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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我參加了學校舉辦
的「文化及語文沉浸計劃
（CALIS）」項目，到了
加拿大維多利亞。CALIS
的內容主要包括上英語
課、到當地機構做義工、
參加學校的聚會活動、到
寄宿家庭與當地人一起生
活。每一項活動都能提升
我們不同方面的能力。

各國學生合作做報告
通過上英語課，最直接

的就是提升了我們的英語
水平及溝通能力。我們有
機會以英語和不同的國家
的同學聊天和討論，讓所
有人都能開心地融入當地
生活。
由於老師要求同學組隊

一起完成小組研習作業，
每個成員都要分工合作，

擅長人際交往的同學負責採訪，精
於寫作的同學負責總結文案，而懂
電腦軟件的同學則剪輯視頻。總體
來說，這次小組合作體驗效果很
好，我們以文化差異為主題，完成
的報告令人滿意。

促進英語交際力 更開放熱情
除了學習外，我還有機會參與
義務工作，到一家農場幫忙，農場
主人給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她熱愛大自然，每次聽她介紹如

何照料植物都讓我感受到她的細緻
和溫柔。在她的影響下，所有義工
都非常耐心地嘗試料理農場，學習
很多種植的知識，這對我們來說是
一個全新的知識領域，受益匪淺。

這次的CALIS活動對我來說，
不僅僅是學術能力的提升，同時對
我未來的職業規劃和競爭力，也很
有幫助。首先，我的英語能力和人
際交往能力的進步是直接可見的，
這些都是進入職場的基本要求。
此外，我覺得這次活動讓我變

得更加開放、熱情，更願意接受新
事物了，這也代表着我在工作時會
更樂意去進步和改善自己。
我相信這些經歷在我將來撰寫

履歷或是接受面試時，都是我的相
對優勢。我學會在講述經歷的時
候，先闡釋清楚背景，再講清楚我
要完成的任務，再去描述要採取的
行動和方法，最後才強調達成任務
的結果。這樣講述下來，事情就會
非常完整，同時具有說服力，能讓
人留下印象。
至於履歷中提及的「成就」，應

以比較清晰、可計量的方式呈現。
我們也需要不時總結及反思自己所
學，以爭取更大的進步空間。我希
望自己可以保持一個開闊的視野和
熱忱學習的心態，積極融入世界，
努力加油。以上就是我這次參加
CALIS學到的東西和所得建議。

■香港城市大學商學院
經濟及金融學系學生 文雨萱
（標題與小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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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拒簽新約 朗思復課觸礁
今續停課商討 小學部辦家長會解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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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上一代人比較，現今的
年輕人更着重工作與生活的
平衡(work-life balance)，相

對於收入高低或職業穩定性(job stability)等考
量，他們挑選工作時更在意工作帶來的滿足感和
新鮮感。愈來愈多年輕人欠缺意慾投身全職工
作，反而希望成為自由工作者(freelancer)，可身
兼多職同時接下數份零散工。

「斜槓族」閱歷更豐富
美國諮詢師兼專欄作家Marci Alboher於2007
年為這班人士創造了「slash」一詞（slash即英文
中的斜槓符號），中文可譯作「斜槓青年」。在
自我介紹時，斜槓青年會採用「姓名，職業/職
業/職業」的方式來區分自己不同的職業。一名
斜槓青年同時擁有多重身份(multiple identities)，
舉例說他白天時是一名珠寶設計師，晚上可以搖
身一變成為調酒師，周末又會擔任兼職模特兒。

加入「斜槓」行列已成為職場的新趨勢，而
且亦不再是年輕人的專利，企業裡的兼任顧問
(consultant)、網絡上的YouTuber、Instagram上
的KOL都可能是「斜槓族」一員。
斜槓青年於安排自己的工作上享有高度自

主，他們拒絕接受朝九晚五的工作模式，厭惡無
止境的加班(overtime work)。社會上仍有不少人
對斜槓青年存在偏見，認為他們是不務正業、好
高騖遠的一群。
其實斜槓青年並非討厭工作，他們只是期望

從事自己感興趣和專長的職業，活出更豐盛的人
生。在筆者眼中，很多斜槓青年都懂得和善於經
營自己的長處，他們的生活充滿啟發靈感的事
物，因此他們應該更熱愛工作，更勇於走出自己
的舒適圈(comfort zone)。他們未必是某個行業
(industry)裡頭的專家(specialist)，但眼界肯定比專
職人士要闊得多，閱歷亦比較豐富，生命都寫滿
一頁又一頁的精彩故事。

