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局局長嘆當年升大選科「唔識揀」
楊潤雄：若有生涯規劃 可早一點作出抉擇

北上遊學期勉

又是一個豔陽高照的酷熱天！是午，草草結束手
頭活兒，匆匆趕往九龍塘美麗的喇沙書院，應邀參
加該校和瑪利諾修院學校、德望學校、嘉諾撒培德
書院等4所香港名校聯袂舉辦的2019北京之旅──
高校參訪團啓動禮。

喇沙書院偕同姊妹學校於暑假組織師生赴內地參訪
行之有年，已成為備受諸校師生和家長充分肯定、口
口相傳的品牌遊學活動。去年盛夏，我們協助他們第
一次舉辦參訪北京名校活動，先後到北京大學、清華
大學和中國人民大學參訪，請3所大學的老師講解對
港招生政策，其間還參觀了中科院電腦所和自動化
所，了解國家最新科技發展狀況。同學們對這次遊學
活動反響特別好，今年再辦的消息傳出後，報名非常
積極踴躍，參加學校由去年的3所增至4所，參加人
數由去年的40多人增至80多人，充分說明這樣的遊

學參訪活動很有意義，非常受歡迎。
北京是我們國家的首都，也是

一座著名

的歷史文化名城。我1983年自廈門大學畢業後就北
上京華，在那裡工作生活了30多年，可以說已經是
地地道道的北京人了，非常歡迎香港的同學去北京
走一走、看一看。此次遊學安排，除了參訪知名大
學和科研機構外，還將安排參觀故宮博物院、國家
博物館、頤和園、長城、十三陵、奧運場館鳥巢水
立方等等，很多是世界級文化遺產，是我們中華民
族的文化瑰寶，相信定會有所收穫和啓示。特別是
今年恰逢新中國成立70周年，五四青年運動100周
年，北京是首都，是五四運動誕生地，香港青年上
京遊學參訪別具意義。行前，我想引用古人三句
詩，與同學們分享和共勉，為香港青年加油鼓勁。

明代陳繼儒詩曰：「不以世事分讀書，當以讀書
通世事。」讀書不應受世事一時紛擾而分心虛浮，
而要練就撥雲見日功夫，在紛繁複雜的表象背後，
看大勢、謀大局，用更具層次、更具深度、更加豐
富的視野體悟世事人情。同學們此次去北京遊學，
離開個人小天地，走向社會大舞台，既能明白香港
眼前短時的「形」，更能看到國家長遠發展的
「勢」，用青年人的躍動思維和獨特視角融會貫
通，深思細悟，在國家發展大視野、民族復興大趨
勢中，為香港發展和個人成長找尋方向、汲取力
量，真正做到學以致用，知行合一。

宋代陸游詩曰：「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
躬行。」書本知識是前人累積的經驗與精華，我們
要孜孜不倦地學習，但事物又在無時無刻地發生變
化，僅從書本上獲取知識畢竟不夠完善，或者感受
不深刻。要真正認識事物或事理的本質，深刻理解
其中道理，還必須親身去感受去體驗。大家都知道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道理，我們這次去北京
遊學參訪，既是「行萬里路」的學習，也是親身感
受和體驗的「躬行」實踐。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0周
年，70年來，我們國家從積貧積弱逐步走向繁榮富
強，社會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大家平時生
活在香港，對內地的了解可能主要通過媒體，究竟
真實的內地是怎麽樣的，是否和媒體報道的一樣，
需要我們通過詩中所說的「躬行」去了解、去認
識、去體會，才能真正做到「絕知此事」。

唐代李白詩曰：「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
滄海。」我們努力求學，是希望自己能夠學到更多
有用的知識，增長更多的才幹，以便將來踏上社會
工作後，一方面能有所作為，貢獻社會，另一方面
也能實現自我價值，創造美好生活。我當年在校讀
書時也是這麽想的。我們的成長，得益於國家改革
開放所提供的大機遇、大形勢，同時也依靠我們自
身的艱辛努力，造就了我們一代人。一代人有一代

