，成績理想，「媒體點講都好，數字係最好證明。」

35萬人長駐內地因機遇多
第三個信心就是對國家有信心。他坦言，和香港情況相同，部分媒
體只集中報道國家的負面消息，但其實現時有 35 萬香港人長駐內地，
佔香港勞動人口 8 個百分點，他們自願留在內地，全因有足夠發展機
會。他又提到，今屆政府出訪有一個規定，就是必須安排會見當地港
人，得知在內地不同地方工作的港人，都認同國家的確為港人提供不
少發展機會。
梁振英強調，國家大力提倡的「一帶一路」，會為香港和青年人帶
來更多機會。香港上一代人，因為國家「改革開放」而有所發展，亦
令香港的「本地公司」變成「全國性公司」；這一代人將享受「一帶
一路」帶來的機會，令香港的「全國性公司」變成「世界性公司」。
他強調，對擁有國際視野和與國際接軌能力的香港人十分有信心，
又認為只要大家對國家有信心，一定能用好「一帶一路」的機遇。
是次活動的主辦單位、香港專業聯盟主席劉炳章跟在場參加者分享
時稱，為中學生在不同企業或專業範疇覓得實習職位一點都不易，因
為這些機構，主要是聘用大學生當暑期工。由於計劃有意義，響應的
機構亦慢慢增加。

劉炳章：學生做暑期工開眼界
他表示，學生在專業服務機構當暑期工，的確可以擴闊自己的眼
界，希望同學把握機會裝備自己，「有參加者去律師樓做，知道上庭
同電視劇睇到完全唔一樣；有去會計師樓做嘅，學咗部分遺產承辦同
管理嘅知識。呢啲經驗都好寶貴，亦係終生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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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冀學生抓創科機遇
特首梁振英昨日在啟動禮中，
與中學生就就業問題對話。他讚
揚香港人在創意方面表現突出，
尤其是有了創新科技的機遇，令
不少創業者嶄露頭角，又強調特區政府願向創業
者提供資金上的援助，希望年輕人能夠裝備自
己，把握好創新科技這個機遇。
在啟動禮的與學生對話的環節中，有學生問
道：時下不少年輕人都想創業，但欠缺資金成為
創業的最大困難，問特區政府會否推出政策扶助
他們創業。梁振英強調，特區政府願意向創業者
提供資金上的援助，現時政府及民間亦有提供創
業基金，包括創科項目。不過，他提醒年輕人，
要留意這些創業基金有道德風險，「提供一啲利
息好低嘅貸款，吸引年輕人創業，而年輕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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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已經看到實質成效，
並感謝社會中多個團體
在抗毒工作上的努力。
他引述去年的整體吸毒
人數，較前年減少了
5%，而 21 歲以下青少
年吸毒的人數更大幅下
跌近20%。
雖然抗毒工作有實質
成效，但梁振英強調，
對抗毒品的決心不能鬆
懈：去年呈報的新增吸
■梁振英(右六)出席「2016 原力起動同行抗毒」活動，與其他嘉賓一起主
毒者中，逾 50%已吸毒
持儀式。
5.8 年或以上，較前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為響應今天的聯 的 5.2 年再度上升；而且大部分吸毒者都在自己
合國「禁止藥物濫用和非法販運國際日」，禁毒 或朋友家中吸毒，反映隱蔽吸毒的問題日趨嚴
常務委員會、保安局禁毒處及香港電台第二台昨 重，香港社會需多關注這個問題。
他在活動中也強調了吸毒的禍害，並指出吸毒
日假麥花臣場館聯合舉辦「2016 原力起動同行抗
毒」活動，宣揚抗毒信息。行政長官梁振英在啟 者非常需要社會的幫助，因為他們的求助動機較
動禮致辭時指出，近年呈報的整體吸毒人數正持 低，因此被揭發時，已經對身體造成嚴重的損
續下降，然而隱蔽吸毒問題依然嚴重，特區政府 害，甚至對他們的家庭及整個社會都造成負擔。
至於未來的抗毒活動，梁振英表示，特區政府
將以「五管齊下」的政策，預防及打擊毒品問
會以「五管齊下」的政策加強預防及打擊毒品問
題。
梁振英在活動上致辭時，以電影《星球大戰： 題，包括禁毒教育和宣傳、戒毒治療和康復服
原力覺醒》回應「原力」的主題。他指出，「原 務、立法與執法、對外合作及進行研究。
他最後寄語年輕人遠離毒品，好好利用暑假參
力」是武士力量的來源，而電影中的主角在經歷
多重艱難險阻後，最終明白到「原力」的來源是 加有益身心的活動。
是次活動還邀請了黎棟國、羅智光、李家超，
自己，「人心的力量是無比強大。」只要香港人
有決心，且團結一致，定可以在抗毒工作上取得 及多個禁毒常務委員會的成員和超過 1,400 名年
輕人參加，承諾攜手建設無毒香港，標誌着新一
成效。
輪的全港禁毒運動即將展開，包括全新的電視宣
21歲以下吸毒者跌兩成
傳短片、由保安局禁毒處和禁毒常務委員與電台
香港近年致力打擊毒害，梁振英表示，有關工 一同推出不同的廣播劇及講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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讚港人創意表現突出
梁振英又憶述已故新加坡總理李光耀的話，「有
一次佢同我講，有一樣嘢係新加坡人遠遠追唔到香
港人，就係創業嘅精神。」他讚揚香港人在創意方
面表現突出，尤其是有了創新科技的機遇，令不少
創業者嶄露頭角，有些由一間小型公司，發展到現
時市值兩三億元的大企業，而創辦人的年紀還不到
30歲，希望年輕人能夠把握好創新科技這個機遇。
有去年參加計劃的學生表示，去年獲安排到一
間工程公司實習，令她體會到工程項目是團隊工
作，不能靠一人之力完成，「一個工程亦不可以
一朝一夕咁完成，一個工程亦不容許出小小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
教師春風化雨對年輕學生健康
成長非常重要，香港教育工作
者聯會昨日舉行「2016 優秀教
師選舉暨教壇新秀」頒獎禮，
向 49 位教師頒發獎項，以表揚
他們分別於教學、管理及對學
生關愛的傑出表現。
有由主流學校轉職特殊學校
任教的得獎教師表示，縱然初
入職時沒有特教經驗，唯有
「邊做邊學」，憑着教學團隊
共同努力和關愛，令家校雙方
建立互信。
昨日頒獎典禮大會邀請了立法
會主席曾鈺成和港創院院長徐立
之任主禮嘉賓，向席上數十名教
師頒發獎座和證書，以表揚他們
的傑出貢獻。「優秀教師選舉及
教壇新秀」活動召集人蔡若蓮在
致辭時表示，隨着時代改變，社
會對教師的要求愈來愈高，令教
師同時承受了許多期望和批評，
又要兼顧教學以外的行政事務，
工作十分艱辛。
為鼓勵資深教師及新入行的
年輕教師堅持教學理想，教聯
會今年再次舉行「優秀教師選
舉」中，其中 25 組共 43 名教師
獲得「優秀教師」獎項，另6名
準教師則獲選「教壇新秀」。
於「關愛組」中獲選為優秀
教師的阮善盈，現於香港紅十
字會甘迺迪中心任教。在入行
的首 11 年，她一直任職主流男
校，而因為期望能幫助有特殊
學習需要孩子建立自信，她毅

