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項目涉款逾5,500萬 免與8大「撞車」

恒管研企業社責
定位「教主研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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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大獲捐資辦「大學文學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高鈺）香港浸會大學最近獲孔慶熒及梁巧玲慈善
基金承諾捐資300萬元，設立「孔梁巧玲大學文學獎永久基金」，襄助
文學院舉辦「大學文學獎」。校方昨舉行支票致贈儀式，由孔慶熒及梁
巧玲慈善基金創辦人孔桂儀、孔麗深、浸大校長陳新滋和文學院院長羅
德恪聯合主禮。「大學文學獎」隔年舉行，獎項附設「少年作家獎」，
將文學創作精神推廣至全港中學，鼓勵中學生創作，發揮創意。

射猴觀蝦製皂 麗澤誘學生動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伊莎）為提高學生對數學與

科學的興趣，麗澤中學早前特別舉辦數理周活動，透
過解剖白老鼠實驗、化學手工皂製作、數理遊蹤等活
動，啟發學生以多角度思考、主動尋找答案。
麗澤中學早前舉辦的數理周活動，除了提供不同的

數學難題讓學生動動腦筋外，學生亦可在實驗室嘗試
「熊仔糖劇烈反應」、「拋體力實驗：射猴子」、「觀察豐年蝦」等，
了解與化學、物理及生物科有關的有趣實驗。
數理周周會亦有數學解難和科學實驗示範。科學實驗吸引不少學生踴

躍舉手自薦到台上示範，實驗包括「大象牙膏」、「向心力實驗」、
「錯覺展示」等，學生透過輕鬆的遊戲及實驗示範，增加對數學科及理
科的興趣。在老師的傾力籌備、同學的踴躍參與下，該校的數理周圓滿
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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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一項有關80後、90後理財習慣的
調查顯示，每7位受訪者中便有一位把每
月收入花光，甚至入不敷支，成為「月光
族」（每月花光收入）。不少年輕人工作
穩定，收入不俗，亦沒有家庭負擔，但每
月仍存不下錢。很多年輕人分不清「需

要」還是「想要」，他們對消費沒有太多顧慮，以致薪金往往
僅夠應付日常開支，置業大計卻是遙不可及。
引致「月光」的主要原因，往往因為未能壓抑購買慾，以致
收支不平衡，難以儲蓄。不少年輕人雖然每月有固定收入，但
往往因高消費的飲食玩樂習慣而耗盡金錢，結果淪為「月光
族」。調查顯示，年輕人熱衷於追求時裝和品味潮流，每月用
在衣履、電腦及電子產品的開支，較其他組別住戶的每月平均
開支多出一倍。

電子消費購物增用錢機會
近年，流動資訊服務發展日趨成熟，電子消費購物渠道大大

增加了消費購物的機會，也令不少年輕人沉迷網上購物。時下
年輕人普遍不善理財，也缺乏儲蓄意識，問題源於缺乏清晰的
儲蓄目標，以致缺乏堅持動力，最終還是敵不過消費的誘惑。
調查又顯示，僅27%的年輕人表示會「先儲蓄，後消費」，而
購物後出現浪費的現象亦頗普遍。
不少年輕人對個人的收支狀況缺乏認真了解，也沒有特別留

意開支模式，沒有定下每月消費及儲蓄比例，更缺乏理財習
慣。倘若沒有任何個人金錢儲備，一旦自己或家庭急需資金周
轉，「月光族」甚至可能需要靠借貸度日，嚴重影響基本生活
開支，所受的壓力定必比其他人高。

年輕人分不清「需要」「想要」
年輕人消費時應三思，在購物的過程中，應要釐清消費是否基於實際

需要，並應以物品的實用性作為消費行為的主要考慮因素。年輕人可嘗
試將個人每月支出仔細記錄，並且認真檢視每個項目是否必須購買，重
組調配支出。

培養「先儲蓄 後消費」習慣
除了節流，更要強迫自己養成儲蓄習慣，將省下的金錢儲下來，最好

能把月入最少三分之一儲起來。如能培養「先儲蓄，後消費」的理財習
慣，再配合事業規劃，謹慎檢視自己的日常收支狀況，並學懂投資，令
財富不斷增值，夢想將可實現，置業更非遙不可及的願望。下期我會與
大家深入探討儲蓄之道。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IVE（柴灣）工商管理系高級講師 李昌輝

（VTC機構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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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新滋 (左四) 和羅德恪 (左三) 代表浸大接受孔桂儀 (右四) 和孔麗深
(中) 致送的支票。 浸大提供圖片

