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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i學生私房菜App奪柏林紅點獎

港大牙醫學院宴賀蟬聯全球一哥

好師生嘆「尊師重道」在港消逝
陳坤耀：學生辱師不鮮見 馬時亨：對老師抱「消費者心態」欠尊重

王香生以「CUHK」勉中大專院畢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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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老師、學生打成一片，一起
吃飯、飲酒，現在這種情況很

難出現。」陳坤耀特別懷念那時親厚的
師生關係。

「靜坐抗議前跟老師打招呼」
「尊師重道」在現今社會漸見褪色，
有時老師甚至遭受學生辱罵都不鮮見，
陳坤耀認為老師和同學有不同的意見不
重要，但對老師有尊重的精神很重要。
他回憶指剛剛教書的時候，有一次學
生們因為參加保衛釣魚台的活動要去荷
花池示威，「他們特意派代表和我商
議：『老師，今日我們要去靜坐抗議，
可否放我們一堂？』現在學生不上堂應
該就不會跟老師打招呼了。」
十幾年前，陳坤耀尚在嶺南大學任
職，某日有學生戴着太陽眼鏡上堂，下
課的時候，他特意走到陳坤耀跟前說：
「陳校長，對唔住，我的眼睛有點問

題，所以要戴太陽眼鏡，您不要介意
呀。」這件小事情，讓陳坤耀很安慰，
因為這體現出嶺大學生懂得何謂尊重和
禮貌。
不過他認為，現在院校實行大班教

學、師生互動減少，大學老師更注重研
究工作，可能會影響師生關係的建立。
馬時亨亦感嘆指，現時老師和學生

的關係可以是友善的，但這當中的
「尊重」不足，很多時現今的家長及
學生面對老師時，都存在「消費者心
態」。
作為教大的校董會主席，他認為

「老師教學最重要的回報不在金錢
上，而在培養學生的滿足感很大。」
他又笑着補充道：「不是因為我做教
育界才這樣講。」在馬時亨小時候，
母親已教導兒子「老師很重要的，你
要尊重老師」。母親的教誨，他銘記
於心。

教育熱誠可影響學生一生
中學時代的馬時亨，讀書成績一塌糊

塗，「我考試有很多科『擔梯』（H
級），老師就在家裡為自己的孩子和我
一起補習，現在老師的兒子亦已是教
授，這位老師對我的影響真的很大。」
馬時亨說得十分坦白：「生命中影響我
的老師很多，但如果不是因為這一位中
學老師，所有教我的老師，我根本不會
理睬。」他和陳坤耀皆認為，老師這種
對教育的熱情，是對學生的回報，這種

態度亦會影響學生一生，為學生建立好
榜樣。
為了向老師致敬，陳坤耀6位上世紀

70年代結緣的學生，包括李國正、張永
森、關品方、鄺德富、馬時亨和游德強
成立基金，於2007年起每年定期在港
大舉行「陳坤耀傑出學人講座」，以表
揚其學術成就。
今年活動迎來10周年，並將於12月1

日邀請到前匯豐銀行集團主席葛霖擔任
主講嘉賓，分享其對金融危機的看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柴婧）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SPACE）

董事局主席、前嶺南大學校長陳坤耀，與港鐵主席及教育大學校董

會主席馬時亨均是社會名人，各自在事業上均獨當一面，但原來兩

人早在47年前已有淵源。當時是港大助理講師的陳坤耀曾教導馬時

亨，一班舊生10年前趁陳坤耀退休，為他籌辦「陳坤耀傑出學人講

座系列」以謝師恩，如今活動迎來10周年。

早前本港大學界就國際大學排名問題
鬧出風波，有院校被質疑「篤數」爭取
更佳排名，結果校方將數據交由本港會
計師行作獨立審查，以正視聽。陳坤耀
認為現時社會「排名成風」，他無法苟
同，「為什麼要讓排名牽着大學的鼻子
走？」他認為，大學太過重視排名制定

的「遊戲規則」，且排名名目太多，指標不
同，令老師過分重視研究，根本沒有時間與
學生相處。
陳坤耀認為，「社會大眾不明白排名中的主

觀、客觀指標不同，很難評判出哪間學校最
好。」他直言「這對高等教育有不太好的影
響」，更認為「以前沒有排名的年代，會更公
平一些。」
不過，馬時亨卻持有不同觀點，「現今世