教聯會表揚 良師 新秀

特首：五管齊下「原力」抗毒

仲未準備好，呢啲貸款嚟得太容易嘅話，好容易
會令佢輕率創業，喺財政上損失會比較大。」

誤，否則影響甚廣！」
梁振英回應指，香港工程界發展機會相當好，
因為在未來 30 年，工程總額粗略估算至少上萬
億元，包括土地開闢規劃、大嶼山發展、中部海
域填海等。他又提到香港的工程面對很多挑戰，
指香港特點是「山高、水深、地方細、地價
貴」，所以工程的質量必須要非常好，因為寸金
尺土的關係，一點都不可浪費。
他強調，香港工程界中人亦因此鍛煉出「很有
輸出嘅能力」，不少人都會往外闖。他憶述年初
到印度訪問，認識一名年約 40 歲的香港青年，對
方得到當地工程師賞識，至今已有 13 項工程項目
在手，「香港人嘅能力，不只喺香港打拚得好、
不只喺內地打拚得好，我們喺外邊，亦可以一樣
打拚得非常之好！」
■記者 鄭治祖

然轉職特殊學校，為有需要的
學生貢獻。
阮老師坦言，初時她對特殊
學習需要學童認識不多，亦仍
耐心地向他們表達關愛，「他
們跟一般學生無異，都是想別
人明白、了解他。」而她亦一
直「邊做邊學」，加強與具特
教經驗的老師，及物理、職業
和言語治療師的溝通，希望學
習更多更有效幫助學生。

關心持之以恒 家校建信心
她分享指，自己曾接觸一名
有唐氏綜合症、中度智障和語
障的高中生，但學生父母一直
抗拒與老師直接溝通，校方感
到十分頭痛，「媽媽很關心孩
子，但寧可寫『千字信』，亦
不願與學校傾電話。」
後來，透過治療師的協助，
加上老師持之以恒主動表達關
心，終令家長對學校建立信
心，家校關係得以改善。
阮老師提到，學校的團隊精神
對有特殊需要學生非常重要，特
別感謝甘迺迪中心校長、治療師、
其他教師和宿舍家長等一同努力
用心服務學生。
至於在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
呂重德紀念中學任教數學的助理
老師李嘉淋獲得「教壇新秀」中
學教育組的金獎。他應用電子教
學的「翻轉教室」理念，並設計
「武林秘笈」為主題的數學教學
影片，幫助學生上課時掌握重
點。

■阮善盈(左)分享教學經驗。

黎忞 攝

■李嘉淋「翻轉教室」獲獎。 黎忞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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