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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克視障 善晴膺「傑少」
無懼先天性白內障苦讀 立志升大修特殊教育當老師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吳希雯） 患先天眼睛白內障，令學習困難重重；小一時父

親不幸遇上車禍去世，令她再受打擊，當中的傷痛，至今仍在。不過，命運的考驗沒

有打垮羅善晴，她比一般同學更努力地溫習，又發掘到自己有「絕對音感」的音樂

天分，故立志要考上大學進修特殊教育，成為其他學障童的老師。其積極的人生觀，

令她獲得「香港十大傑出少年」的嘉許，表現備受肯定。

2016年香港十大傑出少年
姓名/學校及年級

■張家瑋
林大輝中學中四

■朱柏熹
漢基國際學校12班

■沈思彤
拔萃女書院中四

■黃澤林
般咸道官立小學小六

■石卓琳
聖保羅男女中學中三

■朱祐民
聖保羅書院中三

■羅善晴
香港培道中學中五

■張曉晴
迦密主恩中學中四

■陳逸晴
聖保羅男女中學中三

■李嘉琪
華英中學中五

資料提供：香港遊樂場協會 製表：高鈺

簡介

從小喜歡桌球，2015年於世界18歲
以下桌球錦標賽勇奪冠軍，為香港歷
年最年輕桌球世界冠軍

學業成績名列前茅，熱衷繪畫、劍擊
及義工服務，曾於全港青少年繪畫日
獲獎，及代表香港參加劍擊賽獲團體
銅牌

熱愛英文辯論、朗誦及唱歌，亦積極
參與義工服務，曾於國際中學辯論及
演講比賽奪亞太區冠軍

5歲起接受網球培訓及加入港隊，為
香港12歲以下組別網球單打及雙打排
名第一，且樂於服務別人

6歲開始學豎琴，獲獎眾多，包括
2015 年 於 Nippon International
Harp Competition高級賽獲亞軍

多次代表香港參與亞洲及中國定向比
賽，勇奪多項佳績

克服先天性白內障及因交通意外失去
父親，以積極態度迎接生命挑戰，透
過參與傷健共融音樂演出，啟迪視障
人士

以樂觀堅強性格，克服體弱多病及弱
聽困境，於國際機械人奧運獲3冠2
亞，立志成為航空工程師

2歲時心房受感染及肺水腫，出現中
風性麻痺，自此語言能力受影響，但
仍堅強克服障礙，於辯論賽及模擬聯
合國會議奪佳績

生於基層家庭，努力做義工回饋社
會；勤奮好學，由中一的全級100名
外進步至中四時的全班第一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黎忞）持續進修是實踐
終身學習的重要一環，但有調查顯示，受訪青年
普遍有意進修，卻只有32%人曾在過去5年付諸
行動，另有46%人未有進修打算，當中最大的障
礙是學費高昂及工作性質難以配合學習時間。負
責調查的青協指出，持續進修基金雖有提供進修
資助，但涵蓋課程及院校不足，金額亦一直維持
在1萬元，令有意進修者卻步。該會建議將資助
增至2萬元，及擴大課程範疇和數量，僱主則應
支持員工進修，以提升競爭力。
為了解青年持續進修的取態，香港青年協會青
年研究中心成立的「青年創研庫」在今年5月訪問
了527名年齡介乎18至39歲青年，調查要求受訪
者對「持續進修係必須嘅」句子作出評價，若以
10分為滿分，受訪者給予的平均評分為7.03分，
顯示他們有頗高的進修意慾。他們主要認為進修
有助自我增值、提升技能、為個人興趣及提高晉
升機會。

僅32%青年5年內有進修

青年人認同進修很重要，但只有32%人曾在過
去5年坐言起行，另有12%受訪者正在進修，46%
受訪者未有具體打算。近兩成人指學費昂貴，及
工作要不定期加班、輪班而難以進修，另有逾一
成人則自覺沒有迫切性要進修。
現時特區政府設有持續進修基金，資助金額為

課程費用的80%或上限1萬元。調查顯示，曾持續
進修但未有申請上述基金的受訪者，有49%表示
修讀的課程不屬於基金資助範圍。
「青年創研庫」的「教育與創新」組別成員湯
蒨彤分析指，受訪青年雖肯定持續進修的重要
性，但礙於各種考慮因素而顯得有心無力。她建
議政府將上述基金的資助金額增至2萬元，擴大資
助的課程範疇和數量，並加強宣傳，鼓勵公眾多
參與持續進修。
另一成員陳浩庭建議政府可安排稅務優惠，鼓