界，學校排名高，捐款就會多，每樣東西若能
做到平衡就好。」
就政府向立法會建議增設一名年薪逾200萬

元的首席經濟主任職位，負責領導一個新開設
的小組，工作範圍包括提供本地及國際競爭力
分析、加強與國際評級機構專業交流，及提供
有關新經濟增長點的深入課題研究等。

陳坤耀：政府應深思
陳坤耀對此有點保留，他明白全世界都在想

辦法提升競爭力，特區政府亦會有所行動，但
本港風氣太過注重排名，亦不一定是好事，認
為政府應該深思。 ■香港文匯報記者 柴婧

■馬時亨（右）指，老師教學最重要的回報不在金錢，而是培養出學生的滿足感
很大。左一為陳坤耀。 香港文匯報記者柴婧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高鈺）中文大
學專業進修學院日前在邵逸夫堂舉行
高級文憑課程畢業典禮，共有逾1,100
名畢業生及親友出席，場面熱鬧。為
活動主禮的中大教育學院署理院長王
香生以中大英文簡稱「CUHK」，勉
勵畢業生要做好生涯規劃、有堅定信
念、誠信，並要不斷學習。
中大專院今年有約850名高級文憑

課程畢業生，涵蓋商業及管理、設計
及文化管理、醫療保健、資訊科技、
語文及翻譯、媒體及傳播、社會科學
等，當中21人獲頒學業成績優異獎。
在典禮上，王香生以「CUHK」鼓

勵同學們要在畢業時刻，訂定生涯規
劃（Career Planning）方向，又引用

清朝文學家鄭板橋的詩句「咬定青山
不放鬆，立根原在破巖中」，叮囑同
學要有堅定信念（Unfailing Faith）面
對未來或見的困難與逆境。他並勸勉
畢業生要有誠信（Honesty），同時要
不斷學習（Keep Learning）掌握社會
新發展，與時並進。
學院院長陳寶安亦寄語畢業生要珍

惜這兩年的學習及當中遇到的人、事
與物，並積極面對人生新階段，努力
尋覓夢想。
學院首屆健康護理高級文憑課程畢

業生、現就讀中大護理學士三年級的
黃彩凌代表畢業生致辭時，提醒同學
不要怕面對挫折，最重要是學會重新
振作，以堅定意志實現夢想。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姜嘉
軒）香港中文大
學作為校園佔地
面積最大的本港
學府，迫校巴上
學放學對該校學
生而言可謂「家
常便飯」，於畢
業生而言更是難
忘回憶。為了給
中大校友「重溫
舊夢」，中大日
前於校友日首辦「迫巴士大挑戰」活
動，邀請校友登上懷舊「熱狗」校
巴。有關活動同時亦為籌款項目，善
款用以提升校友的競爭力及創業機
會，並鼓勵校友在學術領域有更高成
就，有助中大長遠發展。
中大前日舉行每年一度中大校友日，

逾5,000名中大校友及親屬參與，活動
旨在讓校友了解大學的近況及發展。
校長沈祖堯於開幕典禮歡迎校友重臨

母校，感激校友常以不同方式支持大
學。

沈祖堯接收108萬元支票
典禮上沈祖堯從「中大校友日畢業

紀念班」籌款委員會成員手中接過捐
贈予「香港中文大學校友傳承基金」
的108萬元支票。
校方發言人指，今年中大校友日首

辦「迫巴士大挑戰」，項目分男、女
子組進行。活動獲3名校友捐款人贊
助成功登上校巴的參加者每人 500
元，經過兩輪挑戰合共有約170人成
功擠上校巴，獲校友捐款人合共捐出
15萬元。
當日的節目還包括大型嘉年華、開

篷巴士遊校園、校園主題參觀、書
院/研究院院長宴請校友及由近50個
校友手作精品攤位組成的「手作市
集」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為慶祝香港大學牙醫學院
成立35周年和連續第二年名列世界第一牙醫學科，校方
日前在菲臘牙科醫院舉辦了研討會及慶祝晚宴，逾350多
名嘉賓出席晚宴，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擔任主禮嘉賓。

研討會探討專科最新發展
日間研討會探討了有關各個牙醫專科的最新發展、挑戰和
機遇、各種治療和法律上的考慮，及社區牙科義務服務等，
大約200位來自本地和國際的學者和持份者出席會議。
在慶祝晚宴上，主禮嘉賓林鄭月娥，食物及衛生局局長
陳肇始，港大校務委員會主席李國章、校長馬斐森，及牙
醫學院院長傅立明一同為慶典揭開序幕。
林鄭月娥致辭時對牙醫學院表示祝賀，她又讚揚學院師
生人員積極參與社區工作，致力在社區推動口腔和牙齒健
康。
傅立明分享了學院的願景是要在香港、內地和世界推動
口腔健康，「學院重視研究、教育和知識交流，取得了卓
越成就。」
他指在香港執業的每3名牙醫和每3名專科牙醫中，便
各有兩名在港大牙醫學院接受教育，而為解決香港牙醫的
短缺問題，特別是專科牙醫這方面，校方在今年年初成立
「先進牙醫學研究院──專科診所」，目標是成為處理複
雜和嚴重口腔疾病管理的卓越中心，並提供持續教育及社
區牙科護理服務。

