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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

學校動向

闖闖新天地英語百子櫃戀戀校園

年輕人，你的死穴在哪裡？
孫慧玲

徵稿啟事
《活力校園》誠向各學校及學生徵稿：

． 「學校動向」 講述學校威水史及活動情況
． 「布告板」 助學校推廣活動（點列式刊登）
． 「闖闖新天地」 刊載學生佳作
． 「真我風采」 刊出學生攝影、畫作等美術作品（需附作品簡
介）

投稿者請於稿件內附上資料（學校、聯絡人、電話電
郵），寄往香港北角健康東街39號柯達大廈2期3樓大公報
《活力校園》，或電郵至ed@takungpao.com.hk

另外，逢周三的《讀書樂》歡迎學生寫下閱讀隨筆，參加
「學生讀書隨筆比賽」，請將投稿連同個人資料電郵至tkp.
reading@gmail.com；稿例詳見《讀書樂》。

秋天的憂鬱秋天的憂鬱 陳珮文

真我風采

「綠色博物館」

高小組冠軍 油麻地天主教小學（海泓道） 何見山

認識兩個年輕人，他們的故事，
正是香港許多年輕人的寫照。

一個讀書不成，他自我安慰說因
為他沒有懂得教他讀書的父母，沒有
好的讀書環境，問他的人生目標是什
麼，他說想掙錢，結果年紀輕輕，便
學人炒股票，更是炒number那種，聽
人家說那個號碼，他便買，結果輸得
兩袋清，還在不停地做他的發財夢。
他的父母給他住千呎大屋、坐賓士、
穿名牌、請補習老師，此外，給了他
什麼⁈

一個大學畢業，做了第一份工，
覺得不滿足，認為沒錢途，於是辭職
去讀第二個學位，專業的，畢業後耽
了近一年，才找到第二份工，事前還
煞有介事地做了一些調查與考察，自
覺有興趣，結果做了幾個月，覺得辛
苦，覺得被欺負，於是又萌去意，又
想辭職再去讀書。讀書，變成他逃避
的方法，他已經近三十歲了，他的父
母又可以怎樣幫助他？他又能逃避到
幾時？

有一年，哈佛大學對一群意氣風
發的大學畢業生做了一次關於人生目
標的調查，哈佛大學，世界頂級學
府，能進哈佛的，可謂是天之驕子，
能夠畢業的，當然是人中之龍，這群
被挑選作調查對象的畢業生學歷相
同，智力、環境條件亦相差無幾，可
算是在同一起跑點上。調查結果有參
考價值。許多人以為能夠成為哈佛驕

子的，必然滿懷大志，有明
確的人生目標，結果卻是這

群人中之龍有27%

的說沒訂下什麼人生目標，見步行步
吧；60%說他們是想根據自己的人生目
標生活，但不太清晰，還要看現實環
境；10%的畢業生有清晰但短期的目
標；只有3%的畢業生有清晰而長遠的
人生目標。

哈佛一直與被訪者保持聯絡，二
十五年後再進行追蹤調查，結果發
現：那27%的人生活不如意，心懷怨
忿，不停抱怨，抱怨他人，抱怨社
會，覺得自己懷才不遇；那60%的人安
穩地工作與生活，卻沒什麼特別的成
就，在中層與中下層之間浮沉；那10%
的短期目標不斷實現，成為各領域中
的專業人士，生活在社會的中上層；
那在四分一世紀中朝一個清晰而長
遠的人生目標努力不懈的3%，幾乎都
成為各界精英、社會領袖，名利兼
收。

可見，即使在同一起跑點上，人
生態度不同，便有不同結果。現代父
母，死爭爛爭，要爭在同一起跑點，
沒條件的吵社會不公平，要求政府
施予各樣物質，要免費書簿，要電
腦，要樂園票，要麥當勞餐，要入直
資學校，甚至要旅遊津貼，要坐飛機
費……伸手得到了，又如何？如果孩
子長大了，沒有夢想理想與目標，只
承受了上一代的怨忿與索求，他又怎
可能有平步青雲的一天？