勵僱主支持員工進修；而培訓機構開設課程時，
上課時間宜更具彈性，包括網上進修課程，方便
工作時間不固定的在職人士。

持續進修資助低 青協倡增至2萬

■青協調查顯示，受訪青年雖認同持續進修的重要性，但只有3
成人曾在過去5年持續修讀，另有一半受訪者未有計劃進修。
圖左起為湯蒨彤、陳曉禾和陳浩庭。 黎忞 攝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高鈺）
近年多次向香港及內地多所大
學作大額捐款的著名商界領袖
及慈善家李達三，近日再向科
技大學捐贈港幣1億元成立科研
發展基金，支持該校於五大策
略發展範疇包括數據科學、機
械人及自動化系統、創業及設
計、可持續發展及公共政策，
開展更多具影響力的研究。
科大將以有關捐款設立「李
達三葉耀珍伉儷李本俊科研發
展基金」，支持創新研究發
展。該校並於早前舉行捐贈典
禮答謝李達三，主禮嘉賓包括行政長官梁振
英，聲寶－樂聲（香港）董事會顧問及香港
寧波同鄉會永遠名譽會長李達三、其長孫聲
寶－樂聲（香港）主席李本俊、科大校董會
主席廖長城、副主席查逸超、科大校長陳繁
昌等。科大其他管理層成員亦有出席典禮。

李本俊：爺爺深信興教育人
李本俊代表李達三致辭時說：「爺爺深信

要民富國強必須培育人才，他一向熱心支持
香港及內地的教育事業。科大是創新人才的
搖籃，其研究成績有目共睹，很高興能於科

大成立科研發展基金，希望推動科研成果更
上一層樓」，又期望科大能培育更多優秀學
生成為未來棟樑，貢獻社會。
李達三去年曾分別向港大、城大及中大各
捐款1億元，分別支持幹細胞、動物醫學及
中醫藥研究發展，並在年中獲頒授香港特區
最高榮譽的大紫荊勳章，年底又再向港大、
中大、科大共捐3億元成立獎學金，頒發予
品學兼優及有經濟援助需要的寧波公學及寧
波第二中學畢業生。此外，近年他亦有向復
旦大學、浙江大學及寧波大學分別捐贈過億
元的大額款項。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姜
嘉軒） 文憑試放榜在即，
學友社製作了近十萬套《出
路指南2016》（見圖），當
中有最新放榜出路及生涯規
劃資訊，助中五及中六學生
規劃前路。指南將透過全港
中學向中六學生派發，學生
及家長亦可由即日起親身前
往學友社索取，費用全免。
另外，該會「放榜輔導熱
線 2503 3399」將於放榜前夕提
供兩日一夜的通宵服務，為同學
提供升學就業資訊、情緒及意向
輔導等服務。
《出路指南2016》一書兩冊，
印行9,800套，派完即止，電子版
則稍後上載至 www.student.hk/
publish，供免費下載。指南內容涵
蓋大學聯招課程改選、SSSDP課
程報讀形勢、副學位課程、經評審
非本地學士學位課程、毅進文憑、
其他全日制證書或文憑課程、外地
升學、職業訓練及就業資訊等，並
載有升學專家的輔導及分析。
其中學友社社長伍德基建議同

學在選擇出路前，宜先了解本身
的性格、興趣和能力，掌握升學
途徑及競爭形勢，制訂最適合自
己的放榜計劃，用心部署，細心
分析。同時本年新加入衛生署臨
床心理學家為同學提供準備放榜
和紓緩壓力貼士、在外地升學部
分則增加了韓國升學資訊等，以
配合文憑試畢業生的各種升學需
要。
學友社另設有放榜輔導熱線、

文憑試放榜講座、面談諮詢服務
等多項輔導服務，詳情可參閱學
友社網站http://hyc.org.hk/news/
index.php。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鄭伊莎） 大
規模開放式線上課程（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MOOCs，又稱「慕
課」）近年在高等教育界掀起熱潮，香
港城市大學亦將於今年暑假後推出
MOOCs，其中系統工程及工程管理學
系會率先於9月開設「中國文化與創新
創業基礎」科目，課程免費提供予世界
各地人士修讀。

將與英國公大合推課程
「慕課」透過互聯網讓所有人參與

和公開使用由國際專家提供的尖端課程
內容，學生可按自身進度和興趣，修讀
世界級大學提供的優質課程。城大學務
副校長李博亞表示，該校在9月推出的
「慕課」，可讓世界各地人士免費修
讀，以接觸城大獨特的「重探索求創新

課程」及優秀學者的研究，校方相信這有助推
廣城大教研合一、銳意創新的形象。城大將與
英國公開大學轄下的FutureLearn合作推出課
程，雙方已於去年11月簽訂合約。
城大系統工程及工程管理學系副教授孫洪義

