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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小食部全日僅做 4 蚊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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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學年疫境勁蝕 300 萬元 董事嘆「捱得一日得一日」

學校小食部
主要提供售賣
零食、飲料等
服務，但原來
亦可擔當教育
學生的角色。
焯蕙食品董事梁焯洪表示，雖然
小學的小食部幾乎年年虧蝕，但
依然希望小食部能夠經營下去，
只因想為學生提供一個學習溝通
的機會；他亦曾免費資助清貧女
生吃數年午餐，卻不問絲毫回
報……
梁焯洪坦言，小學小食部其
實「無利可圖」，「我們有 3 間
小食部設在小學內，其實有兩所
一直都在虧錢。」有老師曾向他
反映，讓學生向收銀阿姨說要買
什麼、學會找贖，其實也是一個
學習溝通、生活的機會。他笑
言，「有小學生付了錢就跑走
了，阿姨其實還沒找錢呢！」
梁焯洪曾擔任中學教師一段
長時間，比起能否賺錢，他更在
意學生的成長，「以前我們的三
文治一份 4 元，有校長說他們的
學生主要是南亞裔學生，家境較
貧困，所以採納校長的建議，讓
三文治以半份為單位，減輕貧困
家庭的經濟負擔。」
梁焯洪憶述，有個中學女生
因經濟問題無法負擔午餐費，幾
年來便一直資助她吃午飯。他笑
說：「她每年都給我們寫一封感
謝信。到她大學畢業後回到母校
當老師，我還不知道那個是誰
呢！」他坦言，做學校生意未必
能賺到很多錢，但這個行業仍有
其意義，「所以都沒想過要放
棄。」
■香港文匯報記者 詹漢基

$

▲ 梁焯洪（左）及蕭太
（右）均希望疫情盡快消
退，校園恢復本來面貌。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疫情下被迫停課，近千所中小學校內 收入的關鍵時期，但 2019/20 學年先後受到 說，「復課半天還慘過停課！」由於疫情
小食部亦要「拉閘」休息，店舖營運以
至數以千計員工的生計大受影響。有食





品公司旗下多校小食部，上學年計已虧
蝕 300 萬元，即使今天起中小學生分階

段回校但卻只得半天課，業務仍難有起色，以早前短暫復課期計，有小學
小食部全日營業額只得 4 元。公司董事直言至今仍未見到曙光，只能「捱
得一日得一日」，望疫情早日完結，校園生活回復正常。
■香港文匯報記者 詹漢基

下課鐘聲響起，學校小食部前又排起了
長龍，三五成群的同學們，帶着嬉笑

聲掏出零錢購買魚蛋、三文治、零食等。
不過，此番無憂的光景，自今年初新冠疫
情來襲後，過去大半年已未有再於校園出
現。
學校停課連帶校園小食部亦無法營業。
有約 20 年歷史、主要業務是於近 50 所中小
學營運小食部售賣零食飲料的焯蕙食品，

現有員工約 100 人至 150 人。該公司董事梁
焯洪形容，疫情令他們「苦不堪言」，
「上個學年真正有利潤只有去年 9 月和 10
月。」

暴疫夾擊 停課太久
「冇仇報」
由於學校假期多，小食部在聖誕節、農
曆新年、復活節、暑假等月份基本上賺不
了錢，所以開學初段、暑假前是支撐全年

黑暴、疫情夾擊而停課，梁焯洪不禁慨
嘆，「停課太久，沒法靠其他月份追回營
業額，所以『冇仇報』。」
小食部無法開業以致零收入，但仍需要
繳交租金、保險、電費等，連汽水機及八
達通系統的租賃費用亦要兼顧，可謂百上
加斤。此外，一些麵包、凍肉、數十箱杯
麵等食材食物，也因為賣不出去而需要大
批銷毀。

持續，沒有午膳時間，師生購買食物意慾
大減，以 6 月時短暫復課期計，「有個別中
學小食部一天只有 200 多元生意，更有小學
試過一天只有 4 元營業額。」他表示，為保
持學生社交距離，小食部至少安排要兩名
職員維持秩序，營業額根本遠遠不足以支
付員工薪水。