■中大專業進修學院畢業生合照。 校方供圖

中大「迫巴士」籌款 170校友重溫舊夢

■沈祖堯（右下）聯同一眾中大校友及親友參與「迫巴士大
挑戰活動」。 中大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嘉瑤）香港年輕
人的創意產品設計再次揚威國際。香港高等
教育科技學院（THEi）廣告學系畢業生黃詠
茵(Winnie)憑「EatCult」健康私房菜流動手機
應用程式，於上月在德國柏林舉行的「紅點
傳達設計大獎典禮」中勇奪紅點新秀組的紅
點獎。上述App為本地農夫、廚師及追求健
康的市民打造一站式有機健康私房菜到會電
子服務平台，她期望可將之推出市場。

自選有機食材交廚師烹調
都市人生活繁忙，加上打工仔的「速食文
化」，想要維持健康飲食習慣絕非易事。黃
詠茵於是構思出「EatCult」，為用家提供有
機健康的私房菜。用家只需透過應用程式，
選擇由本地有機農場和採購商提供的食材，
再交由心儀私房菜廚師烹調。
用家可自由選擇自取或外賣服務，選擇自取

服務者，需前往指定地點領取食物；選擇外賣
服務則可安坐家中，等待外賣員派送食物。
黃詠茵的設計理念源自於其本身追求健康

飲食文化及習慣，加上留意到社會近年關注
有機健康飲食文化，本地農夫及私房菜廚師
缺少平台去吸引客源，故特別設計此平台方
便市民及為農夫和私房菜廚師提供更多的商
機，達到雙贏。
她解釋指，「EatCult」可分拆為 Eating

Culture 和「溝」，意思為健康的「溝」飲食
文化，用家可自由「溝」食材及心儀私房菜
廚師，從而達到最符合自己心水的食物。
紅點設計大獎由國際著名設計院校德國

Design Zentrum Nordrhein Westfalen於 1955
年創立。比賽分為產品設計、傳達設計及設
計概念三大項目，另為設計院校畢業未滿兩
年的新晉設計師特設紅點新秀組別。
黃詠茵對於今次獲得國際設計獎項感到驚

喜，而在頒獎典禮上有幸與世界各地的頂尖
設計師交流，稍後更會參與國際巡迴展覽。
她指香港中西文化匯聚，是其設計的優勢。
她希望將來有機會到英國修讀設計相關的碩
士課程，並成立屬於自己的品牌和公司。

■黃詠茵憑「EatCult」奪新秀紅點獎。
香港文匯報記者唐嘉瑤 攝

■一眾主禮嘉賓一同慶祝港大牙醫學院成立35周年及名
列世界第一。 校方供圖

「跳高女神」勉香島生不言棄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記者 高鈺）香島
中學日前於深水埗
運動場舉行第六十
四屆聯校田徑運動

會，來自九龍塘香島中學、天水圍
香島中學及將軍澳香島中學三校近
300名健兒在賽場上全力爭勝，大會
並邀得香港女子跳高代表及紀錄保
持者楊文蔚任主禮嘉賓，她勉勵同
學們面對困難亦不要放棄，才能成
就個人理想。
聯校田徑運動會當日，在播放莊嚴

的國歌後，由香島教育機構行政總監
葉燕平鳴號，宣佈比賽正式展開。

吳容輝：運動會增凝聚力
天水圍香島中學校長吳容輝代表

致辭時指，聯校運動會可以增進三
校學生的友誼和凝聚力，他希望同
學們發揮奧林匹克精神，追求更高
更快更強的目標，學習運動員永不
放棄的態度，爭取佳績。

他又以為運動會主禮的楊文蔚為
例，指出她亦曾經面對無法突破跳
高成績的困境，但堅持努力不放棄
的精神，終於創出佳績。
楊文蔚則與同學分享說，體育讓
她學習到勇於面對挑戰，鼓勵同學
應發揮個人才能，找到人生目標，
並以永不放棄的精神去成就個人理
想。
經過一輪龍爭虎鬥後，聯校運動

會由九龍塘香島奪得全場總冠軍，
個人田徑全能運動員亦由該校學生
黃麗華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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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島三校聯校運動會圓滿舉行。 學校供圖

■香島聯校運動會邀得楊文蔚主禮。
學校供圖

本疊內容：教育新聞 文匯副刊 娛樂新聞 體育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