筆者認為人生一向都是一籃子的選擇（a mat-
ter of choice）， 每個人都會根據自己的背景、
身份和思想去作決定，這正正就是人生的樂趣。

Glossary:
工作與生活的平衡 work-life balance
職業穩定性 job stability
自由工作者 freelancer
斜槓青年 slash
多重身份 multiple identities
顧問 consultant
加班 overtime work
舒適圈 comfort zone
行業 industry
專家 specialist
選擇a matter of choice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
語言通用教育學部講師簡佳榮

網址：www.hkct.edu.hk/
聯絡電郵：dlgs@hkct.edu.hk

（標題與小題為編者所加）

「斜槓青年」多職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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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
中文大學昨日宣佈4項優化的家庭
友善措施，包括延長全薪產假至
14星期，男士侍產假亦會延至7
天，而領養假期及喪親假期亦會
優化，此外，男性教員亦可以子
女出生為由申請延遲實任評核。
中大指，預產期或實際分娩日於
今年10月10日或以後的全職女性
員工，已適用於新產假安排，其
餘措施則於明年1月1日起生效。

4優化措施
中大校長段崇智昨日向員工發出

通告，指校方2017年底開始檢討
各項家庭友善措施，經不同途徑諮
詢後，校董會執委會已通過4項優

化措施，包括全薪產假由10星期
延長至14星期，校方並參照政府
安排，適用範圍可追溯至預產期10
月10日或以後的母親；此外男士
全薪侍產假亦由5天增至7天；領
養假由3天增至5天；而2天的喪
親假則擴展至員工的祖父母及配偶
祖父母，離港辦喪事者可額外獲批
最多3天假期作交通時間。
中大又表示，現時部分女性教

員須於6年限期內完成實任評核，
校方容許可以懷孕為理由申請延
期最多一年，兼顧家庭需要及教
研工作，新安排下男性教員亦可
以子女出生為由作出相同申請，
而領養新生嬰兒及學前兒童亦適
用。

中大家庭友善 推7天侍產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中藥材石斛具
清熱功效被指可以清虛火、實火，有「平民國
藥」之稱，香港浸會大學的研究更發現，「鐵
皮石斛」和「金釵石斛」有美容功效。這兩種
常用中藥蘭科植物含有天然芪類化合物（Stil-
benoids），實驗發現可減少約20%至50%黑色
素，可強效抗氧化和減少黑色素形成，比現時
市面上護膚品常用的維生素C和水楊酸等效能
更高。
研究成果已刊登於國際學術期刊《歐洲醫藥
化學雜誌》，並於今年5月獲得美國專利，相關
初創公司已推出石斛護膚產品。
研究團隊由浸大中醫藥學院教學科研部教授
張宏杰率領，成員包括研究助理教授曾少慧、博
士後學人朱宇及潘文慧。曾少慧指出，以往的研
究顯示，細胞中的自由基和活性氧分子是造成皮
膚衰老的重要因素。
雖然兩種分子都由身體自然產生，但長時間
暴露於陽光下，紫外線會令它們的水平提升，對
皮膚造成傷害，甚至有機會影響控制皮膚細胞生
長和分裂的特定基因，導致皮膚癌變，所以護膚
十分重要。

石斛具強效抗氧化
據介紹，石斛有1,500多個品種，現用於中藥

材的約有10種，而今次研究團隊成功從中藥
「鐵皮石斛」和「金釵石斛」中提取出一系列天
然芪類化合物。經過多重測試和反覆實驗，證實
該類化合物能顯著抑制細胞和實驗動物中的自由
基和活性氧，具有強效的抗氧化作用，可預防皮
膚衰老。
研究團隊更發現，這類化合物能有效抑制黑

色素細胞中的酪氨酸酶及相關蛋白酶，能顯著減
少皮膚細胞中黑色素的形成，效果比現時一般護
膚產品較多選用的維生素C、維生素E和水楊酸
（BHA）更好，因此可以幫助減少皮膚色素沉
着，從而預防皮膚變黑，加上石斛芪類化合物不
會刺激皮膚，更為安全、有效，故曾少慧指，有
關成分可開發成為理想的藥妝品。

獲創科署撥款研商品化
該項目已獲創新科技署的撥款，浸大就此項

專利成立了基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陸續將科研
成果商品化，以驗證芪類化合物應用於護膚產品

