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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及求職前準
備，我們通常會
以學歷、能力及
技能層面作考

慮，看個人條件是否能符合工作需
要。
在資訊發達年代，網絡訊息氾

濫，筆者有時覺得，資訊太唾手可
得實非好事。年輕人要了解各行各
業情況甚至某些公司的內部資訊，
只需在網絡搜尋器上輸入關鍵字，
就會出現不同的討論區，甚至「秘
密」頁（Secret page）供你閱覽。
這無疑是一個了解行情的方法，但
欠缺判斷能力的年輕人往往在配對
能力時衍生偏差的工作價值及期
望，甚至造成各種「職場誤會」。

被負面新聞嚇窒怕入行
像青年人阿文，高中畢業熱愛網

絡資訊，經常與筆者分享網上最新
「潮文」趣事。因為他為人細心，
對社會服務有興趣也對個人護理及
復康人士不抗拒，且認為社福機構
的工作制度及福利較完善，所以決
定嘗試應徵復康院舍的照顧員工
作。
準備面試時，阿文突向筆者表

示，從網上論壇得到資訊，得知照
顧員工作困身，而且人事問題複
雜。「有人說舍友情緒反覆，工作
十分高危，我還是想再考慮一
下……」面對阿文的狀況，筆者需
要協助他釐清一些資訊謬誤，以調
整其工作期望。為建立互信輔導關
係，筆者並沒有立即否定阿文從網
絡獲得的資訊，而是協助他探討內
容的全面性及可信度，讓他學習如
何去理解、分析及篩選網絡資訊。
筆者與阿文討論上述的論壇「資

訊」是否社福界獨有現象，其他行
業與公司是否就保證不會出現人事

問題？這些人的「分享」，是中肯
意見還是帶偏見的情緒宣洩？讓他
明白網上資訊並非全數正確。
後來，筆者邀請阿文參加一些就

業資訊講座，與參加者交流意見，
了解更多職場文化。再透過安排義
工服務，讓阿文親身接觸復康人
士，以第一身角度去了解復康服務
對象及體驗行業實況。阿文最終消
除了一些沒有根據的擔心，決定踏
出一步，應徵復康院舍的工作，順
利入職且在職場上有不俗發揮。

網上愛標籤 易以偏概全
網上的錯誤就業資訊，容易讓年

輕人以偏概全，特別是一些惡意批
評更會令年輕人對個別行業留下壞
印象而不選擇入行。近年網上輿論
又愛為僱主標籤，指他們認為90
後、00後僱員工作能力及態度欠
佳，更讓不少青年人未步入職場已
對其抱有敵意，至於其他「扮工」
資訊，更將很多不負責任的工作行
為合理化，年輕人如照單全收，工
作態度自然有所偏差。
是故，年輕人除了好好預備職場

知識和技能外，宜建立一套合理的
工作期望。面對良莠不齊的網上求
職資訊，要學會過濾與接收，以健
康的心態迎接職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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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b （https://www.facebook.
com/hkywcaclap），歡迎大家報名
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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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題與小題
為編輯所加）

網上資訊要過濾
健康心態迎職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極端天氣對全球
各地社會帶來重大影響，而超大暴雨及山泥傾瀉
更可威脅大量市民生命安全。科技大學領導的跨
學科團隊早前獲教資會超過9,000萬元經費，以
研發一個全面預警系統及早應對極端天氣及山泥
傾瀉。團隊以人工智能及機器學習技術，分析遙
感衛星及斜坡安全數據，有機會將豪雨預報期由
3小時提前至6小時前，為公眾及應變單位提供
更充裕的時間以應對潛在的災害。
除科大外，中大、理大、港大、土力工程處和

天文台各領域專家亦有參與是次研究項目，讓學
術界、業界及決策者創造協同效應，應對天氣及
山泥傾瀉威脅。團隊將與天文台合作製作嶄新的

實時天氣預報系統，希望將豪雨降雨預測時間提
前一倍至6小時前，並更準確預測其位置和強
度。
另外，團隊亦會分析斜坡倒塌機制、研發全新

的多源立體山泥傾瀉監測系統、設計多層柔韌泥
石流屏障，以及成立斜坡安全中心提升公眾防災
意識，防止山泥傾瀉及減低其對社會的影響。
研究成果不單可應用於香港，亦為巴西、意大

