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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界盛事 大公文匯集團聯合主辦

第六屆國情知識大賽啟動
第六屆全港中國國情知識大賽昨日舉行啟動儀式，香港大公文匯傳
媒集團副董事長兼總經理歐陽曉晴在致辭時表示，大賽自2011年起舉辦
至今，官方網站的瀏覽量已逾40萬次，上屆有兩百多所中小學和大專院
校參賽，大賽為學生和市民提供一個認識國家的平台。
大公報記者
由教育局、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
工聯會、未來之星聯合主辦，全港中國國
情知識大賽昨日舉行啟動儀式，主禮嘉賓
包括教育局副秘書長陳嘉琪、歐陽曉晴、
工聯會副理事長唐賡堯、外交部駐香港特
派員公署新聞及公共關係部主任孫振、香
港各界婦女聯合協進會主席林貝聿嘉、教
聯會會長黃均瑜、香港菁英會主席盧金榮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董事兼總編
輯侯明、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副
總編輯毛永波。

去年逾3000人參賽
歐陽曉晴表示，全港中國國情知識大
賽自2011年起舉辦，是利國、利港和利民
的活動，現已成為香港學界盛事，亦是社
會關注、具號召力的重大活動。他說，官
方網站的瀏覽量已逾40萬次，去年為基本
法25周年，200多所中小學和大專院校參加
，有逾3000人參加個人賽和200組團體比賽
，更是盛況空前，「大賽為莘莘學子和全港
市民提供一個認識國家的平台，培育香港
青少年成為香港和祖國連繫的橋樑。」他

唐曉明
指出，青少年是香港的希望和未來，把青
少年培養成有文化、有見識、理想、抱負
，對香港和國家未來發展有貢獻的人才，
一直是中央和香港政府追求的目標，本屆
比賽將秉持過往精神，把國家和香港的人
文歷史、國家概況和國家文化知識融入比
賽當中，以提升香港人對中華民族的自豪
感，進一步強化他們對國民身份的認同。

為社會注入正能量
唐賡堯稱，希望透過今次活動，增加
市民大眾對中國歷史文化的認識，加深市
民對國民身份的認同，為社會注入正能量
。他說，每年參加活動的學校超過70間，
有逾1000人參賽，除學校組別外，亦有公
開組及工會組，讓大眾更了解國情。
他強調，青少年是社會重要的資產，
培養他們成為有文化有見識對國家有歸屬
感的人才，是漫長的過程，但要堅持這正
確的道路，不要令青少年走上歪路，要引
導香港市民重視中華民族、中華文化和歷
史教育，希望透過國情知識大賽，一點一
滴為他們建立國民的身份應同。

▲左起：毛永波、侯明、林貝聿嘉、歐陽曉晴、教育局副秘書長陳嘉琪、唐賡堯、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新聞及公共關係部主任
孫振、黃均瑜、盧金榮
大公報記者唐曉明攝

雲彩行動助養孤兒腦癱兒

文玉瑩及其神獸系列刮畫紙
▼
大公報記者郭艷媚攝

【大公報訊】記者郭艷媚報道：香港
重商輕文，認為藝術是賺不了錢的工作，
18歲清貧少女自細愛畫畫，透過刻苦努力
，作品獲選中在早前舉行的 「典亞藝博」
展出，第一日即有愛畫之人以一萬元高價
購買她的畫作。她感謝 「夢飛行」基金在
經濟上的支持，勉勵有志從事創作的年輕
人不要放棄追夢。
「典亞藝博」獲譽為亞洲最頂尖的國
際藝術盛會，本月一至五日舉行，共展出
逾6500件藝術品，包括法國印象派大師莫
內的畫作，而保良局推介的七位年輕人的
30個作品，也獲大會安排展出。18歲少女
文玉瑩的九個作品獲選展出，其中一個名
為神獸系列 「青龍、白虎、朱雀、玄武」
的刮畫紙本，更有本地買家想購買。她說
青龍、白虎、朱雀、玄武是中國四大神獸
，透過四神獸怒哮的樣子，表達自己的憤
怒心情，用了整整一年多時間才完成。
本身是理工大學多媒體設計與科技高
級文憑生的文玉瑩，從幼兒園開始就喜歡

本

日畫12小時 少女堅持創作夢

畫畫，雖然家人希望她專注於學業，不要
搞藝術，認為藝術不能攢錢，但她仍然堅
持夢想，每逢周末就到西貢畫人像畫，又
趁年宵擺檔為客人在布袋速畫，每日畫12
小時，畫到手指流血亦堅持畫畫。
保良局助理社會服務總幹事梁翠環稱
，保良局的 「夢飛行」基金於2011年成立
，為有志藝術創作的12至30歲青少年提供
資金援助，每人獲批最多五萬元，幫助年
輕人購買器材、繪畫筆、租用場地、印製
宣傳單張等。

