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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莊遭下體滴蠟 港大查集體欺凌

我在新西蘭的日子

推動內地社服 理大副校獲獎
與北大合辦碩士課程 育235社工教師遍神州

「照亮港未來」
攝影賽歡迎報名

教局辦簡介會 推動精神健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姜嘉軒） 社會
各界關注青少年自殺問題，有民間組織
昨日前往候任特首林鄭月娥的中環辦公
室請願，要求林太召開防止學童自殺高
峰會正視問題。
教育局表示正積極與相關政策局及部
門跟進防止學生自殺委員會最終報告內
的建議，包括於本月為學校和非政府機
構舉辦簡介會，並歡迎學校和非政府機
構利用優質教育基金申請額外資源，推
行精神健康相關的活動，獲批撥款成功

率至今理想。
防止學生自殺民間聯席昨日前往候任

特首辦所在的大廈外請願，要求林鄭月
娥承諾未來加強防止學生自殺工作，包
括召開防止學童自殺高峰會、採納民間
建議並增撥相應資源，候任辦職員接收
請願信。

積極跟進防止學生自殺報告建議
同日教育局於網上專欄「局中人語」發

表題為《生命誠可貴，自殺可預防》文

章，強調自去年11月防止學生自殺委員
會發表最終報告後，教育局和相關政策局
及部門正積極跟進報告的建議，期望能與
學校和家長合力支援有需要的學生，加強
他們的抗逆力和面對挑戰的能力。

教局更新學校資源手冊
教育局表示，一直以及早識別與預防
為目標，推動預防學生自殺的工作，包
括更新了學校資源手冊，介紹與自殺有
關的危險因素和保護因素，識別有自殺

先兆或自殺行為的學生的知識及技巧，
以及提供回應學生自殺行為的說話技巧
和策略等，協助教師、社工及學校人員
容易掌握當中的知識和技巧。
此外，教育局本月會為學校和非政府

機構舉辦簡介會，推動雙方合作制訂不
同計劃，繼續舉辦合適的校本活動，以
促進學生的心理和精神健康。
局方重申歡迎學校和非政府機構積極

利用優質教育基金申請額外資源，盡快
推行相關活動。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柴婧） 理

工大學近日舉行一年一度的長期服

務員工頒獎典禮，副校長（學生及

環球事務）阮曾媛琪服務理大逾30

年，是得獎者之一。她不單熱心培

育本港社工人才，更於1988年開始

與北京大學合作，開設內地首個社

工碩士課程，先後培養出235名社

工教師，成為建構及推動內地社會

工作的先驅者。這些畢業生廣佈內

地23個省和4個直轄市，在不同崗

位推動社會工作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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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姬文風）
正進行幹事選舉的香港大學聖約
翰書院爆出醜聞，有決定退選內
閣的學生日前大爆參選期間多次
遭受不同程度的欺凌，其中一名
參選人曾遭20人強闖房間向其下
體滴蠟，更聲稱此舉是該樓層的
「傳統」。
港大發言人證實校方正就一宗
涉嫌欺凌事件展開調查。事件揭
發引起學生激烈討論，當中竟有
言論批評受害人公開事件破壞了
學院形象，言論令人嘩然。

疑提改革建議招恐嚇人身攻擊
專門報道港大校園消息的《薄

扶林速報》早前揭發，其中一支

參選幹事會內閣發文宣佈退選，
並透露他們疑因提出改革建議，
招致不滿者匿名恐嚇、欺凌及人
身攻擊。
其中一名內閣成員更在上月20

日，遭大約20人闖入房間向其下
體滴蠟。經歷以上種種，該內閣
「自覺沒能力亦不適合以學生會
身份帶領學院，因而退選。」
事件揭發後引起社會嘩然，驚

訝在本港高等學府竟會發生如斯
荒唐事件，更有消息稱滴蠟為該
樓層之「傳統」，一旦屬實即表
示這並非單一事件，過往或有更
多受害人曾於這項「傳統」之中
受到欺凌。
港大發言人證實，聖約翰學院

正就一宗涉嫌欺凌事件展開全面
調查，包括向涉事同學及目擊者
查證具體情況，並向受影響同學
提供支援及輔助，如發現有同學
行為不當，會作出適當處分。
《速報》昨日續跟進事態發