的「中國文化與創新創業基礎」率先於9月12
日開課。他指這項免費網上科目將介紹發掘意
念、發揮創意、促進創新以至實踐創業的整個
過程，討論中國文化對這方面的影響，及中國
創新創業者的特點和思維。」。科目為期5個
星期，學員若成功修畢科目，達到相關要求，
將可獲發證書。
城大將推出的第二個「慕課」科目是創意媒

體學院助理教授鄭波講授的「發現當代中國的
新公共藝術」。上述兩項獨立開辦的科目不設
學分。「慕課」課程設定為本科學位程度，由
城大教員監督。城大表示，「慕課」由城大學
務副校長室成立「專業發展獎」撥款支持，有
意了解課程詳情及註冊修讀的人士，可瀏覽
https://www.futurelearn.com/partners/
cityu-hk。

■羅善晴克服先天性白內障及家庭突
變，透過參與傷健共融音樂演出，以積
極態度啟迪視障人士。 曾慶威 攝

■身兼香
港歷年最
年輕桌球
世界冠軍
的中四生
張家瑋。
曾慶威 攝

■張曉晴
克服體弱
多病及弱
聽困境，
於國際機
械人奧運
獲 3 冠 2
亞。
曾慶威 攝

於香港培道中學就讀中五的善晴，表面上和一般中學
生無大分別，但其實她患有先天性白內障，雙眼分

別只有三成及一半視力，讀書和用電腦看教材比一般人容
易累，大約每隔半小時便要休息；視力問題更阻礙她參與
運動，如打籃球亦有困難。而在小一時善晴更逢家庭劇
變，她當時剛得到朗誦比賽冠軍，卻突然得知父親因車禍
離世，恍如晴天霹靂，至今亦有感觸。
面對人生不如意，善晴仍保持堅毅不屈的精神，願意比
同學花更多努力，花更多的時間看書溫習，克服身體障
礙，立志考上大學進修特殊教育，成為特殊學校老師。喜
歡 音 樂 的 她 更 發 掘 出 自 己 擁 有 「 絕 對 音 感
（Perfect-pitch）」的天分，希望好好利用音樂啟迪其他
視障人士。對於其他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善晴寄語他
們不要放棄，認為只要努力就會有成果，她亦鼓勵一般青
少年，珍惜健全的身體。

弱聽曉晴機械人奧運奪3冠2亞
同樣獲選「香港十大傑出少年」的張曉晴，是來自迦密
主恩中學的中四學生，自小志願成為飛機師，但在中二時

被診斷出右耳有弱聽而未能圓夢。雖然面對挫折，但年紀
小小的她不曾氣餒，另覓途徑追夢，希望修讀工程系，成
為航空工程師。工程界向來男生較多，但曉晴亦特別加入
校內機械人隊落手製作，更於國際機械人奧運獲3冠2亞。
而曾於世界18歲以下桌球錦標賽勇奪冠軍、香港歷年

最年輕桌球世界冠軍張家瑋，亦是昨日獲獎的十大傑出少
年之一，他分享指，「兼職運動與學業要付出很大的努
力，而追求更佳技術過程，令我能堅持下去。」。

「傑少」頒獎禮邀梁唐青儀等主禮
香港遊樂場協會昨日就其主辦、兩年一度的「香港傑出

少年選舉」舉行頒獎典禮，邀得行政長官夫人梁唐青儀、
民政事務總署署長謝小華等主禮及頒獎。活動獎項劃分為
個人成就、個人奮進及社會參與3個組別，選出10名11
至17歲的「香港十大傑出少年」，及另20位傑出少年獎
得主。大會並將得獎者故事獲編撰在《閃亮人生—香港
傑出少年隨筆》一書。梁唐青儀致辭時表示，得獎者的勵
志故事可激勵其他青年人更有上進心，他們關顧社會的
心，更值得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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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洪義講授的孫洪義講授的「「中國文化與中國文化與
創新創業基礎創新創業基礎」」課程將於課程將於99月月
1212日開課日開課。。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學友社《出路指南》派發中六生 李達三億元捐科大設科研基金

■(左起) 陳繁昌、廖長城、梁振英、李達三、查逸超及李本
俊為捐贈典禮主禮。 科大供圖

■■香港遊樂場協會昨舉行香港遊樂場協會昨舉行「「20162016香港傑出少年選舉頒獎香港傑出少年選舉頒獎
禮禮」，」，主禮嘉賓與主禮嘉賓與「「十大傑出少年十大傑出少年」」合照合照。。 曾慶威曾慶威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