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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本屆文憑
試（DSE）最後的英文口試今日完成，又
是考生規劃前路之時，其中「第二十五屆
香港國際教育展」，將於下周六（18日）
起一連兩天於會展舉行，結集逾200所來
自17個國家及地區的海內外及本地院校
及教育機構參展，為考生提供各種升學及
進修資訊。

廠商會首承辦 設3焦點展區
「第二十五屆香港國際教育展」由香港
中華廠商聯合會首次承辦，設有本地升
學、台灣升學及海外升學3大焦點展區，
有逾200所各地院校教育機構參加，大會
亦安排了多個專題講座提供升學及職場貼
士，並有學友社專家即場解答疑難。

展場中並設有VR見工體驗遊戲，讓一眾
「職場新鮮人」能嘗試見工面試的滋味。
除了下星期的教育展，廠商會將於7月

6日至7日放榜前夕舉行「第二十六屆香
港國際教育及就業展覽」，當中特設「職
業廣場」展區，提供紀律部隊、不同政府
部門及公私營機構的職業空缺。
廠商會會長吳宏斌指，期望兩個展覽能

為一眾考生及家長提供全方位升學資訊，
並讓他們了解各行業發展前景，協助作出
明智而周詳的生涯規劃。
上述兩個教育展均免費入場，大會亦會

安排為入場人士免費拍攝證件相一次，供
他們製作升學就業履歷之用。市民可透過
官方網站www.hkiee.com.hk了解詳情及作
預先登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
鈺）由香港中文大學、清華大
學、重慶交通大學及重慶大學
合作，在重慶杜家村建設的
「一心橋」，因其竹材研究與
農村可持續發展的理念和成
就，項目近日獲英國皇家特許
測量師學會（RICS）頒發
2019年中國年度大獎的可持
續發展成就項目評委會特別
獎。
「一心橋」負責人邵長專
為中大建築學院博士研究
生。他與清華大學、重慶大
學和重慶交通大學合作，組
成「現代竹木結構研究
組」，就竹材和竹構件的力
學和物理性能、竹材連接和竹構件特
性等進行深入研究和實驗，並將研究
成果實際應用於杜家村「一心橋」的
建造。
他設計出可以廣泛應用的現代竹橋
方案，解決全國大部分貧困農村村民
的過河安全隱患。方便村民出行、改
善民生，成為其博士研究的重要成

果。

中國最大農村現代竹橋
「一心橋」是中大「一專一村」農
村可持續發展支援計劃的其中一個項
目，橋的跨度達21米，寬3米，可使
用橋面寬2米，使用超過700條毛竹建
造而成，是目前全中國跨度最大的農
村現代竹橋。

杜家村「一心橋」因環保、可持續
發展、農村公益和創新技術方面的成
就，獲英國皇家特許測量師學會2019
年中國年度大獎評委會全體成員推選
為可持續發展成就獎項的評委會特別
獎，該項目早前亦獲得2017年世界大
學生橋樑設計大賽一等獎，邵長專更
獲頒首屆世界竹藤大會竹建築特別貢
獻獎。

去年我首次踏足四
川並參與義工服務，
心情既緊張又興奮。
在這次四川的服務
中，我與香港理工大

學師生一行逾四十人進行了為期9天的
服務學習活動。我們分組到四川羅江
的4間小學進行4天的健康衛生教學活
動，我和組員被編派到調元小學提供
服務。
透過課堂講解和活動環節向四川的小
學生教授更多有關衛生及健康的知識，
包括公共衛生、健康飲食、生命表徵、
心理健康、青春期、認識災害及災難預
防準備。
經過幾天的教學活動，我們發現當
地小孩子非常主動和好學，他們會在
課堂上踴躍回應提問，亦會積極參與
各種活動。與香港的小孩子相比，他
們不會苛求獎勵和物質，懂得知足。

把握短短4天 與孩子交流
在短短4天的服務中，我們在課餘時
也會把握機會與孩子交流，充當他們
的傾訴對象，為他們解答各種問題，
彼此間建立了亦師亦友的情誼。
臨別時，有學生表現得非常不捨，
甚至傷心落淚，請求我們不要離開。
由於四川的農村小學有近三成學生屬
於留守兒童，年幼的心靈長年缺乏父
母的關懷和愛護，他們對我們的依賴
反映了小孩子對關愛的渴求。在城鎮
化進程仍未能打破城鄉「二元體制」
的今天，如何加強學童的心理健康，

