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聞透視眼A33 ■責任編輯：陳啟恒 20172017年年1010月月2626日日（（星期四星期四））

民記見蔡若蓮 獻策書包減磅

科大生建數據庫助覓好外傭
「媽寶社區」速蒐逾兩萬家傭資料 收費平傳統中介一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柴婧）香港不少家庭依靠外傭操持家務，但招聘過程有時換來一肚氣。香港科技大學兩名女生建立了全港

首個免費外傭共享數據庫「MamaHelpers」（媽寶社區），上線不足兩個月已徵集到逾兩萬名外傭資料。創始人之一的蘇芷茵表

示，希望能打造出一個僱主、家傭和中介共享的數據平台，讓僱主以合理價錢和自主方式，找到最合適自己的好幫手，收費較傳

統中介便宜至少一半。

北宋抗外族 還有种家將

有關「全港學生中國
國情知識大賽」資料，
可 瀏 覽 http://cnc.
wenweipo.com/， 或
掃描有關二維碼。

編者按：
為提升學生對中國國情、歷史、文化及社會科學等方面的知識水平，培養學生常閱讀、多思考的良好學習習慣，香港大公文匯傳媒

集團正在舉行「回歸盃—第七屆全港學生中國國情知識大賽」，為此大會特別推出「中華學堂」專欄，以輕鬆手法介紹與香港特區回
歸及國情相關知識，深化讀者對國情的了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民建聯家
庭事務委員會昨日聯同民建聯副秘書長鄭
泳舜及洪錦鉉，與教育局副局長蔡若蓮會
面，就學童書包過重及學童家課壓力的問
題進行交流，並討論解決方法。
民建聯自2006年起進行「學童書包重
量調查」，今年在969名學童書包調查
中，若以衛生署建議書包不應超出學童體
重十分之一為標準，約有83%學童的書包
超重，整體書包重量平均為4.9公斤，部
分更達5公斤至6公斤。書包平均超重量
較十年前的13.9%增至63.3%，見歷年新
高。
民建聯代表與蔡若蓮會面期間，為書包
減重提出一系列建議，例如由教育局資助
學校購買「共用課本」，大量購入某些科

目的課本，並存放於學校供學生上課時使
用，以減少學童需購買和攜帶的課本數
目；學校書桌應增設上鎖抽屜，鼓勵學生
把不使用的課本存放於儲物設施內，並大
力推動電子教學；出版商應出版精簡和實
用的課本。
另一方面，民建聯亦向蔡若蓮反映經常

收到家長的意見指，子女每天要應付繁多
而艱深的家課，有時要做到深夜才完成，
對他們的心理及生理健康造成影響，故促
請當局為學校提供專業支援或意見，協助
學校制定合適的家課和評估政策；增加人
手到校視學，深入了解每間學校的家課情
況，務求針對性解決問題，減輕學童壓
力。
民建聯表示，教育局對其建議回應正

面，承諾會繼續鼓勵學校把課本與作業分
拆、在作業上多用工作紙等，未來會與環
境局攜手合作研究共用課本。

民建聯續說，教育局亦同意開放多元教
學，將會與大學合作研究可行方案，同時
就學童壓力加強家長教育。

說到北宋抵抗外族入侵，大部分人都
會想起楊家將，佘太君帶着楊家一班寡
婦西征，英姿煥發。不過在歷史上，楊
家將雖然存在，但沒有寡婦領兵，換言
之，大家看電視劇學回來的都是編出來
的劇本。

种世衡三兒威名赫赫
今天說的是貨真價實、抵抗外族的故
事，不過主角不是姓楊，而是姓种
（音︰從），自北宋中葉開始，西夏侵
犯宋朝邊界，种家將開始登上舞台，開
山老祖宗种世衡受大臣范仲淹賞識，調

任到甘肅一帶，開始了种家將的故事。
种世衡抗擊西夏有功，兒子种詁、种

診、种諤也威名赫赫，被關中人稱為
「三种」，其中又以种諤最著名，在無
定川（今陝西省北部）一戰中大破八萬
西夏軍。
不過亦有指他為人小器，後來宋軍在
永樂城一戰全軍覆沒，部分就因為种諤
小器不出兵救援所致。
种家將末代還有兩大名將，在靖康之