現代的年輕人，死穴在哪裡？
「志不立，天下無可成的事。」所謂

志，就是人生目標，奮鬥方向。年輕
人的前途，建立在抱負正確遠大的
為國為民的志向。

筲箕灣官立中學中五學生陳浩東有點心不在
焉，不停地看手表，計算還有多久職業博覽活動會
開始， 「早就報名參加了活動中的資訊科技講座，
我對資訊科技好有興趣，但是不清楚具體這些工作
要做什麼，我該怎麼準備。」他抱歉的笑了笑，透
露青澀的迷茫，雖說平日會關注這方面的信息，
但是若要說真正了解多少，他說， 「很少有機會去
了解與參與這些工作，對行業了解停留在電視與網
絡的介紹。」問及對這行業的期待，他認為先要了
解怎樣入行有什麼出路再做深刻思考。

而坐在旁邊，一臉興奮的何東中學中五學生陳
淑君期待許多，主動跟大家攀談道， 「我對資訊科
技感興趣，會經常關注這方面新聞，我認為用電腦
資訊去溝通更方便，對此次活動的期待好多，最希
望的是了解怎樣入行，有哪些具體的出路。」

不要做沒興趣的工作
鑑於中學生對未來職業規劃的茫然，在本次活

動的主題講座中，阮大可以傳媒為例，給大家上了
生動的一課。他開門見山指出，在信息發達的今

天，廣義的記者是指任何人，因為任何人都有責任
在第一時間現場監督，真正做記者這份工作的人則
比全民記者多一份專業話語權。

阮大可在接下來與同學的交流中，一連發問關
於美國 「九一一」事件對世界、美國、我們自己身
邊造成的影響，引發同學對這一震驚世界事件的思
考。又通過一張圖片發問，如何辨別圖片的真假，
告訴同學任何時候都要擦亮雙眼，細心分辨，不要
輕信陌生人以及隨便提供個人資料，要多多思考。
做新聞如此，入行亦如此。他建議同學在了解行業
的同時也要了解自己，了解自己的興趣與長處才能
更明確個人目標。

阮先生又從新聞選擇的例子問大家， 「對報紙
來說，非洲饑荒與香港頒布奶粉政策，哪個更重

要？」告訴大家選擇要綜合考慮多方面因素，對一
個記者來說，選新聞取決於社會、媒體、公司、記
者本身的想法，入行選擇也是如此。 「不要做沒興
趣的工作，不要做你可能後悔的決定。」

每份工都有廣闊空間
聽完講座，陳浩東回頭笑對記者說， 「收穫

好豐富，明白了一些人生道理，有醍醐灌頂之
感。」之後，他對行業的問題也得到解答，一臉滿
足的他說， 「從現在開始，我要做準備啦。為入行
作好功課。」但有同學顯得並沒有原先想像的那麼
愉快，原因是不明 「當個人興趣與跟隨潮流相違背
的時候，我該何去何從。」但他又說，阮大可的提
示為他作了解答， 「每個工作都有廣闊空間。」

HKDIHKDI學生珠寶設計賽奪佳績學生珠寶設計賽奪佳績

秋 天 ， 英 國 人 叫 它
autumn，美國人卻普遍稱之為
fall。Autumn出自古代法語和拉
丁語，反而fall是源於古德語和
古英語，意謂秋天「葉子落下」
（fall of the leaf）。十七世紀，
大批英國人移民至北美洲，也
把這個富英式含蓄浪漫的詞彙
帶到美國，是以它最終由美國
人承存下來，留守原居地的反
而用上另一個詞語。

秋天是個值得高興歡慶的
季節，因為它是務農收成的時
候，一年的艱辛，終於得到成
果。但另一方面，秋季是寒冬
的前奏，綠葉變黃枯萎、落
下，便不復再，故此也使人憂

鬱（melancholy）。
著 名 美 國 作 家 海 明 威

（Ernest Hemingway） 於 他 的
回 憶 錄 《 流 動 的 饗 宴 》 （A
Moveable Feast）就表明：You
expected to be sad in the fall.
Part of you died each year when
the leaves fell from the trees and
their branches were bare against
the wind and the cold, wintery
light. （你預期在秋天會感到哀
愁。當葉子從樹木落下，剩下
枝幹獨自承受強風和冷漠的寒
光；每年這個時候，你心中有
一部分就此死去。）

（四季系列之四）

白白的浪花，
朵朵奮力躍起，
又突然落下。
而其中一朵，
卻不顧一切，
飛了上天。

大大的海洋，
使大船左搖右擺，
又使小船沉在海底，
而其中一隻小船，
不顧一切地落在荒島。

擇業如擇友，相互了解，志趣相投，才能行之久
遠。上月底的一天，何東中學與友校舉辦第七屆職業博
覽活動，通過借助商業資源，邀請各行業精英為同學舉

行講座，幫助同學了解入行條件，加深對商業社會的認識。資深媒體人阮
大可用美國 「九一一」 等新聞圖片為例，講述如何做到慎思和明辨，又說
入行選擇也一樣， 「不要做沒興趣的工作，不要做你可能後悔的決定。」
而當下學生對擇業究竟知多少？這個時代他們該如何準備應對？