值得我們關注和反思。
此外，我們還到訪了北川大地震遺
址及重建區、大熊貓繁育研究基地和
三星堆博物館。11年前，四川省汶川
縣發生的一場大地震，奪去了無數四
川人民的寶貴生命，今次親身走進當
時受災最嚴重的北川縣城地震遺址，
一幕幕讓人膽戰心驚的遺蹟，令我們
深感沉痛和震撼。「天災無情，人間
有愛」在各方的支援下，四川省群眾
在災後奮力重建家園，在重建區我們
可以感受到四川民眾強大的生命力。
位於成都的大熊貓繁育研究基地是

我國國寶大熊貓等珍稀瀕危野生動物
的保護研究機構，在成年熊貓館內住
了胖乎乎、憨厚可掬的大熊貓。牠們
惹人喜愛，令我們紛紛將鏡頭對準牠
們猛拍。

訪博物館 驚歎古人智慧
三星堆博物館位於三星堆遺址東北

角，館內展出的古蜀文物如大型青銅
頭像、青銅面具、金杖等，展示了公
元前曾經出現於古蜀地區的燦爛文
明，令人驚歎古人的超凡工藝和智
慧。
四川之行最後圓滿結束，感謝理工

大學護理學院及中國內地事務處悉心
籌辦是次服務學習活動，讓我們獲得
一次難能可貴的經驗。「讀萬卷書不
如行萬里路」，此行除了讓我們體驗
四川獨具特色的地方及飲食文化外，
在義工服務中，我們不但能教授四川
當地的小學生正確的衛生和健康知
識，還能在過程中發揮自己的所長，
也認識到自己的不足。
展望將來，我將更積極參與更多的

義工服務，希望幫助社會上更多有需
要的人，豐富自己的人生！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香港理工大學物理治療學(榮譽)

理學士學生 張詠芝

理大師生赴川 做義工授健教

「我終於當上空姐
了！」阿雯既興奮又
激動的告訴筆者這個
好消息。這一通電
話，讓我回想一年多

前，筆者首次見阿雯的畫面。
阿雯成長於單親家庭，由於家庭經濟環境不

好，求學階段從沒有出國的機會。她自小便渴
望成為空中服務員，希望藉着工作能夠看到更
遼闊的世界。中六畢業後，她便申請工作假期
計劃到英國，這段經歷讓她更確信空中服務員
就是她夢寐以求的職業。
完成工作假期後阿雯回港，一直未能找到工

作，遂向筆者尋求就業輔導。她對成為空中服
務員一事十分執着，表示除此之外，決不會嘗
試其他工種。
筆者很欣賞她有清晰工作目標及方向，但追

求夢想的路並不易走──她的英文能力，讓她
在多次航空公司的面試中鎩羽而歸。
求職時間日增，阿雯的壓力便愈來愈大。她

每晚失眠，輾轉反側，醒來什麼都不想做，常
對着電腦發呆。每次與筆者見面，她總是悶悶
不樂，表示自己一直以來自卑感也很重，總被
標籤為「單親家庭成長的孩子」和「讀書成績
差的壞學生」，常自覺比不上他人，生活總是
渾渾噩噩的。「唯獨成為空中服務員，才能讓
我感受到生活的意義。」
筆者當然明白阿雯對夢想的執着，日常接觸

的年輕人當中，不少人都對工作寄予厚望，除
滿足生活所需外，更希望能從中實踐夢想。不
過很多時候他們想要的，未必是真實世界即時
可以給予的。若對未來只有一個藍圖，那現實

與夢想的落差往往讓他們感到不知所措，甚或
停滯不前。

檢視面試失敗原因
阿雯的堅持讓她迷失了好一陣子，經筆者輔

導，她明白到求職要好好裝備自己，過往自己
只顧不斷面試，失敗了便自怨自艾，卻沒有好
好檢視失敗的原因。她開始看到自己的不足，
亦明白邁向目標的道路並不一定是直而平坦。
她決定暫時擱置空中服務員的夢想，先從地

