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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棄高薪 做「良師」育基層
自覺閱歷不足嘗教學 陳嘉琳冀作育英才
香港大學畢業後，陳嘉琳沒有搶着第一時間在職場上爭逐
高薪厚職，卻參加了非牟利組織「良師香港」，全職到校為
"*7

基層學生服務，每月收取約 1 萬元津貼，收入比正職老師差
了一大截，但小妮子並不介懷。一年的服務期內，她對基層

孩子有了更深刻的了解，更確立了未來要作育英才的職業志向。完成服
務後，憑着相關的經驗，她早前順利獲中學取錄，成為商科老師，同時
■Gabi（左一）動手與學生將回收再造的玻
璃磚砌一幅牆。
良師香港供圖

兼讀中大學位教師教育文憑課程，希望不斷自我裝備，讓自己成為別人
生命中的「良師」。

■記者 吳希雯

師香港」是團結香港基金舉辦的社創比
「良賽「蜂樹盟」之金獎項目，機構暫籌得

約 700 萬元營運「良師香港」。創辦人陳君洋及鄭
其森分別為 2006 年會考10A 狀元及 2008 年高考 4A
尖子，他們希望招募有優秀才能、非主修教育的
大學生到本港學校任教一年，為基層學生提供更
多學習機會。去年共有 6 名有志的大學生加入計
劃，他們被分派到 3所中、小學服務，今年增至 11
人參加，6間學校受惠。
陳嘉琳（Gabi）是去年其中一名參加者，她在
港大主修市場學，副修教育和輔導。
她指自己想當商科老師，「但自覺人生閱歷不
足，所以想參加『良師香港』，嘗試教學的滋味，
如果適合便教下去，否則可及早作其他發展。」

曾遇良師立志當老師
想當老師，因為 Gabi 曾經遇上良師，對方是她
的會計科老師，會主動與學生討論課題，讓她發
現教學有多種不同模式。
此外，她初中的同學家境比較好，但中六轉校
後，學校有很多來自基層的同學，「我看到老師
如何陪伴他們成長，希望自己都可以做到。」
在「良師香港」的安排下，Gabi 到黃大仙一所
中學任教初中的綜合人文科。該校也取錄了很多
基層學生，充滿熱誠的 Gabi 很快就與這班精靈的
學生熟絡起來，但她隨即發現這班孩子完全不明
白為何要上課，「長期缺課的也有，有些人對將

來沒有想像。」孩子漫無目標，她相信與其家庭
背景大有關係。

心酸窮孩子缺本地視野
出身小康之家的 Gabi 明白到基層家庭的父母
要為口奔馳，孩子放學後在家無所事事，亦甚
少走出所住社區看看，「我曾帶學生到沙田考
察，有學生請我行慢一點，因為他從未到過沙
田，怕走失，這令我很心酸。」現在社會強調
年輕人要有國際視野，但窮孩子連本地視野都
沒有。
要幫助學生訂立人生目標，就先要擴闊他們的
眼界。Gabi 以自己的網絡和知識，統籌了一系列
考察活動、設計工作坊和比賽，讓學生對各行各
業有多點認識。
未參觀商業機構之前，同學對鐘錶行業只聯想到
設計師和售貨員，「現在他們起碼知道有物流運輸
和生產商，否則他們以為做不到設計師，便做售貨
員，根本無法按自己的興趣做生涯規劃。」
在課堂上，Gabi 要求學生寫上夢想，起初同學
不敢下筆，她勉勵他們不要輕視自己，「有同學
猶豫地寫下機械工程師，我告訴他，數年後考上
大學，夢想再不是遙不可及的事。」
起初帶着不妨一試的心態參加「良師香港」，
過程中卻讓 Gabi 肯定了自己要當老師的志向。一
年的相處後，她要與學生道別，但現在她還會收
到學生窩心的鼓勵短訊，讓她暖在心頭。