實習記者 陳晨

新詩一首
培僑書院 5P 曹樂瑤

「綠色空間 由我創造」 綠色建築全港中小學學生
比賽優勝作品：

評判評語：巧妙地糅合多種綠建元素於作品
中，包括節水、自然採光、再生能源應用、種植可
迅速生長的植物，建構出一個既舒適又環保的公共
空間。

新界鄉議局大埔區中學
開放日

時間：3月19日上午10：30─下午5：00
地點：新界大浦汀角路10號
禮堂：學科展覽、學生表演及攤位遊戲
特別室：教學示範、實驗示範
查詢：26643032

微風啊！微風，
妳輕輕地拂樹上的葉子，
又靜靜吹醒了美麗蝴蝶。

強風啊！強風，
妳狠狠地打樹上的枝椏，
又颯颯吹動堅強的螽斯。

風
培僑書院 5P 彭海剛

何東中學職業博覽何東中學職業博覽
助年輕人規劃未來

▶林麟書（左二）
和謝清福（左三）
簽署合建 「在地電
力優化供電系統研
發中心」 協議

▶奪得冠軍的彭鴻，就讀HKDI
產品設計高級文憑課程

布告板

◀何東中
學與友校
舉辦職業
博覽，邀
請各行業
精英為同
學舉行講
座

香港人口稠密，電力需求龐大，
急待研發再生能源，令社會持續發
展。從事高科技製造的台灣金運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近期捐贈港幣六百萬
元予VTC機構成員香港高等科技教
育學院（THEi），合建 「在地電力
優化供電系統研發中心」，將會是本
港大專界最完善的再生能源研發中
心。

合作協議簽署儀式3月6日舉行，
金運科技母公司廣運集團董事長謝清
福與THEi校長林麟書簽署。研發中
心位於青衣的THEi
大樓，將會設有3個
實驗室。預計於今年
6月率先啟用的 「再
生能源發電系統整合

實驗室」，會集中研究太陽能、生物
質能源和風力發電的採集和整合；本
年底啟用的 「前瞻能源儲存系統整合
實驗室」，將研究發展穩定及高效率
的儲電系統； 「動態微電網供需系統
整合實驗室」則計劃於明年投入運
作，研究穩定的供電系統，將採集得
來的能源供應給所需設施。

研發中心將有助THEi的研究團
隊進行再生能源的研究，並為業界提
供諮詢服務；而中心設施亦能配合院
校培訓需要。

香港知專設計學院（HKDI）學
生，於第14屆香港珠寶設計比賽中勇
奪學生組冠軍、季軍及優異獎。得獎
作品早前於 「香港國際珠寶展2013」
上展出。

今屆比賽卻以 「弦動」為主題，
鼓勵參賽者發揮創意，以動感的設計
打破珠寶一向予人靜態的印象。奪得
學生組冠軍的HKDI產品設計高級文
憑學生彭鴻，將蝴蝶飛舞的動感融入
戒指中，設計出名為 「蝶子飛舞」的
作品。一組四件的 「蝶子飛舞」，每
一隻翅膀就是一枚戒指。當女士
將蝴蝶左右兩邊的翅膀分別戴於
兩隻手指上，整組戒指便可隨
手指擺動，而展現活像蝴蝶自由
自在地飛舞的不同形態。

學生組季軍由HKDI產品設
計高級文憑學生蘇梓樂奪得。其
設計的項鏈 「水之弦」，概念來

自喜慶碰杯時，杯中液體流淌的動
態。項鏈以鑽石配合水滴型的藍寶
石，凸顯弦動的效果。另外，HKDI
產品設計學生韋健也憑作品 「弦鳴
曲」於比賽中奪得優異獎。

香港珠寶設計比賽由香港貿易發
展局及多個業界商會合辦，今年公開
組及學生組共收到240份參賽作品。
比賽旨在提升香港珠寶首飾設計水
平，同時向國際買家推廣香港珠寶首
飾。評判團以作品的創意、美感、工
藝和市場銷售能力等選出優勝作品。

THEiTHEi建再生能源研發中心建再生能源研發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