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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辦「童夢同行」傳承公益火炬
2020年11月19日（星期四）

師姐建平台蒐物資送暖基層 師弟結伴做義工推廣善業

不少香港青年學生懷揣一顆熱誠的心，為服
務社會貢獻力量，何明華會督銀禧中學畢業
生、今年剛升讀中大的柯嘉瑩便是其中之一。
她就讀中學期間已積極做義工，曾赴柬埔寨孤
兒院、內地清遠山區義教，亦多次服務貧苦及
身體障礙群體，有關經歷啟發她創辦聯校助學
組織「童夢同行」並出任主席，由「參與者」
變成「組織者」，發動大中小學募集物資及推
動基層兒童服務計劃，為其他有志社會服務的
年輕人提供平台，她並因此成為今年民政事務
局「多元卓越獎學金」及其他多個獎學金得
主。同校師弟連啟晉亦緊追柯嘉瑩腳步，結伴
▲柯嘉瑩（左）、連啟晉（右）懷揣一顆熱誠的心，投身社會服務的事
業。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虹宇 攝

做義工並擔任「童夢同行」執委，接過公益的
火炬，傳承為社會服務的使命。

◀柯嘉瑩曾去柬埔寨義教，為當地兒童分發物資。圖為她與柬埔寨小朋
友的合照。
受訪者供圖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虹宇

談起義工經歷，柯嘉瑩語速流暢，彷彿
回憶就在眼前。她提到，早年到台灣

參與照顧植物人的義工服務時，被當地義
工一句「我們不止在幫助一個植物人，更
是幫助他們背後千千萬萬的家庭」深深觸
動。
她描述當時的所見指，有一位婆婆，因是
植物人，躺在病床上無法動彈，只能靠着轉
動眼珠表達自己的情感，「整個身體都是僵
直的，只有眼珠能動，可以表達Yes或No，
（代表）喜怒哀樂」，看到這情況嘉瑩眼泛

淚光，至今再提起她的聲音還是再度哽咽。
她還曾到廣東清遠山區義教，探訪越南
貧民窟等，看到世間的疾苦，更堅定了她
為社會服務獻上一份力的決心。

難忘柬埔寨孤兒院義教經歷
至於年前的柬埔寨之行，則最叫嘉瑩印
象深刻。該次活動主要是收集及寄送物資
到孤兒院並於該處義教，同樣有參與的啟
晉補充道：「孤兒所真的非常簡陋，他們
每天的午飯只有一碗白飯和一隻雞蛋。」

嘉瑩直言，從未想過當地孤兒生活環境
如此艱苦，對習慣了城市方便和便利的港
青衝擊很大，當時他們一行人為當地兒童
分發物資，包括袖珍手持風扇應對酷熱天
氣，「但我們帶去的物資只是一時的，涼
快了一會兒，之後呢？」
她亦見到不少兒童被生活所困，無法追
求自己的夢想，有關體驗啟發她反思可以
如何將短期的幫助變成長期的扶持，及後
她與同伴創立了「童夢同行」，希望為貧
窮地區有需要的基層學童提供受教育的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虹宇）隨着內地
高等院校師資及研究水平不斷提升，北上
升學對港生的吸引力逐步加強。港區婦聯
代表聯誼會昨日特別舉辦「香港青年內地
升學 2020 講座」，吸引近 40 間中學、約
240 名師生及家長參加網上分享。活動邀請
中聯辦教育科技部巡視員劉建豐主講，他
表示，到內地升學除可選擇本地大學沒有
的學科，亦能讓港生親身了解內地最新發
展情況，盡早建立網絡、積累資源，為今
後發展提前做好準備。
昨日講座中，劉建豐因應內地高校招收
港生的情況，詳細介紹了多種升學途徑，
例如港生可通過港澳台僑聯招考試、文憑
試收生計劃及個別院校獨立招生等方式考
取內地高校。
對於港生內地升學的好處，他指出，選
擇內地升學可以報讀香港高等院校中沒有
的專業，親身了解內地最新的發展情況，
亦能盡早建立網絡、積累資源，為今後的

■ 劉建豐細數內地高等院校的發展歷史。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虹宇 攝
發展提前做好準備，同時還能享受內地優
良的自然、人文環境，及便宜的學費。此
外，現時亦有多項資助港人前往內地讀書
的獎助學金，例如香港教育局的內地大學
升學資助計劃、國家教育部港澳及華僑生
學生獎學金及大學校友獎學金等，為港生
北上升學提供優惠條件。
多名內地升學過來人亦獲邀於昨日講座
分享，其中 2010 年入讀珠海北京師範大