■ Shawn（右）和 Gabi（左）
背景和參加原因都不同，但
同樣得着良多。 吳希雯 攝

■主修生物化學工程的 Shawn
（左二）鼓勵學生自主學習，感
受科學的趣味。 良師香港供圖

海歸生：無意再執教鞭
參加「良師香港」的大學生，每個人
都滿有熱誠，去年 6 名獲選加入計劃的
老師，陳尚然（Shawn）是其中之一。
他不是本地大學生，在香港讀完中五
後，便遠赴英國讀書，近年於英國倫敦
大學學院取得生物化學工程碩士學位。他的同學一般到當
地化工廠、藥廠工作，或進修做教授，起薪點可以有約 3
萬港元一個月，「而且英國的工作文化比香港舒適，可準
時上下班。」不過Shawn對社企情有獨鍾，希望透過計劃
挑戰自己，獲得的滿足感，並非以金錢可以衡量。
認識「良師香港」計劃，是 Shawn 在美國交流的時
候，他指外國也有類似的活動，「我對社會企業有興趣，
而且想挑戰自己，將外國興趣主導的學習模式帶來香港，
這符合我對畢業後『Gap Year』的期望。」
這位理科生，架起眼鏡給人一本正經的感覺，本以為初
中學生都不敢在他面前「作惡」，怎料他尷尬透露：「我
的弱點是難以忍笑，即使在責備學生，亦嚴肅不來，很快
被學生改花名，不過他們都會在適當時候給我面子。」

&

比起傳統老師，Shawn 沒什麼架子，而且教學手法多
變，希望讓學生在班上動動手，同時動動腦：「有次我要
求他們製造污水，他們很開心地加調味料、雞蛋，好像造
生化武器一樣，玩完一輪，我告訴他們今天大家要學的，
正是如何把污水變成清水。」就這樣給學生拋出一道驚喜
的難題，起初學生感無從入手，但慢慢透過分組討論、查
書，開始構思方法，還主動要求Shawn幫手買過濾工具，
實現自主學習，「我希望他們上課不是呆坐等老師傳授知
識，而是上網搜集資料或商討，找自己的答案。」

現職工程界 盼組考察團
一年之後，Shawn樂見學生有轉變，「他們由一開始對
什麼都不認真，到後來主動找我求助，找筆記溫習。」師
生間建立了真摯情誼，Shawn亦會與學生聚會，但他不打
算再執教鞭，「這計劃不是準備我們成為教師，而是希望
我們透過體驗，即使去到其他領域亦可貢獻教育界。我現
於工程界工作，亦計劃日後組織相關的考察或探訪活動給
予學生。」
■記者 吳希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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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陸上絲綢之路的起點是？
B.咸陽
A. 蘭州
2. 有「孔雀之鄉」之稱的地方是？
A. 大理
B. 西雙版納

C. 西安

12. 中國產量最大的煤田是？
A. 大同
B. 淮北

C. 麗江

13. 秦淮河是哪裡的遊覽勝地？
A. 北京
B. 上海

月 18
日至 11

C. 南京

月4
4日

14. 2010 年世博會在哪一個城市舉辦
A. 廣州
B. 上海
C. 南京

4. 由內地著名導演陳凱歌執導的電影《梅蘭芳》受到了觀
眾的熱烈歡迎。影片中的主人公梅蘭芳是著名的戲曲藝
術表演大師，他所代表的劇種是？
A. 昆曲
B. 京劇
C. 南戲

15. 世界自然基金會是用的什麼圖像作為組織標誌？
A. 大象
B. 月熊
C. 熊貓

6. 戰國時期中國出現了「百家爭鳴」的現象，其根本原因
是？
A. 戰國時期的思想家思想比較活躍，善於思考
B. 戰國時期社會出現大變革
C. 王室衰微
7. 我國在封建社會初期天文成就相對比較突出的原因是？
A. 在封建迷信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B. 得天地厚的地理條件
C. 農業生產發展的需要