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擔當。各位同學風華
正茂，將來的機遇肯定要比我們當年好得多。香港
既有「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又有日益強大的祖
國作堅強後盾，在國家未來發展大局中，在「一帶
一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一定會繼續扮演重
要而又特殊的角色。遊歷資學問，實踐出真知，青
年學生是香港未來的主人，只要大家努力學習，裝
備自己，抓住時代機遇，涵養家國情懷，共享發展
榮光，將來就一定會有「長風破浪」「直濟
滄海」的大好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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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務部 楊流昌

市建局在中上環
士丹頓街/永利街
（H19）的項目，
自2003年開展以
來曾經歷不同轉

變。市建局行政總監韋志成昨日發
表網誌指出，根據早前進行的「社
區營造研究」初步提案，冀將H19
項目活化，引領市民認識到市區發
展和更新並非拆樓重建或「圈地拓
土」，而是包含人情、社區、地
緣、文化、景物等相輔相成的「有
機發展」，成就一個新舊共存、長
幼共融、人地共濟的小社區。

韋志成表示，去年政府公佈的
《施政綱領》中，提及H19項目的
新措施，市建局將在重建以外的市
區更新模式，探索可促進此地區的
活化方案。他十分認同，重建並非
拆卸樓宇和遷走居民；市區更新的
「重建」，意義是「重新建立」
（Re-build )，把社區重新建立，
拓闊社區網絡、締造融和的社區生
活，讓社區持續發展。

韋志成：尋共融社區持續發展
因此他認為，居民之間和居民與

社區的活動和環境之間，當能逐漸

建立緊密的連繫時，便是「社區營
造」的體現。而「社區營造」基本
上是社區、居民自發的行動，惟若
只靠社區的自發力量處理不同訴求
或需要，尤其涉及公共環境和空間
的運用等議題時，就需透過適當的
「外力」協助，如民間組織、公營
機構或政府部門，從中協調、平衡
不同需求，以發揮居民彼此之間的
凝聚及社區的營造力。
為此，他指出，去年市建局委託

顧問進行「社區營造研究」，主動
連繫社區內不同持份者，透過不同
形式的參與和交流集思廣益，尋求

一個可建立和諧、共融社區的可持
續發展方案。
他透露，有關研究的初步提案，

以連結社區、攜手共進為主軸，旨
在以新思維連結現有社區特色和人
文景觀，並尊重在地知識，與地區
居民和組織協商，建立一個共同發
展社區資源的平台。
該局務求將「社區營造」概念融

入整體「社區更新」方案之中，為
區內居民和團體發展「多元」及
「共融」的空間和社區項目， 引
領市民認識和重新思考，市區發展
和更新並非拆樓重建，而是包含人
情、社區、等的發展，望能成就一
個新舊共存的小社區。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高俊威）香港建
造業近年面對人手老
化及技術人員短缺等
問題，發展局局長黃
偉綸表明，特區政府
會加強建造業人才培
訓，提升從業員的技
術，帶頭推動創新科
技應用，並持續推展
各項惠及民生的工務工程，期望年輕從業員能快速地掌握新
技術，為建造業帶來新氣象。

人手老化短缺 新血學新科技
黃偉綸昨日發表網誌，從他在上周一魯班先師誕主持「青

年魯班選舉」頒獎典禮談起。他表示，很高興見證一班年輕
的建造業從業員，憑着傑出的工藝和事業成就，得到業界認
同，獲得各個獎項。
他指出，本地建造業近年面對人手老化、技術工人短缺的

問題。政府一方面加強建造業人才培訓，提升從業員的技術
水平；另一方面一直帶頭推動創新科技應用，例如在公營項
目試行MiC（「組裝合成」建築法）等，希望各位「青年魯
班」能把握時代進步和科技發展的趨勢，積極掌握和應用創
新科技。
他認為，香港未來對建造服務的需求非常殷切，故年輕人

