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女讀數「唔輸蝕」入大學推STEM
中大副校潘偉賢：童年計「按樽」費悟科學平日都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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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偉賢與中大有着不解之緣，上世紀80年
代先後取得中大數學理學士及統計學哲

學碩士學位，後遠赴美國獲生物統計學博士學
位後，再回中大任教至今。
她和兩個兄弟皆畢業於中大，三人同樣鍾情數
學，主要由最年長的哥哥帶起，「他在中大讀數
學，聽他跟我講數學覺得很有趣，加上我中學時
數學很好，所以大學自然選擇數學系。」

「哥哥做得到，我亦做得到」
爸爸媽媽教育潘偉賢，哥哥做得到的，她亦

做得到，因此她從未感覺性別會窒礙發展。
總結多年的教學及研究工作經驗，她指「雖

然我沒有做過詳細研究，但一般來說，男生女
生能力沒有太大分別」。
不過潘偉賢也坦言，當前女生若想修讀理

科，卻仍會有「看不見的手」阻礙選擇，
「可能有一些家長或者哥哥姐姐仍會傳遞出
『女生學理科不行』的訊息，因此應該多讓

一些成功的女科學家成為榜樣，正面地幫助
女生樹立信心。」
潘偉賢是本港大學界教學方面的代表人物之

一，她曾至少7次獲頒不同類型的傑出或模範
教學獎，亦是綜合八大學者的「教資會傑出教
學獎」首屆得主。
她一直認為學習方法至關重要，笑言自己年

幼時幫家人鄰舍「買汽水」的經歷，可能是後
來鍾情數學的原因之一，「買汽水要『按
樽』，能抵消一部分錢，但不知為何，每次士
多老闆算出的價錢都是錯的，而我每次都能指
正出來，所以都能得到滿足感」，當時的基礎
算術題雖然簡單，但亦讓潘偉賢深感數學很有
用，為她未來的數學之路埋下種子。
特區政府正大力推行 STEM（科學、科

技、工程及數學）教育，潘偉賢從自身經驗
出發，認為「要找一些實際的例子，讓學生
明白STEM可以幫助他們的日常生活，通過
循序漸進的教育，讓他們得到成功感，從而

引發他們的興趣」。

隨歷史轉變 自然到這步
作為為數不多的大學女性高層，她謙稱這並

不是因為自己有過人之處，「我只是隨歷史的
轉變，很自然走到這一步，因為現在女學生、
女教授愈來愈多。」
不過，她坦言女生要獲得博士等高學歷，或

會因為專注科研而影響尋找未來伴侶，她自己
當年出國讀書時就曾被父親提醒過，「如果出
去讀書，要想清楚是否會影響尋找伴侶。」
她回覆父親：「我想清楚了，我很喜歡讀

書，想繼續讀，未來要做一個教授。」

數學夢已圓 單身也坦然
實現了夢想的潘偉賢，對目前的單身狀態態度

坦然，認為是「很自然行這條路」。因此，在女
學生希望出國讀博士時，她亦會建議學生思考清
楚，會告訴她們選擇每條路可能會面臨的情況。

中文大學副校長潘偉賢是家中唯一女兒，和哥哥、弟弟一樣選擇數學專業，在這個通常被認

為是「男性主打」的學科中，她不僅取得博士學位，更成為了統計學教授及本地高等教育界少

有的女性領袖。回想當初，潘偉賢父母經常鼓勵她說「哥哥做得到，你亦可以」，助她建立對

數學的自信，而年幼時買汽水計算「按樽」費快而準的經歷，也成為她明白數理科學於生活應

用的啟蒙，為其數學路及積極於大學推動優質STEM教育埋下種子。 ■香港文匯報記者 柴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
英國文化協會昨舉行「English
Master Junior 2018」總決賽，
其中香港真光中學小學部及法國
國際學校分別奪得初級組及高級
組的冠軍，至於拔萃女小學及東
莞同鄉會方樹泉學校分別獲初級
組亞軍及季軍；拔萃男書院附屬
小學及保良局陳守仁小學則是高
級組的亞軍及季軍。
上述比賽分3個回合，來自78