政府
「及時雨」
助公司渡難關

梁焯洪苦笑指，2003 年「沙士」雖然學
校亦有停課，但疫情只算來去匆匆，衝擊
跟現時比較基本微不足道。公司前景仍未
見曙光，他只能盡量保持樂觀，「我們既
然有領政府資助，也不想貿然辭退員工，
只能捱得一日得一日。」
在該公司任職18年的蕭太，亦對疫情下停
業停工大感無奈。在同事眼中效率、熱誠兼
備的她直言，多年來一直投入學校小食部的
工作，長時間沒法開門工作實在不習慣，現
時公司頂多只能安排員工，間中回到沒學生
的校舍收拾清理一下舖面，「同事都在問什
麼時候能全面復工，但真的沒有辦法……」

今年 4 月尾，教育局曾向各中小學發通
告，透過「防疫抗疫基金」撥款向學校的
小賣部或食堂提供一次性 8 萬元的援助。其
後，特區政府又推出保就業計劃，向僱主
發放工資補貼。這兩次的紓困措施對梁焯
洪而言有如「及時雨」，幫助公司度過煎
熬的日子，「上學年我們虧蝕了約 300 萬
元，若沒有這兩筆援助，我們可能多支撐
一兩個月就要倒閉。」
雖然教育局宣布，本月下旬起中小學會
陸續復課，惟只會回校半日，梁焯洪慨嘆

今疫惡過昔疫 停業停工無奈

教局自學平台助學生「驅獨」識國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余韻）「黃」師
「獨」教材充斥教界，加上一群政棍、毒媒推
波助瀾，令年輕一代對祖國產生不少誤解。為
提升學生國民身份認同，增加對國家的認識，
本學年中一級起會逐年實施中國歷史科修訂課
程（中一至中三），教育局日前並正式開放
「想．創．中國歷史──學生自學平台」及推
出相關教學資源套加以配合，讓中學生寓學習
於娛樂，自學中史科的延伸課題。

港史融入中史 了解脈絡變遷
為讓學生正確認識祖國發展歷史，新的初
中中史科課程早前已完成修訂，並在本學年
於中一開始逐級實施。新課程調節了近現代
史、政治及文化史分布，亦把香港的地方史
置於歷代王朝至近現代史的整體框架之內，
讓學生能檢視香港於整體中國發展變遷的脈
絡之下的發展特色。
為配合新課程，教育局特別建立「想．創
．中國歷史──學生自學平台」，讓初中生
透過觀賞動畫、多媒體片段及遊戲等多種方
式，帶興趣地自主學習中史內容。

該平台內容現已有
「春秋戰國時期的變
局」、「兩漢的政治發
展與中外文化交流」等
四個主要課題，各個課
題設有動畫、遊戲、小
測驗等三個部分，學生
可以在過程中獲得積分
獎勵及排名。教師亦可
根據學生於平台的自學
活動進展評估其學習表
現，並適時給予回饋。
該平台已於9月11日正
式開放予師生，並設有
多個歷史資源區，以增
加教學成效。
同時，教育局還配合 ■自學平台以活潑有趣的方式， ■學與教資源套提供不同素材予教
修訂課程中各個歷史時 鼓勵學生自學。 教育局文件截圖 師教授歷史。
教育局網頁截圖
期的學習重點，編撰了
《想．創──中國歷史學與教資源套（第一 學生認識絲綢之路與「一帶一路」的關係、秦
輯）》，資源套範圍由秦漢橫跨至近代中國發 朝統一與香港成為中國版圖一部分、香港的抗
展，並附有教學設計示例、工作紙等，例如讓 日活動等課題。

港大郭正曉獲選歐洲科學院外籍院士

何巧嬋羅乃萱膺教大榮譽院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
鈺）香港大學理學院副院長
（中國與全球事務）及化學
系與機械工程系教授郭正
曉，近日獲選為2020年歐洲
科 學 院 （Academia Europaea）化學科學部的外籍院
■郭正曉（中）以及其團隊。
士，以嘉許其在化學科學領
港大圖片 域上的傑出成就。
郭正曉是材料化學專家，曾以主持人身份參與研究價值逾一億
英鎊的科研專案，其研究戰略性地針對材料基礎的關鍵結構及合
成的關係，同時決定了材料功用的機理選擇過程和技術工藝過
程，對捕獲、儲存和轉換清潔能源，以及低維度、高表面積和多
孔結構的有效設計和利用至關重要。
事實上，包括太陽能發電、健康監護或病原體檢測裝置以及萬物
互聯的智慧化，都與材料化學息息相關，科學家需要進一步理解和
調控材料與分子的相互作用，以及其對激發的回應特性。郭正曉認
為，要回應此挑戰，需要整合最先進的理論認知、類比、深度學習
和實驗方法來探索，更要聯合優秀人才，「我希望藉此卓越團隊，
與歐洲及其他地區的學者們建立更緊密的聯繫，為港大這個科學先
驅開闢廣闊前景。」