展，表示學院的內部討論群組正
就事件作激烈討論，有留言者不
但未有同情事件中的受影響同
學，反指責退選幹事的「爆料」
行為破壞學院形象，斥責他們
「打曬（晒）上status 博咩啫……
聖莊（聖約翰）嘅形象俾你整衰
晒啦」，大講「唔鍾意咪走
囉」、「（選莊）吃得鹹魚要抵
得渴」等風涼說話，謬論令人側
目。 ■港大揭集體欺凌，校方展開調查。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高鈺）為喚起香港青少年
對於香港前途的信心和熱愛，喚醒香港人的環保意
識，未來照明和世界綠色組織合作舉行「照亮香港
未來」 攝影比賽，並於早前舉行啟動儀式，邀得
民政事務局副局長許曉暉出席。是次比賽包括幼稚
園親子組、中學組、 大專組和公開組賽事，提交
作品截止日期為今年10月10日。
有關攝影比賽的題材可包括香港人物情懷、特色

建築物、城市優美景象、 生活家居、香港大自然
環境等，希望藉以推動青少年關注香港的環境及未
來發展，共創美好明天。各有意參加者可透過電郵
或google表單提交報名表參賽相片。
比賽詳情可參閱 http://www.zinniamarketing.

com/FL/2017_competition_form.pdf，結果於11月
中公佈。

在飛過漫長的11小時
後，終於來到了新西蘭，
並順利來到寄宿家庭的門
前。在這裡短短42天的遊
學體驗，每日遇到的一事

一物都令我對自己加深了解。
初到新西蘭的日子，由於仍未熟習交通路
線，有一次搭錯巴士，去了一個離住處很遠
的地方。當時我站在空無一人的公路旁，望
逐漸變黑的天空，第一次感受到徬徨無助
的滋味。
幸運地，這時候我得到一位熱心巴士司機

的協助，按對方的指示找到正確的巴士站，
最後安全回到寄宿家庭。這次經歷尤其令我
印象難忘。
我們以往都習慣了群體式的生活、習慣了

經常與人分享自己的感受、更加習慣了面對
困難時隨時可以獲得親友的支持和幫助，於
是當我們獨自遇到問題時，會變得不知所
措。

嘗試很多「第一次」變得堅強獨立
當我發現自己迷路的時候，身邊沒有熟悉

的人可依賴，我不能放任自己一直害怕下
去，只能讓自己盡快整理情緒，盡快尋找回

家的方法。
此外，我在這裡嘗試了很多

的「第一次」：第一次寄宿、
第一次參與新西蘭的義工工
作、第一次駕駛小型飛機，甚
至第一次從12,000尺高空飛躍
而下的跳傘……這些珍貴的
「第一次」經歷全都是透過這
次新西蘭的遊學一一完成。
這些小小的生活體驗，令我

變得更堅強，日後在工作或生
活上使我能獨立起來。很多人
說：「唯有踏上一個人的旅
途，才有機會跨越那無形的舒
適圈。」這次遊學體驗，除了
令我更了解自己，更替我實踐
了這句說話。
如果沒有這次遊學團作契機，我未必有勇

氣和決心去完成這些挑戰。在香港，日常生
活實在太急促亦太疲累，工作、上學、社
交……根本沒有機會放慢腳步，暫時拋低原
來的生活，讓自己迎接各式各樣的新挑戰。
這份「勇」，不但為我賺到了難忘的回憶及
一段段深刻的友誼，我也相信這份「勇」日
後能帶領我在職場上迎接更多的挑戰。

如果我沒有到過新西蘭，也許我對這個地
方仍然維持刻板、保守的印象；如果我未
曾與寄宿家庭一同居住，也許我現在仍然帶
戰戰兢兢的心情與外國人說英語；如果我
從來沒有飛到南半球的這片天空，也許我仍
然會安於留在那小小的舒適圈內，仰望自
己「狹窄」的天空，卻不知道天大地大。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香港城市大學會計學系四年級學生吳嘉琪

「祭」和「神」關係在於「敬」

這集的嘉賓是香港浸會大學饒宗頤國
學院院長陳致，他與主持討論《論語》
中「祭」和「神」的關係。
問：陳教授，可以跟我們分享幾句

《論語》的經典的名句？
陳：孔子說，「祭如在，祭神如神

在。」祭如在，祭祀的時候就好像神靈
在那裡一樣。孔子的意思是說祭祀祖先
神靈，你必須有虔敬之心，他講的是一
個「敬」字。
虔敬，就是恭敬之心，心中有這個

神，它就是禮，他並不是注重外在的東
西，他注重內在的東西。他這個包含了
很深刻的思想，所以在後世的儒者裡
面，儒家學者講齋敬、講誠、講敬，劉
宗周先生講敬、講誠、講慎獨，這些都
是跟孔子的思想延續下來的。我們之所