▲ 學 生 進 行
「大象牙膏」
實驗，學習化
學科的過氧化
氫分解過程。

校方供圖

◀學生透過解
剖白老鼠，探
究白老鼠的構
造。 校方供圖

現今港孩談夢想可以嗎？
中二那年，筆者的學校推
行義工訓練計劃，年輕的小
伙子當時懷着好奇心報名參
加，沒想過從此會對義務工
作產生濃厚興趣，並且成為
成長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做義工，其中一個很有趣的
地方，就是能夠接觸到不同

背景、不同經歷的人，聆聽不同的故事，這正
正是其吸引筆者之處。生命影響生命，雖然做
義工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服務別人，但義工本身
亦能從服務對象身上有所學習或得到啟發。
約一個月前，筆者於一個為中五學生而設的
個人成長活動中擔任組長，與一群年輕人一同
經歷了兩天的訓練和體驗。整整兩天的活動當
中，參加者認識到不同表達愛的方式、到社區
實地考察、探訪露宿者、與組員合作完成不同

任務，而最讓我深刻的是其中一個關於夢想的
環節。於該環節中，參加者利用不同的材料整
作成一副圖畫以表達自己的夢想，然後與其他
組員分享。

互相支持鼓勵 組員坦誠尋夢
在製作的過程中，活動室鴉雀無聲，組員們

均十分專注和認真；在分享的環節中，組員們
亦坦誠地說出自己的夢想以及在尋夢過程中的
掙扎，並且互相給予支持和鼓勵，大部分組員
更因感觸、感動而落淚。有很多組員均表示，
從小到大也從沒有試過這樣坦誠地與人分享自
己的夢想，即使有試過的，也多換來「不設實
際」、「發白日夢」等批評。
現今的香港，年輕人還有談夢想的空間嗎？

在精英主義掛帥、產業單一的香港社會，孩子
從一出世已經要加入競爭行列，考入名校、參

加課外活動、升上大學、找一份高薪厚職，已
經成為成功的指標。在香港的教育制度下，學
生每天也為分數和考試而活，根本沒有時間和
空間去談夢想，或者應該說，背誦和標準答案
剝奪了我們「發夢」的能力。

參與義務工作 拓闊想像空間
假如，你今天還沒有你的夢想；假設，你希

望尋找到一個夢想，一個你可以為它奮鬥的夢
想，去開拓你的世界吧！只有廣闊一點的眼
光，才會有豐富一點的想像力。要是你想不到
方法，筆者建議你嘗試參與義務工作，當你接
觸到更多不同的人、不同的故事，你便能夠對
自己的人生有更多、更闊的想像空間。
祝你找到一片真正屬於自己的天空。盼望於
香港談夢想，從此不再只是個夢。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黃曉恩

逢星期五見報

立會商資助主流校推手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伊莎）融合教育政策
下，就讀主流學校的特殊學習需要（SEN）學
生所獲支援情況備受社會關注。獲賽馬會撥款
推行的「手語雙語共融教育計劃」，自2006年
起在一所主流小學實行同時以手語和口語授
課，惟有關資助將於本學年結束。立法會融合
教育小組委員會昨討論政府應否撥款支援主流
學校推廣手語計劃，讓聽障學生獲手語傳譯。
教育局副局長楊潤雄回應指，政府會檢討現有
模式，再作決定。
「賽馬會手語雙語共融教育計劃」於2006年

起獲賽馬會撥款推行，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
學獲撥款額外聘請手語教師，該校是全港唯一
同時以手語和口語授課的主流小學。不過有關
資助將於本學年完結。
有見及此，立法會融合教育小組委員會昨日

討論政府應否撥款推行手語計劃，讓在主流學
校上課的聽障學生能夠獲手語傳譯，並邀請手
語專家及聽障學生出席會議，了解在部分主流
學校加入手語傳譯的成效。

聽障生指讀書帶耳機會聽漏
中一聽障學生黎同學曾於九龍灣聖若翰天主

教小學就讀，他在會上分享指，「讀書時要帶
耳機，但有時會聽漏，特別對於較深的專有名
詞會聽不明白，所以我要靠看（老師的手語）
補充，同時看手語加聽，需要兩者兼備，我才
可明白上課的內容。」

雙語上課助聽障生口語進步
中大醫學院耳鼻咽喉－頭頸外科學系副教授

兼言語治療科主管李月裳表示，上述共融教育

計劃的成效不俗；其研究就發現，在計劃支援
下的聽障學生，同時以手語雙語上課，並無出
現社會擔心會阻礙其口語發展的情況，相反不
少聽障學生的口語發展均有不同程度的進步。
她建議政府撥款支持手語雙語計劃，讓更多在
主流學生上學的聽障學生有所得益。
部分立法會議員要求政府撥款推行手語雙語