取教育當局為
香 港 文
SEN學生設立
匯報訊（記
延長學習機制
者 高鈺）
及提供外籍英
教育大學宣
語教師資源。
布，將向資
同時，何巧嬋
深特殊教育
亦是著名兒童
工作者、兒
■何巧嬋 教大供圖 ■羅乃萱 教大供圖
文學作家，至
童文學作家
何巧嬋，以及致力推動家長及兒 今出版多達180本著作，現時亦是
童教育的家庭發展基金總幹事羅 香港兒童文藝協會會長。
同獲教大院士的羅乃萱也是熱
乃萱頒授榮譽院士，以表揚她們
的卓越成就，以及對教大、教育 心教育的著名作家，屢獲香港出
版雙年獎殊榮。她早年與友人共
界和社會所作的貢獻。
何巧嬋一直致力為有特殊教育需 同創辦家庭發展基金及擔任總幹
要（SEN）的學童服務，曾出任香 事，推動家庭教育及兒童品德教
海正覺蓮社佛教普光學校校長逾20 育的工作，並參與多項教育相關
年，服務中輕度智障兒童。她又與 公職，包括教大校長諮詢小組顧
多所特殊學校在任及退休校長創立 問，公共圖書館諮詢委員會副主
「融通計劃」，讓 SEN 學童能與 席、香港教育城董事會成員，並
主流學校學生在同一課程架構下學 於語常會、公民教育委員會及平
習，實踐融合教育理念，並成功爭 機會擔任委員，熱心服務社會。

獲請食午餐數載 貧生返校執教鞭

◀疫情下被迫停課，近千所中小學
校內小食部亦要「拉閘」休息。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港燈「網學三寶」助學生知惜電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高鈺）疫情下
網上學習成為學生
的新常態，港燈
「綠得開心計劃」
亦於新學期推出動
畫、互動劇場和虛
擬導賞的網上學習
三寶，幫助學生以
至市民大眾即使安
坐家中，也可了解
惜電節能、智慧城 ■
「智惜同盟」
互動劇場。
港燈圖片
市的知識。
網上學習三寶包括昨日起推出的 計劃」fb專頁發布。
另外第三寶則是港燈「智惜用電
「智慧城市 Take Action」動畫系
列，向大家講解何謂智慧城市，及 生活廊」的虛擬導賞團，利用多元
如何身體力行節省能源和落實低碳 3D立體鏡頭展示主題內容，導賞員
生活；至於「智惜同盟」互動劇 會透過網上平台講解氣候變化、可
場，則透過科技集團總裁改變價值 再生能源及智慧城市等課題，讓參
觀變得珍惜資源的故事，為觀眾帶 與者加深對環保發電、上網電價及
來啟發。兩者都會透過「綠得開心 「智惜用電服務」的了解。

城大設高效能電腦 數小時完成數月工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高 靈活及可擴展的高效能電腦運算設
速的電腦運算，是推動不同範疇科 定，並已連接雲端服務；在保安方
研成果的重要助力，城市大學斥資 面，Burgundy 以獨立分隔的高速網
2,000萬元設立，全新先進高效能電 絡運作，並設有平行的高速檔案系
腦運算設施「CityU Burgundy」， 統，可提供安全可靠的運算服務。
城大校長郭位認為，高效能電腦
結合龐大的運算及圖像處理器，全
部以高速聯繫起來，對比該校現有 運算是科學、工業與社會的策略性
設施，其運算能力大增近 10 倍。另 工具，可協助解決全球目前面對的
系統可支援需要密集電腦運算的研 迫切議題，而 Burgundy 將提升城大
究範疇，把運算時間由數月大幅降 的研究能力，從而吸引更多世界級
研究人員加盟城大，提高大學的競
低至數小時。
新設施按理論上最高的運算處理能 爭力。他相信新設施將為該校多個
力為1.1個petaflops，而1個petaflop 研究領域增添助力，包括人工智
能 、 機 器 學
等 於 每 秒 1,015
習 、 數 據 科
次浮點運算，為
學 、 量 子 化
港澳大學中效能
學、化學病理
最高的運算設
學、分子動力
施。城大李兆基
學、神經科學、
講座教授（資訊
語料庫語言學、
工程）兼工學院
心理學、能源、
院長郭大維表
示 ， 「CityU ■郭位參觀「CityU Burgundy」機 天氣以及機械及
Burgundy」具有 組設施。
城大圖片 材料科學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