無論得獎與否，只要在行業內不斷充實自己，努力向上，前
途實無可限量，今年獲得「優秀青年魯班大獎」的郭捷進便
是其中一個很好的例子。

工程助理做起 進修晉升經理
他介紹說，郭捷進中五畢業後修讀高級文憑（結構工
程），入行後一直持續進修，同時累積寶貴的工作經驗，入

行15年，由工程助理做起，現已晉升為工程經理。近年郭積極參與業
界的義工服務，如為建造業議會當事業導師，希望做到薪火相傳，協
助新入行的年輕人認清事業發展的方向和目標，增強他們的信心。
他又提到今年只有19歲、獲得「建築工藝獎」的陳泓達。陳於17
歲中學畢業後，報讀香港建造學院的油漆粉飾班。工作上的滿足感，
師傅的用心教導，工作氣氛良好，是其留在業內繼續發展的動力。陳
亦有意進修室內設計和藝術油漆，希望在業內更上一層樓。
黃偉綸相信，各位「青年魯班」定能承傳先師的精神和建造智慧，

政府亦會持續推展各項惠及民生的工務工程，期望各年輕從業員能快
速地掌握建造業的新技術，不斷努力，為建造業帶來新氣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環
保協進會鳳園蝴蝶保育區昨日舉辦
「第十五屆香港觀蝶大賽2019」活
動典禮，會上公佈日前鳳園首次記
錄到一種非常罕見的蝴蝶品種──
「麝鳳蝶」，是為本港蝴蝶保育工
作一大喜訊。
昨日鳳園蝴蝶保育區舉行「第十
五屆香港觀蝶大賽2019」暨「第十
四屆香港觀蝶大賽2018」頒獎禮，
同時公佈有職員於今年5月23日在
鳳園文化及教育中心發現一隻未曾
於鳳園記錄過的蝴蝶品種──麝鳳
蝶（Byasa alcinous)。麝鳳蝶屬於
溫帶蝴蝶品種，在本港分佈範圍主
要為香港島海拔較高的林區，飛行
緩慢，漁農自然護理署將其評為非
常罕見的蝴蝶品種。
鳳園蝴蝶保育區顧問委員潘瑞輝

表示，麝鳳蝶幼蟲取
食馬兜鈴科植物長葉
馬兜鈴及柔毛馬兜
鈴，兩種植物均為本
港原生植物，生境主
要在香港島的山坡樹
林及灌叢中，而長葉
馬兜鈴更被載入《香
港稀有及珍貴植物》
內。
麝鳳蝶從前於香港已經是十分少

見，曾一度在香港長時間失去蹤
影，最近只曾於去年香港島的聶高
信山有過一次記錄，是本港最為罕
見的鳳蝶科蝴蝶之一。
環保協進會總幹事邱榮光指，是
次在鳳園首次發現非常罕見的麝鳳
蝶，令現時保育區記錄過的蝴蝶品
種增至217種，佔全港蝴蝶品種數

目近九成。
麝鳳蝶以往在本港極少被記錄，麝
鳳蝶的寄主植物亦屬罕見，牠們的棲
息地應該受到更多的保護。協會將持
續進行蝴蝶生態監察，並會於鳳園保
育區內種植其兩種寄主植物，希望於
未來再次於鳳園記錄到麝鳳蝶。
協會還與香港中文大學生命科學

學院胡秀英植物標本館合作出版

《鳳園生態系列─風水林植物》，
普及風水林植物的認知及保育。
今年觀蝶大賽參賽人數約120

人，大賽主題是「賞生態．保生
境」，冀市民透過比賽認識生物多
樣性及培養觀賞生態興趣，以喚醒
大家對生態保育的關注。大賽籌得
的款項，將全數撥作鳳園蝴蝶保育
區自然保育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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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區更新非拆樓 人地共濟更緊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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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潤雄接受今日出版的賽馬會最新一期
《駿步人生》訪問，娓娓道來他的成