共融教育計劃，並將計劃推廣至更多主流中小
學，讓更多聽障學生融入普通學校生活。
與會的教育局副局長楊潤雄回應指，認同手
語可協助聽障學生理解老師的授課內容，但目
前不少學校利用現有的教育政策資源，協助聽
障學生學習，其成效亦不俗。
他並無正面回應局方會否為手語雙語計劃增

加資源，但強調局方會一併檢視所有可行方法
再作決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政府加強對自

資學位院校的研究支

援，首輪共 1.5 億元資

助供7所院校申請。其

中主打商科課程的恒生管理學院，所提交研

究計劃書包括企業社會責任、企業操守等熱

門商管課題，並期望將研究內容發展成教

材，涉及總金額超過5,500萬元，屬眾院校

中較積極的一所。校長何順文指，恒管計劃

定位為「教學為主，研究為輔」的自資校，

研究方向以改善社會問題及帶動教學為主，

盡量避免與8大資助院校重複。

何順文在接受本報專訪時表示，學術研究是每間
大專院校應注重的範疇之一，隨自資校的研究

亦獲得政府確實支持，恒管希望能重新定位，以教
學為主研究為輔，並傾向進行能帶動教學的研究項
目，或用以改善社會問題，不會重複8大現時的研究
方向。

望研究內容發展成教材
該校常務副校長方梓勳則表示，恒管過往一直有推
動研究，每年撥出120萬元資助「教授級」人員作為
研究經費，以及聘請顧問協助撰寫研究申請書。而因
應是次計劃，全校將約動員三分之一人參與，項目主
要以學院的強項商業管理為主，例如部分研究針對企
業社會責任、董事會特性及企業欺詐等商業操守議
題，相關材料日後可望成為水平較高的教材。
他又指，人文及社會科學亦是該校研究重點之
一，如電視劇植入式廣告的影響、環境管理、夫妻
關係和自資校中英文教學等，而小說家張愛玲的作
品和漢代醫學等「學術味」較濃的文化藝術題材也
包括在內。
是次恒管的研究項目計劃書也包括成立研究中心等
系統性建設，以支援不同研究項目的開展，若以總金
額計，該校提出的申請項目涉及共逾5,500萬元經費。

撥款若通過 3年增聘200人
由於研究資助是首次開放予自資校，方梓勳相信各
校反應都會很踴躍，相信院校間競爭激烈，而因不同
院校各有具優勢的研究領域，「如東華學院的護理
學；明愛是社會工作；我們就主要商管。」預計各校
於相關範疇所獲研究經費的金額會特別高。
他又指，如果是次申請撥款全部順利通過，預計未
來3年共需要增聘逾200人，不過，由於工資成本水漲
船高，聘請有經驗的研究人員或有困難，學校需要提
供更豐厚條件吸引人才，面對一定挑戰。

東華擬設科研中心推動交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高鈺）自資校研究

資助計劃首輪獲邀參加的7所院校，東華學
院亦是其中之一，學院署理校長馮玉娟
指，為支持和鼓勵教職員研究，學院設有
科研委員會及科研基金，目前亦正籌備設
立一所科研中心、3個科研實驗室以強化科
研設備及工作平台，推動與本地及海外院
校學者交流切磋。

馮玉娟：學生速增科研挑戰大
馮玉娟書面回覆本報查詢時指，東華學

院強項在於醫療護理、復康心理以及非政

府組織管理和會計等學科，故此在提交研
究項目申請時，亦會從有關方面探討。她
表示，學院現有兩位資深科研教授，分別
來自香港大學和科技大學，對大學科研甚
為熟悉，學院在研究題目立項時，亦會採
取與8大看齊的標準。
為推動研究工作，東華學院除安排科研

委員會主席統籌及輔助教職員提交研究項
目，亦會予以文書支援，盡量減少所涉及
的非專業工作。不過馮玉娟亦指，由於學
生人數迅速增長，教職員工作繁忙，難以
調撥時間，是進行科研活動較大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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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順文(右)表
示，恒管希望能
重新定位，以教
學為主研究為
輔。左為方梓
勳。 馮晉研攝

◀恒管是次提出逾
5,500 萬 元 的 申
請，在眾院校中較
為積極。圖為恒管
校園。 馮晉研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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