以講他這個思想博大精深，就是因為他
開啟了後人很多思想的空間，我想這就
是他偉大的地方，直到現在還生生不
息。
【簡介】
孔子認為不管祭鬼神或祖先，也要把

他們當作在場一樣。因此他一定親自參
與祭祀。儒家的基本精神是「仁」和
「誠」。
《論語．八佾》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復興新生系
列．世說論語」
專欄節錄自同名
電視特輯，特輯
由超藝理想文化
學會製作、中外
友協和平發展基

金會創會會長陳復生監製及主持。本欄
旨在通過學者、名人的訪談，暢說《論
語》對他們為人處世的啟發。讀者可在
其facebook專頁瀏覽短片。

■筆者（後排中）從新西蘭遊學的體驗中獲益不小。
筆者供圖

仁濟幼園校長教師佛山考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高鈺）仁濟醫院12間院屬
幼稚園及幼兒中心逾百名幼稚園校長、教師上月底
前往佛山市進行兩日一夜的「教師專業交流
2017」活動，實地考察當地省級幼兒園佛山市惠景
幼兒園，及探訪佛山市禪城區機關第一幼兒園和陳
村精博實驗幼兒園，以了解內地學校在校園安全制
度方面的經驗。

■仁濟院
屬幼稚園/
幼兒中心
聯校教師
境外交流
活動。
仁濟供圖

理大長期服務員工獎表揚約260位服務
逾15年至40年的教職員，其中阮曾媛

琪本身是社會工作學專業出身，於1986年
加入理大，任教於應用社會科學系，2004
年至2010年擔任該系系主任，並於2007年
至2010年出任協理副校長，其後晉升為副
校長至今。

社工角色被看低推廣艱難
早於1988年，阮太已與北京大學合作在

內地推動社工教育，「當時很多人根本無聽
說過何謂社會工作，或者以為社工和社區大
媽無異，社工角色會被看低。」
推廣工作的首10年十分艱難，他們做了

很多培訓，但未見規模，「當時看到改革開
放帶來愈來愈多的社會問題，需要社工幫
助，但是沒有專業人士推動，我們覺得如果
真想有一支社工隊伍去改善民生，就需要先
有老師。」
於是，他們於2000年開設了內地第一個

社會工作碩士課程，培訓對象是教授、系主
任、政府官員及非牟利機構的主要負責人
等，教他們如何成為社工培訓者。
課程持續了7屆，供培訓235名畢業生，
他們分佈在內地23個省和4個直轄市，推動
社會工作發展。
現在內地已有逾200個社會工作碩士課

程，本科課程300多個。
「現在我不記得一路走來有什麼困難。」

阮太指同事、學生、各地社工一路同行，遇

到問題就一起解決，「在教學中，我們將自
己的理想變成了和學生共同的理想，感覺很
開心。」

組織「映秀母親」助汶川重建
2008年汶川地震，阮太在當地的學生第

一時間提出，需要他們提供災後重建培訓，
於是各人在當地做了許多項目，包括組織
「映秀母親」項目，讓當地失去子女的母親
通過刺繡過世子女畫作紓解喪子之痛，後來

這個項目變為產業，幫助他們維持生計。
雲南地震後，亦使用類似模式幫助災民，

甚至其他國家都來取經。
除了在內地推動社工教育外，阮太於

2008年至2012年，獲選為國際社會工作學
校聯會主席，成為出任這個職位的首位亞洲
人，「我們所讀的理論多來自西方，我覺得
亞洲特別是中國人亦可以將我們的經驗變成
理念參與建構，在國際平台與西方理念平起
平坐。」

■■ 阮 曾 媛 琪阮 曾 媛 琪
（（中中））獲獎獲獎，，
多位同事上前多位同事上前
與她握手與她握手，，表表
示祝賀示祝賀。。

柴婧柴婧 攝攝

■■理大校長唐偉章理大校長唐偉章（（左左））
為阮曾媛琪為阮曾媛琪（（右右））頒發長頒發長
期服務員工獎期服務員工獎。。 柴婧柴婧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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