長故事。

成績佳口多多 老師又愛又恨

在可以體罰的年代，他憶述
自己小學時常因為「口多
多」，小息要排隊接受訓導主
任訓示和打手板，也曾因為毛
筆字寫得不好而被罰抄。不過
同時成績標青，亦讓老師對他
又愛又恨，「我很小的時候，
已很自覺要努力讀書，現在回
想起來，自己並非『叻』過其
他同學，而是我花了很多時間
讀書。」
近年教育局大力推動生涯規

劃，楊潤雄作為過來人，覺得
這對年輕人而言非常重要。中

學考進九龍華仁書院，公開試成績不俗的
他坦言，當初父母曾期望自己能讀醫，但
其實他志不在此，「我大學選科時有很多
選擇，但不懂得選擇，於是選了社會科
學。既然不知道自己想做什麼工作，不如

選一條寬一點的路。」
由於楊潤雄曾受會計訓練，自言邏輯性
較強的他，大學畢業後投身會計工作，後
來又到了澳洲一所中型工廠做會計，「負
責公司整盤數，兼做行政工作；幾年下
來，覺得可做的基本已經做完了。」

幾年後繞個圈 終當上政務官
留澳數年，他覺得在當地有文化差異，

發展空間亦有限，那時剛好遇到港府在澳
洲招聘政務官，他抱着嘗試心態，最終成
功獲聘。他坦言，那是他第二次投考政務
官，在大學畢業那年他其實已經報考了一
次，但那次筆試後「連面試的機會都沒
有」，幾年過去繞了一圈，他指投考時的
心態也比以前輕鬆，表現揮灑自如，終於
開展政務生涯。
政務主任需要按時調職，曾在不同崗位

任職的他直言，最愛擔任民政專員做地區

工作，因為可以直接與市民對話，回應他
們的需求，而那時剛好是「沙士」期間，
「搞地區清潔工作，見證一條街由污糟到
乾淨，見到的，是好實際的改變。」到成
為問責官員，再由副局長晉升為局長，楊
潤雄認為，機會來了就該努力把握，接受
挑戰；迅速調整心態後，心情與眼前的道
路也覺寬了不少。
楊潤雄又說：「以前的社會比較簡單，

讀書後到社會工作，發展有如直線般直
接；現在，社會轉得很快，年輕人必須有
樂意接受挑戰和虛心學習的心態，方可在
人生的道路上繼續前行。」
他坦言，現時世界資訊雖多，但年輕人
需要面對的不穩定因素更多，競爭更大。
但他認為，年輕人要認清自己的興趣、長
處，盡早作出生涯規劃，「然而這不是決
定未來幾十年要怎麼走，而是在過程中提
醒自己，自己有很多不同的選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詹漢基）教

育局積極推動生涯規劃，局長楊潤

雄的升學及就業，又走過怎樣生涯

歷程？原來他小學時成績雖佳但不

時因「多嘴」而被罰打手板，到大

學選科父母曾期望他讀醫，但他卻

選了社會科學，只因當時未知個人

方向，所以「揀一條闊一點的

路」。畢業後楊潤雄分別在香港及

澳洲擔任專業會計，先後兩次投考

政務官才能成功，開展從政生涯，

他認為如果生涯規劃套在自己身

上，能更早知道想做什麼，早一點

作出抉擇。

■■小童享受觀蝶樂趣小童享受觀蝶樂趣。。
鳳園蝴蝶保育區供圖鳳園蝴蝶保育區供圖

■■麝鳳蝶麝鳳蝶
鳳園蝴蝶保育區供圖鳳園蝴蝶保育區供圖

■楊潤雄接受訪問時娓娓道來自己的經歷。 馬會供圖

■「青年魯班選舉」頒獎典禮，表揚
建造業年輕從業員。 網誌圖片

■「四海一家」香港學子在北京天壇公園拍照留
念。 香港文匯報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