間小學、超過900名學生參加，
首回合已於去年11月完成。
大會旨在讓學生透過英語創

意寫作、詩歌朗誦及故事演
講，寓學習於娛樂。
在昨日的總決賽中，初級組

（小一至小三）及高級組（小
四至小六）各有5支晉級隊伍運
用戲劇或歌唱手法，以英語演
繹故事，一眾同學都非常投
入，落力演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港
公開大學近日獲嘉道理慈善基金會
捐款1,000萬元，支持大學興建「賽
馬會健康護理學院」。
校方日前舉行支票頒贈儀式，公

開大學校長黃玉山表示感謝嘉道理
的慷慨捐贈，支持該校的新校園發
展計劃。
為應付人口老化帶來的挑戰及與

日俱增的醫療服務需求，公大於去
年在何文田常盛街開展了一項新的
校園發展計劃，興建「香港公開大

學賽馬會健康護理學院」。
大學將會在新大樓開辦一系列健

康護理相關的課程，培訓護理人
才。整個校園發展計劃耗資約8.5億
元，預期於2020年落成，全新的學
習設施預計每年可惠及約2,800名學
生。
公大賽馬會健康護理學院將配備

實驗室，主大樓亦設有護理學實驗
室、綜合健康實驗室、心理學實驗
室、特殊教育中心、學苑會堂及研
習坊及主動學習教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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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道理基金千萬元捐公大建學院

■各支晉級隊
伍運用戲劇等
手法，以英語
演繹故事，同
學們都非常投
入，落力演
出。
英國文化協會

供圖

■黃玉山(右三)感謝嘉道理慈善基金會的捐款，支持大學興建「賽馬會健康
護理學院」。 公大供圖

老師有一天特意走來告
訴我：「他昨天願意開口
說話了！這是我任教他兩

年來第一次聽到他的聲音！」老師的語氣就像
中大獎似的，急不及待與我分享喜悅。老師口
中的「他」，是一個不善與人溝通的學生，他
在校內從不與人交談，亦甚少與其他人分享內
心世界。然而，社工室門外的一個小花園，竟
成為了他與其他人連繫的橋樑。
園藝治療是透過園藝和園藝相關的活動，讓
人獲得生理、心理、社交、認知及經濟上的效
益。園藝治療與園藝活動最大的分別，在於園
藝治療着重對象的需要及期望其所得到的效
益，而園藝活動則只傾向在意植物或作品的成
果。
園藝治療師會因應對象的特定需要，去設計
相關的活動，是園藝治療重要的一環。學校社
工期望透過園藝治療的元素，重建事主與其他

人的溝通渠道，故會先在面談中了解事主對種
植的興趣及意願，加上學校的支援，促成了這
個屬於事主的小花園。設計的過程中，需要考
慮的是相關的園藝活動如何滿足對象的需要。

照顧植物時 有機會與人交流
社工期望小花園能成為上述該名學生與其他

人的接觸點，所以把原本躲藏在學校一角的小
花園，設定到人流較多的社工室門外；在他照
顧小花園內植物的期間，能製造他與其他人自
然交流的機會，所以社工請他在植物旁邊加上
名稱，好讓他在不說話的情況下也可以與人交
流；學校內的人能看到他所種植的成果，締造
他獲得其他人欣賞、稱讚的機會。

翻土澆水 成上學生活一部分
他平日在學校沒有參與活動，所以請他每天

都來照顧植物；在安排他翻土、準備種子、培

苗、移苗、每天澆水、觀察植物生長等的活
動，使小花園漸漸成為他上學生活的一部分。
社工室門外人來人往，他由傾向獨個兒待在學

校，慢慢習慣其他人的存在。「你在這裡種什
麼？這是什麼呀？」經過小花園的同學你一言我
一語地問道，他雖然不會以說話回應他人，但你
會看到他嘗試表達在做什麼；當小花園的植物慢
慢成長，老師及同學會駐足欣賞及稱讚他的成
果，你會發現他臉上掛着燦爛的笑容。
及後，筆者還從其他老師口中聽到，他不再
躲在學校無人的角落、他今天再次回答老師的
提問、他對身邊的人和事有了更多的回應、他
臉上多了笑容……或許你不相信，但就是這個
小花園的力量，讓他重新與其他人連接上了。