勤工作開始。很快她便獲聘，工作同時，她積
極報讀航空、英語基礎、日語及急救等課程，
裝備自己，繼續朝空中服務員的路進發。

好東西需時間 求職留彈性
一年多以後，「我終於當上空姐了！」，筆

者由此更確信只要懷着「好東西需要時間」的
信念，在求職時允許自己有更多的彈性，好好
裝備自己，夢想終有一天會達到。
如果各位年輕人希望對工作世界及對自我

有多些認識，可參與女青生涯規劃服務隊
（香港島及離島）的工作體驗及實習計劃，
詳情將上載於 facebook（https://www.face-
book.com/hkywcaclap），歡迎大家報名參
加。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賽馬會「鼓掌．創你程計劃」香港基督教

女青年會生涯規劃服務隊（香港島及離島）

苦練英語一載
地勤成功「飛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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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一心橋」奪RICS特別獎

科大海洋科學系署理主任錢培元表示，
設立海洋科學與技術本科學士課程不

但配合大學發展，更是配合香港以及國家所
需。他解釋，國家現時對海洋科學人才需求
殷切，引述有內地大學調查指，估計國家現
時有近22萬個相關職位空缺，當中尤以高
質素研究人員最為稀缺，為此必須培育本地
人才應付所需。
另一方面，他表示海洋是全球氣候變化的
關鍵，惟人類至今對其所知甚微。
香港作為沿海城市，先天已坐擁不少海洋
環境優勢，了解海洋亦有助改善本港環境。

畢業可從事海洋保育工作

為此該校推出香港首個海洋科技相關課
程，科大海洋科學系副教授兼本科生課程
主任劉振鈞強調，課程重視跨學科與實
踐，學生除修讀海洋科學知識外，亦會學
習海洋動力模型、污染源追蹤等不同先進
技術，課程亦會鼓勵學生發揮創意，如設
計工具應付海洋問題。
科大亦有跟內地和日本大學合作，學生

可到當地從事交流及實習工作。
出路方面，劉振鈞表示畢業生可從事海

洋保育、研究或教育工作，尤其本港近年
公佈包括填海等多項基建工程，均與海洋
環境及保育息息相關，而這亦說明需要相
關領域人才，為海洋環境可持續發展出謀

獻策。

涵蓋多領域 數理化生物
課程將在本年9月推出，預計每年提供不多
於40個學額。劉振鈞提醒有意修讀此課程學
生，須先成功報讀科大理學院，並在第二年向

學院申請將海洋科技列為主修科目。他並強調
課程涵蓋數學、物理、化學和生物知識，學生
需要「周身刀張張利」，一般擇優而錄，但
亦會為個別有志學生提供面試機會。
另一方面，科大理學院及工學院最近宣佈

推出新收生安排，有意報讀上述學院，並將

其放於大學聯招（JUPAS）首三志願
（BAND A）的學生，如在文憑試 3 科
STEM類別選修科目（包括數學延伸單元
M1/M2）考獲共3粒星或以上，即使他們
於4個核心科未達「3322」基本要求，科大
亦將予以特別考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國家近年積極提倡建設海洋強國，早前公

佈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亦明確指出大力發展海洋經濟，相關

領域人才需求殷切。香港科技大學海洋科學系宣佈今年將推出香港首個海

洋科學與技術理學士課程，培育具有實際經驗的海洋環境研究、保育和管

理人才。負責人分享課程科技與創新並重，要求學生數學、物理、化學及

生物「周身刀張張利」，首年收生約40人，學生首年需入讀理學院，次年

經甄選以此為主修。

■■廠商會及多個參展機構代表昨日於新聞發佈會介紹教育展詳情廠商會及多個參展機構代表昨日於新聞發佈會介紹教育展詳情。。 廠商會圖片廠商會圖片

■重慶杜家村「一心橋」。 中大供圖

■香港理工大學及四川調元小學師生合照。 理大供圖

■圖為科大學生之前參與的香港珊瑚普查，其間檢測不同
的海洋生物，海洋科學系的同學未來亦有機會參與。

科大供圖
■錢培元（右二）強調國家對海洋科學人才需求殷切，為此科大推出海洋科
學與技術本科課程，培育本地人才應付所需。 香港文匯報記者姜嘉軒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