29. 隋朝的都城？每日刊登「
「第六屆全港中國國情知識大
A. 咸陽
B. 長安
C. 洛陽

第六屆全港中國國情知識大
30. 古代中國是個朝代更替頻繁的國度，大部分王朝的滅亡
是由於自身的分崩離析。對隋朝的分崩離析負主要責任
的是？
A. 唐高祖
B. 隋煬帝
C. 隋文帝

賽
17. 圍棋是什麼時期傳到日本的？
A. 隋唐
B. 明清 賽」 C. 宋元
」35
18. 「一日不見，如三秋兮。」出自？
35 條參考題目
A.《詩經》
B.《離騷》
C.《楚辭》
條參考題目，

C. 長短句

27. 「杏林」指的是？
A. 教育界
B. 醫學界
C. 畜牧業界
(星期一至星期五
28. 在中國傳統婚禮上，新娘的頭飾通常是？
星期一至星期五)
)，
A. 龍
B. 孔雀
C. 鳳
，每日刊登

日(

16. 2022 年冬季奧運會將在哪里舉行？
A. 張家口
B. 承德
C. 秦皇島

19. 詞的調名叫做？
A. 詞牌
B. 詞頭

26. 「不以規矩，不成方圓」。這裡的「規矩」指的是？
A. 美德善行
B. 圓規曲尺
C. 法律條文

11 月

3. 在清朝歷史上在位最久的皇帝是？
A. 乾隆
B. 雍正
C. 康熙

5. 歷史上著名的「圍魏救趙」戰術最初用於？
A. 馬陵之戰
B. 桂陵之戰
C. 長平之戰

25. 「水」這個字是屬於哪一種漢字的構成方式？
A. 象形字
B. 表意字
C. 兩者皆是

C. 開灤 18 日至

31. 唐太宗是我國歷史上的傑出政治家，他認為「致安之
本，惟在得人」，重用敢於直言的大臣哪一位？
，考考各位對中國歷史和國情的認識
A. 房玄齡
B. 魏征
C. 杜如晦
考考各位對中國歷史和國情的認識 (

(答案在下方
32. 「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這句話可以看出哪一科難
答案在下方))！本比賽致力於增進全
度更大？
A. 明經
B. 進士
C. 榜眼
本比賽致力於增進全

8. 中國第一個國家級森林公園是？
A. 張家界
B. 九寨溝
C. 西雙版納

20. 左傳載「南風競多死聲」，其中「南風」是指？
A. 南方的習俗
B. 南方的音樂 C. 南方的天氣
港市民對中國國情的了解
33. 科舉制度在我國存在了
21. 趙高、李斯是哪一時期的歷史人物？
港市民對中國國情的了解，
，提供相互交流
提供相互交流，
，相互競賽的平台
相互競賽的平台。
。 1300 多年，它於何時被廢除？
A.
兩漢時期
B. 隋唐時期
C. 清朝末年
A. 漢朝
B. 唐朝
C. 秦朝

9. 虎跳崖在哪個省境內？
A. 四川
B. 雲南

22. 「指鹿為馬」這個詞語是出自哪個朝代的歷史典故？
A. 三國
B. 東晉
C. 秦

24. 歷史上「敗走華容道」的是誰？
A. 曹操
B. 周瑜
C. 關羽

35. 奠定漢藏密切交往基礎的是？
A. 昭君出塞
B. 文成公主入藏
C. 金城公主入藏



報名及比賽詳情請閱：http://cnc.wenweipo.com
11-15 AACBC

16-20 AAAAB

21-25 CCBAA

26-30 CBCBB

31-35 BBCAB

11. 有「日光城」和「高原古城」之稱的是哪一個城市？
A. 拉薩
B. 銀川
C. 日喀則

23. 秦始皇陵位於現在的哪一座城市？
A. 洛陽
B.西安
C. 北京

6-10 BCABC

10 .有一種淡水鱷，是我國特有的，他是？
A. 河口鱷
B. 佩滕鱷
C. 揚子鱷

34. 隋唐時期的科舉制為士人創造了相對平等的競爭機制，
選官標準為？
A. 才能
B. 軍功
C. 品德

答案：1-5 CBCBB

C. 貴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