難前非常關鍵。1126年，金軍第一次圍
攻汴京，宋徽宗立即退位，自稱太上
皇，宋欽宗即位，由李綱領兵守住都

城，結果李綱擋住金軍進攻之餘，种師
道率十萬精兵趕到汴京，金軍只好退
兵。
本來种師道還想趁金軍撤兵時偷襲，

如打殘金人東路軍就不會有後患，可惜
宋欽宗舉棋不定，最後主和派壓倒主戰
派，偷襲計劃告吹。

种師中遭金軍重圍 戰死沙場
同年，种師道之弟种師中出兵攻打金

人，原來進展不錯，但援軍失約，屬下
楊志等人逃亡，結果种師中陷入金軍重
圍，戰死沙場。
順帶一提，這個楊志就是《水滸傳》

中「青面獸」楊志的原型，不過跟英雄
好漢沒什麼關係，在小說中他原先是宋

江作反時的部將，後來降宋，最後敵前
逃亡，害种師中戰死。
种師道聽聞弟弟戰死，所獻策略又不

用，鬱鬱而終，同年10月去世。1127
年，金軍攻破汴京，據宋史記載，宋欽
宗在城破時，嘆了一句︰「不用种師道
言，以至於此。」不過事已至此，後果
只能自己承擔，兩父子齊齊被抓去當俘
虜，客死異鄉。 ■文澄

香港文匯報
訊 （ 記 者 黎
忞）為促進學術
文化交流及推動
歷史研究，香港
中文大學每年舉
辦「余英時先生
歷史講座」（見
圖），本年度邀
請得台灣大學歷
史學系特聘教
授、台大講座教
授陳弱水擔任兩
場講座的主講嘉賓，講題分別為「一個特殊的
觀念：中國古代思想中的『義』及其轉變」及
「傳統中國思想與文化中的『義』—兼論
『義』與『正義』」，講座將以普通話進行，
並開放予公眾參加。
陳弱水的研究範圍廣泛，治學兼攝古今，尤

其專於中外思想史領域研究。他亦用心於隋唐
五代史，從歷史角度出發，探討古今社會問
題。上述活動的第一講為「一個特殊的觀念：
中國古代思想中的『義』及其轉變」將在11
月9日下午4時於中大行政樓地下祖堯堂舉
行。有興趣者可傳電郵至 koeyleung@cuhk.
edu.hk進行預約。
至於第二講則為「傳統中國思想與文化中的

『義』—兼論『義』與『正義』（Justice）」
在11月11日下午3時於尖沙咀香港歷史博物
館演講廳舉行，此講則不接受預約留座。

中大邀陳弱水論「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港青
年總裁協會日前於樹仁大學會堂舉行首
屆「2017-18年度師友同行計劃」啟動
禮，吸引超過70位導師及學員參與。
參加計劃的仁大學生未來大半年將與協
會的導師保持緊密聯繫，亦可到上市公
司工作實習及赴海外交流等。
是次計劃由青年總裁協會與仁大工

商管理學系合辦，學員必須為工商管
理學系學生並透過自願參與而獲甄
選，計劃包括27位導師及45位學員，
平均每位導師帶領一兩位學員。來自
不同行業、副總裁級以上的行政人
員、資深專業人士等青年總裁協會導
師，由即月起至明年6月，會透過不
同活動向仁大學生分享人生經驗，計
劃並會安排上市公司工作實習及海外
交流團等。
青年總裁協會亦計劃來年將與更多

大學合作，提供更多機會予年輕人。
當日「師友同行計劃」啟動禮，由

青年總裁協會袁志平、仁大工商管理
學系主任楊榮基及助理教授林昊輝主
持，參與學生亦分享他們對於從計劃
中實踐和獲益的期望，並與導師玩
「破冰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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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芷茵和合夥人梁逸然是科大科技領導及創業
哲學碩士課程學生，就讀二年級，兩人相識

第一日就決定要建立「MamaHelpers」平台。
蘇芷茵表示，僱主很多時無法知道外傭過往的工
作表現，碰上懶惰工作「博炒」者，又或黑中介等
也求助無門，「我家就遇到過外傭做了兩天就離
職，又或剛剛摸完腳趾就去炒菜。」梁逸然曾在外
傭團體做義工，她們都發現外傭行業存在不少問
題，也需要以創新科技進行突破。

獲10萬元資助 完成60宗配對
一拍即合之下，兩人花了一年深入市場做調研，

上月正式推出「MamaHelpers」，項目獲數碼港創
意微型基金10萬元資助，工作團隊亦由兩人增加至
現時14人，目前每日活躍用家達3,000人，並成功
完成五六十宗僱傭配對。