利、日本等面對山泥傾瀉威脅國家提供借鑑。
統籌項目的科大協理副校長（研究及發展）吳

宏偉期望，透過優化災難性天氣的預警系統，可
幫助決策者、政府當局及救援人員有更充足的時
間作好準備，從而提高社區的復原力。

科大研AI測極端天氣 豪雨6句鐘前預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柴婧）15年前母親遺
失了嫁妝，年幼的女兒體會到母親的失落，一
直悄悄記在心間。15年後長大成人的女兒、浸
大視覺藝術應屆畢業生鍾汶珊，要在大學畢業
的人生重要時刻，親手為母親重製嫁妝，期盼
彌補母親的遺憾。製作過程中汶珊走進母親內
心，兩人逐漸變成共同創作者；其間，婆婆辭
世令鍾媽媽面臨喪母傷痛，也通過「新嫁妝」
和女兒的愛，得到了最溫暖的安慰。
鍾汶珊製作 5件由母親的嫁妝盒裝載的
「新嫁妝」，現正於浸大視覺藝術院第十二
屆本科畢業展展出，背後有段感恩又堅強的
故事。汶珊一直記得，15年前母親遺失嫁
妝，當中寄託親人朋友的重要祝福，身為女
兒深深感受到母親的遺憾，即使後來父母離
異，她亦認為應盡力彌補，於是打算在畢業
時親手為母親重製一份與當年一模一樣的嫁
妝。
然而開工不久，汶珊就發現困難重重，遂透
過和母親聊天了解更多有關嫁妝及昔日的故
事。不過，鍾媽媽覺得往事已過去，反而更希
望藉此機會開展新歷程，於是決定母女倆攜手
重新設計嫁妝，由毫無設計功底的母親起圖，
汶珊炫彩修飾，用銀、珍珠和母親現成的首飾
元素和嫁妝盒，花約半年時間完成了耳環、扣

針、戒指等5件「新嫁妝」，取名「十五年
後」。

承載對家庭祝福與期盼
「媽咪很喜歡，已經想着要在展覽結束後佩

戴上這些嫁妝。」汶珊笑着說：「這個作品更
多承載了她對家庭的期盼，希望家庭可以一代
一代有生命力地延續下去、團結、溫暖、歡
樂。」
汶珊亦感覺，這個作品或許不應單單定義為

「嫁妝」，因它是一段歷程，一份無法被奪走
的祝福。
以「嫁妝」作橋樑，母女倆彼此都獲得了祝
福和安慰。事實上，家庭破裂曾令汶珊對婚姻
和家庭缺乏安全感，惟此次創作過程，讓她見
到比印象中更堅強、樂觀、正面、惜福的母
親，「見到她經歷了這麼多，仍然對未來有盼
望、充滿信心時，對我就是一劑強心針。」
現在汶珊期待自己將來的家庭溫暖、團結、
充滿歡聲笑語和生命力。

重製昔遺失嫁妝 浸大女生補母憾

昨日舉行的「未來之星 2019暑期交
流團、實習團總啟動禮」，邀得

姜亞兵，陳積志，中聯辦宣傳文體部副
部長羅江，中聯辦教科部副巡視員張總
明，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島各界社
會服務基金會創會主席蔡毅，全國政協
委員、未來之星基金會董事黃英豪，中
道集團董事長、未來之星同學會榮譽主
席莊紫祥等主禮。
部分企業、社團、學校負責人亦有到

場，為即將啟程的同學們加油鼓勁。
今年暑假，未來之星共有9個交流及
實習團，前赴北京、上海、成都、杭
州、天津、深圳等內地城市，以及中東

歐的捷克、波蘭與羅馬尼亞開展活動，
帶領同學認知祖國，以及與「一帶一
路」沿線國家「民心相通」的涵義。其
中中東歐交流團日前已順利返港，昨日
啟動禮上大會並向即將出發的另外8團
的學生代表授予旗幟，寓意正式啟
航。

姜亞兵勉發揚五四精神
姜亞兵在致辭中表示，未來之星同學

會成立14年來，已先後帶領6,000餘名
香港青少年參加國情認知活動，幫助他
們拓展視野、提升自我發展的能力。他
指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70年來，