上的抗氧化及預防皮膚變黑的效果。研究團隊未
來亦會進一步研究該類化合物在治療炎症和癌症
等方面的效果。
相關的研究成果亦分別贏得「挑戰杯」全國

賽香港區選拔賽──香港大學生創新及創業大賽
2017及2018的初創企業作品二等獎和創業計劃
作品二等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港公開大學
將於下月10日（星期一）舉行第二十七屆畢業
典禮，並會頒授榮譽博士學位予港科院創院院
長徐立之、香港賽馬會主席周永健、金銘聯合
集團之創辦人李國華，及英國利茲大學國際商
業學教授彼得．巴克利，以表揚他們的卓越成
就及對社會的重大貢獻。有關儀式將於公大賽
馬會校園舉行。

長沙灣廣利道校舍原屬私立崇正中學的
校舍，2015年朗思與崇正達成合作協

議，將其中一座校舍交予朗思負責營運國際
課程，其後雙方曾向教育局申請改校名，同
時包含「崇正」及「朗思」字眼，但最終未
有完成，早前並撤回申請維持以崇正中學營
運。教育局9月接獲投訴，指該校址以「朗
思」名義同時進行中小學的教育活動，認為
事涉違規需要停止，要求該處中學部需要沿
用「崇正中學」運作，小學部則需遷出。

有外籍師憂違法拒簽新約
事件揭發後朗思宣佈停課兩天，與教育
局、崇正商討及善後，原定昨日在廣利道校
舍舉行家長會交代，但最終要押後。崇正中
學校長董福昨日中午指，會從朗思接手廣利
道中學部的一切事務，校徽校簿等要改回崇
正，朗思則擔任協辦國際課程角色，而教師
也能夠選擇繼續留任，學校將以原有模式運
作，課程、教材、教室等一切安排不變，涉

事約60位中學生可繼續原址上課，暫時沒
收到退學申請。
董福表示，首要的是安排將教師合約僱主

名稱由朗思更改為崇正，處理好註冊文件學
生便可復課。不過至昨日傍晚，他確認有部
分外籍教師有所顧慮，擔心仍有違法風險，
拒絕與校方簽署新合約，為與教師商討相關
事項，60名中學生今日需要繼續停課，並盡
力於明日復課。

崇正：不知朗思辦小學課程
他強調，朗思在該處一直並非獨立學校，

而當初雙方只同意合辦國際中學課程，對於
朗思在該處辦小學課程，認為是對方單方面
違反協議。被問到之前是否知悉朗思將校舍
作小學用途，他解釋指自己9月尾才上任，
對環境不熟悉，曾誤以為小學生是來參觀，
所以沒特意過問。
另一邊廂，朗思總校長蔡麗如昨日通知家

長，表示課桌椅子等已運抵界限街校舍，原

定昨日於廣利道校舍進行的家長會則延至今
天舉行，向家長解釋最新現況，所以復課時
間延至明天。

家長批安排混亂 憂復課無期
據了解，不少朗思家長批評是次事件資訊

及安排混亂，擔心復課無期，即使有人想為
孩子申請退學，亦不知道退款安排；亦有小
學部學生家長指不了解朗思九龍城校舍情
況，憂慮沒有足夠空間容納所有學生。
教育局發言人回應指，正積極跟進是次事

件，繼續與校方密切聯繫，並為有需要家長

提供學位安排支援服務，讓學生能盡快恢復
上課，確保其福祉。而據局方了解，崇正現
正與教師商討合約，稍後將宣佈有關安排，
朗思小學部今日則與家長舉行會議，擬於明
天復課，校方表明有足夠學額讓有關學生入
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詹漢基）朗思國際學校於長沙灣廣利道校舍因涉

違規辦學，被教育局勒令停止教育活動。學校隨即在本周一周二停課兩

天，數十名中學生原定可由校舍原屬、曾與朗思有辦學協議的崇正中學接

收，而百多名小學生則改於朗思九龍城校舍上課。不過原計劃今天周三復

課的安排觸礁，中學方面有老師拒絕簽僱主改為崇正的新合約，今天要繼

續停課跟進商討。朗思小學部的家長會則改於今天下午舉行，復課亦要延

後至明天。

■朗思國際學校界限街小學校舍 網上圖片
■董福表示，有教師對新合約存有疑慮，學校只能繼續停課，與教師磋商。

香港文匯報記者詹漢基 攝

■校址門外仍能看見兩校校名「Think」及「崇正
中學」。 香港文匯報記者詹漢基 攝

■文雨萱於加拿大維多利亞作文化
交流。 筆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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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宏杰 (左) 與曾少慧的研究團隊發現中藥材
「石斛」含天然美膚化合物，能有效預防皮膚衰
老並有抗黑色素形成的功能。 浸大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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