平台的主打賣點是「平」。蘇芷茵指，「Mama-
Helpers」結合中介公司、僱主和外傭三方，外傭可
上載個人資料，僱主可以免費直接聯絡對方，決定
聘請後，僱主才向「MamaHelpers」繳交文件處理
費用，一般而言，續約費用1,429元、本地完約外
傭1,598元、聘請海外外傭5,200元，收費比傳統中
介服務便宜至少一半。此外，僱主可在線上完成聘
請流程，追蹤文件批核進度。

擬擴展至200間中介加入
考慮到有些僱主希望中介公司幫手篩選應徵者，

亦可透過該平台聯絡中介公司，收費視乎不同公司
而定。
蘇芷茵強調，平台會主動為僱主選擇良心中介，
通過事先與中介面談，確定雙方理念一致，合作的
中介會安排外傭與僱主見面，並為外傭填寫評價及

跟進僱用情況等，目前暫有8間中介加入，未來3
個月內擬擴展至最少200間中介。
此外，平台設有評價系統，公開僱主對外傭、中
介的評價，亦會定期跟進外傭工作表現，並記錄於
數據庫，當中有除名機制，確保質素。
梁逸然補充指，平台正與外傭主要來源地菲律

賓、印尼的家傭訓練學校建立夥伴關係，從源頭確
保資料的真實性，今年年底或明年將開始實行實名
登記制，通過讓外傭上傳身份證明文件，確保一人
一戶口。
蘇芷茵和梁逸然在讀的科大科技領導及創業哲學

兩年全日制碩士課程，每屆收生15人，明年3月截
止申請。
課程主任余瑞富表示，課程中的本地、內地和歐

洲學生各佔三分之一，去年平均十多人爭奪一個學
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歷史較容
易給年輕人沉悶刻板的錯覺，不過，如果
以探究形式，再結合社會文化的相關影響
進行學習，往往可達到更佳效果。由香港
歷史博物館和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合辦
的「第六屆校際香港歷史文化專題研習比
賽」，剛於上周末舉行頒獎典禮，來自23
間學校33隊學生自擬研究題目、搜集、
分析資料作報告，成功深化對香港歷史文
化認知。其中王肇枝中學兩組初中生，便
透過大埔區內的學校歷史，分別探究大埔
由鄉村到市鎮以及早期新界教育發展，各
獲得文字及多媒體組冠軍。
本年度比賽以「學教承傳—學校與香港
社會發展」為主題，共23間學校33支隊
伍參加，學生透過自擬題目進行研究，可
提高對歷史文化的興趣和認識，提升探究
學習的能力。
頒獎禮由香港歷史博物館署理總館長邱
小金和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副主席崔綺
雲主禮，二人在致辭時都嘉許學生認真的

參賽態度，讓作品質素甚高，令人驚喜，
並同時鼓勵同學再接再厲，踴躍參與下屆
賽事。各隊參賽學生參賽題材多元化，王
肇枝中學除兩組初中冠軍得主外，該校亦
有學生探究大埔區內挪威國際學校歷史，
獲初中組多媒體季軍。

另外，拔萃女書院以二戰對該校影響的
作品，獲初中文字組亞軍；香港鄧鏡波書
院則透過寶覺義學及聖士提反書院探討日
治時期的香港教育，獲初中多媒體組亞
軍。高中方面，文字及多媒體組冠軍分別
為景嶺書院及順德聯誼總會李兆基中學。

賽事的評審代表，前教育局高級課程發
展主任黃浩潮和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客席
教授丁新豹亦發表對初中組及高中組作品
的評語，尤其讚賞獲獎同學在選擇和擬定
題目時眼光獨到，所交報告也能做到深入
分析，報告令人賞心悅目。

校際港史研習賽 王肇枝校奪雙冠

■蘇芷茵（左）和梁逸然（右）合作建立全港首個免費外傭共享數據
庫「MamaHelpers」。 香港文匯報記者柴婧 攝

■香港青年總裁協會「師友同行計劃」，導師
及學員進行小組交流。 協會供圖

■「第六屆校際香港歷史文化專題研習比
賽」頒獎典禮上，全體得獎同學與嘉賓和
評審合影。 大會供圖

■王肇枝中學勇奪初級組文字報告冠軍。
大會供圖

■民建聯家庭事務委員會與教育局副局長蔡若蓮會面，就學童書包過重及家課壓力問
題進行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