學及浸會大學聯合國際學院（UIC）的戴
健進，畢業後在內地就業，現為深圳市蜜
蜂科技品牌營銷及公共關係中心副總監。
他表示，由於 UIC 由兩地聯合辦學，內
地課程與香港院校接軌，但宿位卻明顯更
多，而就學期間他亦有機會參與支援貴州
偏遠地區辦學的項目，最終募集 140 萬幫
助基層學生建設陳家寨小學，體驗非常深
刻。
本科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後於清華大
學攻讀管理學碩士的鄭媛文則分享說，
「自中學唸通識科的現代中國部分，就想
去實地看看現代中國是什麼樣」，她認
為，內地升學可為香港中學生帶來的未知
的可能性，那亦是最吸引自己的地方。
港區婦聯代表聯誼會會長彭徐美雲提
到，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和三地的融合及協
同發展，吸引更多港澳青少年到內地學
習、就業、生活，寄語同學們只要努力讀
書，將比往年擁有更多的升大學選擇。

城大新課程育科研創科專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港城市大
學理學院明年將開辦新課程，分別是環球
精研與科創課程、全港首創的法律學學士
與理學士（計算數學）雙學位課程，及與
英國愛丁堡大學及曼徹斯特大學合辦的雙
聯學士學位課程。
環球精研與科創課程以研究主導，學生
在第二年可選擇主修科組，並在學者指導
下從事自選的獨立研究。學生除了會到海
外進行學術交流及學習，更有機會到本地
或海外科創公司實習。課程會教授申請專
利的技巧，以及有關知識產權、創業和商
業策劃的知識。

法律學學士與理學士（計算數學）雙學
位課程為全港首創，學生可通過法律理論
與實踐及數理邏輯的訓練，掌握概率及統
計、量化分析及形式邏輯等技能，協助分
析及處理相關案件。
至於英國愛丁堡大學及曼徹斯特大學合辦
的課程，城大的理學士（計算數學）學生可
選擇報讀愛丁堡大學，理學士（化學）學生
則可選擇曼徹斯特大學，他們先在城大修讀
首兩年課程，然後到海外大學完成餘下兩年
的課程，完成學位要求後將獲頒兩個學位，
分別由城大及海外大學頒發。
香港工業總會主席葉中賢表示，環球精

初中生免費學 AI 砌機械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由大灣區共
同家園青年公益基金及大灣區共同家園投資
有限公司主辦的「GenRobo 機械新人類」
現已開始招募學生，目標為 2,000 名中一至
中三的基層學童提供免費基礎人工智能訓練
課程，課程會教授簡單的機械人搭建、編程
及人工智能知識。成績優異的 200 名學生有
機會免費升讀進階課程，經本地選拔賽挑
選，參與全國性機械人大賽，開拓眼界。
課程舉行地點包括天水圍天耀邨耀盛樓

地下 3 號及沙田馬鞍山耀安邨耀和樓 203
室，共 8 小時，每節 1 小時；開課日期由本
月至明年 4 月，對象是中一至中三級學生，
查詢及報名熱線電話：9797 7393 或 2616
0054，大會歡迎學校統一參加，並可安排
在校內上課，青年公益基金計劃於來年將
課程推展至更多社區。

灣區共同家園辦課程育創造力
今次大會提供 2,000 名額，希望更多年輕

嘉瑩獲頒多元卓越獎學金
嘉瑩所作的努力獲得各界肯定，今年先
後獲得多個獎學金表揚，包括民政局「多
元卓越獎學金」、扶貧委員會「明日之星
上游獎學金」、香港文匯報慈善基金會
「未來之星大獎」獎學金等，以表彰在她
社會服務方面的貢獻。
今年中五的連啟晉與師姐相差兩個年
級，二人志同道合同樣喜愛古典文學及熱