撰文：香港家庭福利會註冊社工范武彪
查詢電話：25273171

網址：http://www.hkfws.org.hk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小花園」變「溝通橋」學生終願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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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高鈺）一隊球隊
成功的背後，除教練
的指導，其實也有很
多無名英雄默默地付
出。香港女子曲棍球
隊最近成功於外圍賽
勝出，晉身今年8月
於雅加達舉行的亞運
會，當中一班香港高
等教育科技學院
（THEi）的學生也
功不可沒，他們去年
在導師帶領下，組成
了團隊參與實習，為
球隊提供逾半年的體
能訓練及運動治療服
務，提升運動員的表現。

設計訓練運動治療方案
THEi運動及康樂管理（榮譽）社會科學學

士課程四年級學生葉梓程（Kathy）和劉慧文
（Raymond）於去年5月至12月，在老師帶
領下為香港女子曲棍球隊每周進行一次訓
練，Kathy專責提升隊員體能，而Raymond
則協助運動員進行運動治療。因應曲棍球隊
不同崗位的成員有不同的體能要求，球會需
要為運動員度身訂造訓練計劃。

Kathy表示，為運動員設計訓練和治療方案
前，必須先進行全面的體能測試，了解每名隊
員不同部位肌肉的力量，更為她們量度骨骼，
評估身體肌力是否左右平衡、日常站立或跑步
等姿勢是否正確，再根據報告，設計一連串訓
練及運動治療方案，「前鋒講求爆炸力，中鋒
和後衛要有耐力，守門員則重視柔韌度」，故
訓練各有不同。
至於治療方面，Raymond指曲棍球隊員的下

肢較容易有傷患，他會以冰敷、按摩、電療、超
聲波、使用肌內效貼布等為運動員預防或保護傷

患。
Kathy和Raymond表示，看見隊員經過訓練

和治療後，出戰比賽時能發揮水準，替運動員
高興之餘，自己也感到無比的滿足。
完成是次實習後，Kathy及Raymond已立定

志向，將以專業運動教練及運動治療師為目
標。
學系一級特任導師聶慧婷指，今次實習不但

讓學生學以致用，更讓他們有機會接觸香港的
國際賽運動員，了解行業實際工作環境及要
求，以便未來投入職場時更得心應手。

女子曲棍球港隊獲THEi生助練體能
■■THEiTHEi學生協助受傷隊員學生協助受傷隊員
進行復康運動進行復康運動。。 校方供圖校方供圖

■劉慧文（右二）為曲棍球隊隊員
進行測試，以評估她的前十字韌帶
撕裂情況。 校方供圖

潘偉賢多年來一直堅持運
動，年少時更是運動健將，
網球、游泳、籃球等樣樣在

行。她談起當年在中大院隊，曾與數學系7個
女生勇奪運動會全場總冠軍的經歷，神采飛
揚。她認為體育訓練令她懂得團隊合作，明白

不斷努力練習就會有進步，並將這種精神用於
自己的學習和工作上。
潘偉賢分享指，藉運動中所學到的團隊合作能

力，於大學管理方面亦很有幫助，例如年前自己
出任中大理學院副院長時，正巧面對從單科收生
到大類收生的轉變。

她憶述，當時許多老師對這個變化表示擔
憂，害怕自己所教授的學科收生情況變化太
大，潘偉賢聽取了不同人的意見後，看透老師
間的觀點雖然有異，但所有人都是為學生好，
在最後的會議中，她反問大家：「是收生人數
穩定行先還是學生興趣行先？」
大家不約而同選擇後者，維持約兩年的「僵

局」亦找到突破口，最終令大類收生順利推
行。 ■香港文匯報記者 柴婧

一直堅持運動 學懂團隊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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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系團隊在運動數學系團隊在運動
會共贏得三項冠軍會共贏得三項冠軍。。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潘偉賢（右）與兄長潘日新 (中)、弟弟
潘嘉陽(左)在中大合影。 受訪者供圖

■潘偉賢父母經常鼓勵她說「哥哥做
得到你亦可以」。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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