國家實現了由「站起來」到「富起來」
再到「強起來」的騰飛，當中便凝聚了
幾代香港人的拚搏與汗水。他希望學生
能於五四運動一百周年之際，通過未來
之星活動繼承發揚五四精神，擔起時代
使命，「在擔當中歷練，在逐夢中成
長」。
姜亞兵並引述國家主席習近平重要

論述，「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終將在廣
大青年的接力奮鬥中變為現實」，期望
同學通過參與未來之星的活動，能更深
入地了解祖國國情和全球化發展大勢，
把國家所需、香港所長和個人抱負結合
起來，未來能建設香港並服務國家。

陳積志致辭時表示，未來之星活動一
向深受同學歡迎，有助同學累積寶貴經
驗，期望參與同學「嘗試新事物、學習
新知識、認識新朋友」，把握機會了解
國家發展和生活面貌。

陳積志冀培養身份認同
他續指，青年發展是特區政府重點工

作，致力培養青年人擁有積極人生觀，
成為對社會有承擔，有國家觀念、香港
情懷、國際視野的新一代，因此積極鼓
勵他們出去「走一走」，特別是到內地
交流實習，加深認識國家，促進香港與
內地青年交流，培養身份認同。

為進一步幫助香

港青少年「走出

去」拓闊視野，香

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及未來之星同學會今年暑

假共舉辦9個交流團和實習團，帶領近400名

香港大專及中學生到內地多個城市以及「一帶

一路」沿線國家探索體驗。活動昨日舉行總啟

動禮，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董事、未來之星

同學會主席姜亞兵期望學生能更深入地了解國

情和全球化發展大勢，裝備自己成為建設香

港、服務國家的未來之星。特區政府民政事務

局副局長陳積志勉勵參加同學把握實習及交流

良機，了解國家最新發展及箇中機遇。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姜嘉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今年暑
假未來之星共設8個內地交流團及實習
團，其中天津交流團及成都實習計劃均是
本年首辦，而深圳實習計劃則首次增至6
星期。有將於深圳實習的英文系學生，將
擔任內地集團董事長助理，讓課堂所學的
商務英語學以致用；另有參與成都實習的
商科學生獲派到農業科技公司實習，一嘗
網上營銷工作，期望從中了解內地網購運
作模式，探索工作發展機遇。
將在本周日起行前往深圳實習的中大英

文系學生王茵怡，將赴中道集團擔任董事
長助理一職。她指該集團為銀聯合作夥
伴，相信能接觸金融科技發展，同時亦可
發揮其英文系所長，期望能藉實習涉獵更
多不同範疇，在行政工作方面取經學習，
及了解內地職場文化，啟發未來就業方
向。

獲派農科公司 冀識網上營銷
科大工商管理學生張栲蓓，則將往成都

實習約一個月，於農業科技公司工作，
「其實它提供『一條龍』服務，由種菜、
品質把關到網上平台發售都一應俱全，我
就會更多參與營銷方面的工作，推銷網上
平台為主。」
她笑言，自己有用淘寶習慣，深深感受
到互聯網所能帶來的便利，預計未來會有
更多行業朝這方向發展。她認為內地網購
平台發展相對成熟，接觸人群多，支付方
式更五花八門，相信會是一次難得體驗。
理大社會政策及行政學生蔡納威，則會
到成都進行8天交流，除了參觀當地大熊
貓基地外，他指考察都江堰水利工程亦十

分吸引，「因為這在香港是沒有機會見到的，都希
望透過這次行程，了解這項大型水利工程的結構，
以及其周邊環境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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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送給母親「十五年後」的「新嫁妝」外，汶
珊還寫給母親一封信表達祝福。 受訪者供圖

■汶珊筆下的
母親和「新嫁
妝」。
受訪者供圖

■汶珊作品
「 十 五 年
後」。
受訪者供圖

▲「未來之星
2019暑期交流
團、實習團總
啟動禮」昨日
隆重舉行。

香港文匯報
記者曾慶威 攝

■姜亞兵致辭。
香港文匯報

記者曾慶威 攝

■陳積志致辭。
香港文匯報

記者曾慶威 攝

■吳宏偉（前排右）與其他團隊成員。
科大供圖

■左起：王茵怡、蔡納威、張栲蓓。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大會向即將
出發的另外 8
團的學生代表
授予旗幟。

香港文匯報
記者曾慶威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