教局辦課程培訓教師「識法學憲」

劉建豐談北上升學：利港生積累資源

會與生活所需。

愛辯論，亦曾屢次獲獎 ，在社會服務方
面，啟晉亦有追隨師姐的腳步投入參與，
並擔任「童夢同行」執委，努力於學界推廣
義工工作。
「童夢同行」的運作主要是發動大中小
學募集物資、舉辦服務計劃，匯集社會力
量，為年輕人提供社會服務平台，為基層
兒童送溫暖。雖然今年因疫情原因，讓前
往外地服務的計劃暫時擱置，嘉瑩和啟晉
近月亦繼續不遺餘力募集物資，以待隨時
可以幫助有需要的兒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教
育局和勵進教育中心昨日合辦「尊
重法律、鞏固法治」教師培訓課
程，讓校長和教師更全面地認識香
港的憲制地位和法治制度，透過多
位法律專家的分享，了解基本法與
香港特區其他法例的關係，以及基
本法如何保障「一國兩制」、「港
人治港」、高度自治。有份出席活
動的教育局局長楊潤雄表示，未來
教育局會加強支援學校推行國家安
全教育，並會更新課程、發展學與
教資源，以加強國家安全教育的學
習元素，並為教師提供專業發展課
程。
是次「尊重法律、鞏固法治」教
師培訓課程共涉及六課題 18 小時，
昨起一連三日進行。楊潤雄昨在 fb
表示，作為教育界同工，各人有責
任教導學生正確認識憲法及基本
法，讓他們明白香港與國家的關
係，並且培養國民身份認同；而隨
着香港國安法的實施，亦有責任向
學生解釋相關概念、立法背景及意
義，提醒同學遵守法律，共同維護
國家安全、香港的穩定。他又鼓勵
教師多留意國家的發展，待疫情好

■ 楊潤雄表示，未來教育局會加強
支援學校推行國家安全教育。fb圖片
轉後多參與內地交流團，親身了解
國家的最新情況。
楊潤雄強調，教育局會加強支援
學校推行國家安全教育，學校可在
推行憲法和基本法教育的基礎上，
繼續透過各學科及課堂內外教學活
動，互相配合推展國家安全教育，
教育局亦會繼續推展相關的培訓。
此外，由本學年起，教育局要求新
入職教師在首 3 年內完成 30 小時的
核心培訓；而擬晉升至中層領袖或
副校長的教師，在晉升前 5 年內完成
30 小時的核心培訓，當中包括關於
憲法、基本法和香港國安法的內
容。

陳呂重德校三式網課支援跨境生
■ 城大昨公布，明年將開辦環球精研與科
創新課程。圖為工總主席葉中賢（左）及城
大理學院院長陳漢夫。
城大供圖
研與科創課程回應了市場對科研及創科專
才的需求，工業總會將為修讀此課程的學
生提供實習機會。

人能提升 AIQ，即人與人工智能之間合作
及競爭的能力指數，包括創造力、學習
力、溝通力以及數據力。進階課程名額 200
名，完成兩個課程的學生將被選拔參加本
地以至全國機械人大賽，和內地精英學生
一較高下，費用由基金資助。
大灣區共同家園青年公益基金理事會主
席黃永光表示，人工智能是開拓未來科技
的重要鑰匙，基金特意舉辦上述課程，讓
基層家庭孩子在成長關鍵時刻接受培訓，
培養創造力、協作和解難能力，擴闊他們
對於科技領域的認識，為未來發展打好基
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虹宇）今學年
已開學兩個多月，惟本港疫情反覆，跨
境生遲遲無法恢復來港到校上課，只能
依靠網課盡量跟上學習進度，有關教學
支援工作成為了學界重大挑戰。其中位
於天水圍的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
德紀念中學，專門為該校近 50 名跨境生
推出課堂支援方案，學校老師運用三種
模式的多元電子教學手法，又設計特別
時間表，同時兼顧面授及「線上」課堂
學生。
該校副校長黃建豪與香港文匯報記者
分享指，自 9 月底部分恢復面授開始，學
校為方便教師掌握整體學習進度，按不
同課堂的需要切換三種網課模式。其中
「畫板式」平板電腦教學，教師手持已
連接 zoom 的平板電腦教學，直播線上線
下的學生屏幕，教師可以隨時在平板電
腦圈畫電子版的工作紙及電子學生練
習，既方便老師講解題目和畫出課程重
點，亦方便及時回饋學生，適用於講解
習題或學習校本製作的工作紙課堂。
至於較多播放影片的課堂，則會由教師
手持平板電腦，同時向課室及網課的學生

■老師左手手持 iPad，右手拿筆，隨時
勾畫課文內容或習題，希望能同時照顧面
授及網課跨境生的需要。
受訪者供圖
展示ppt及影片，再配備藍牙耳機講解。
黃建豪又說，對體育課或需要進行動作
示範及口語分享為主的課堂，學校則會採
用可移動式「腳架」直播課堂，教師以腳
架固定平板電腦或電話，直播黑板或課室
屏幕，教師可以有較多的肢體動作，毋須
改變以往的教學模式，讓教師能自如自在
地教導學生。學生亦能從多角度詳細觀察
教師的動作及身體語言。他希望能藉此提
升跨境生網課體驗，再配合電郵跟進講
解，幫助他們在回校復課前盡量維持學習
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