【大公報訊】記者黃穎雅報道：嶺南
大學昨日舉行榮譽院士頒授典禮，獲頒榮
譽院士的 「雲彩行動」創辦人楊偉基，奉
行 「以生命影響生命」的生命格言，因着
太太一次到訪廣西南寧探訪孤兒院，決定
捨棄在美國矽谷的高薪厚職，一家五口由
美國遷至廣西居住，援助山區赤貧階層，
成立慈善組織 「雲彩行動」，助養無依的
孤兒和腦癱兒，展現人性的真善美。
楊氏伉儷早年移民美國，楊偉基於矽
谷任職電腦系統工程師。2005年，楊太隨

學生將同時修讀BBA及JD課程；第五年則
集中修讀JD課程。課程亦提供一定彈性，
學生可按照其志向、能力和需要，選擇在
第四年畢業，以法律為副修，取得BBA學
位。
課程旨在將法律知識與商業才能培訓
相互銜接，針對尋求法律和商業跨學科知
識的學生而設，目的是培養學生成為商界
、執法機關、政府、社會服務、教育及傳
媒等領域的領導人才。完成BBA-JD指定
課程的畢業生，若有意投身法律專業，可
申請入讀中大或其他本地學府開設的法學
專業證書課程（PCLL）。

縣成立 「關愛中心」，以家庭模式助養孤
兒，由代母照顧生活起居，希望他們心智
和情緒較健全成長。現年12歲的孖生姊妹
覃江茲和覃江如、殘疾孤兒花花，均是受
惠者，昨日也有出席榮譽院士頒授儀式。
現時就讀六年級的覃江茲談及將來，她說：
「希望將來當一位數學老師，回饋社會」。
嶺大昨日並向多位傑出人士頒授榮譽
院士，包括：德和保險顧問公司董事總經
理陳和平、香港中華廠商會聯合會會長李
秀恒、 「惜食堂」創辦人董愛麗。

19教師獲資助圓夢 建貓舍教尊重生命

中大推工管法律雙學位課程
【大公報訊】香港中文大學宣布開辦
五年制 「工商管理學士（工商管理學士綜
合課程）及法律博士」（BBA-JD）雙學
位課程，為亞洲首個同類課程。課程由中
大商學院及中大法律學院合辦，2017/18學
年將取錄首批最多40名學生。
學生可於五年內，取得由商學院頒發
的工商管理學士（BBA）學位與法律學院
頒發的法律博士（JD）兩個學位，有別於
一般情況下需花六年才能完成該兩個學位
（四年修讀BBA及兩年修讀JD）。學生首
三年集中修讀BBA綜合課程，並完成六個
指定法學士（LLB）課程；踏入第四年，

教會由美國遠赴廣西南寧，探訪當地孤兒
院期間，對被父母遺棄的孤兒感到憐惜，
希望伸出援手，於是向丈夫提議遷往南寧
，本身也是基督徒的楊偉基一口答應，同
年與三名子女一起遷往南寧，並開展慈善
活動。移居南寧兩年，先後成立 「雲彩行
動」和開設 「雲彩工作室」，教導殘疾青
年製作飾品，並提供就業機會，其後又開
設孤兒院、腦癱兒童康復中心，資助山區
貧困兒童。
「雲彩行動」於2009年，在廣西大化

▲左起： 「香港教師夢想基金」 主席蔡
若蓮、吳慧妮、李安廸、杜國權及馬惠
儀老師，以及 「香港教師夢想基金」 義
務秘書連文嘗
大公報記者劉家莉攝

教師夢想基金申請詳情
即日起至11月30日

申請日期

評審結果公布 2017年3月初
申請資格

本地中小學、幼稚園、特
殊學校及大學教師，包括
已退休或準教師

資助額

每項計劃上限10萬元

申請方法

www.teachersdreamfund.
hk

資料來源：香港教師夢想基金

【大公報訊】記者劉家莉報道：教師
工作繁重，實踐夢想談何容易？為協助教
師追求夢想，教育界人士成立 「香港教師
夢想基金」，首屆批出19名教師提出的17
項夢想計劃，包括四驅車迷小學教師透過
推行 「STEM四驅小子計劃」，鼓勵學生
藉着玩四驅車，將科學、技術、工程等多
項知識融會貫通；有小學教師成立 「愛生
命．八鄉愛貓組」，校園設貓舍飼養流浪
貓，讓學生從養貓學習善待生命。
「香港教師夢想基金」去年九月由教
育工作者聯會副主席兼福建中學（小西灣
）校長蔡若蓮牽頭成立，旨在以撥款及專
業意見，支持教師跳出教育框框實現夢想
，並藉着推廣教師尋夢、圓夢的故事，為
社會帶來正能量。

玩四驅車激發STEM興趣
基金主席蔡若蓮昨日表示，首屆計劃
收到逾300份申請，評審後批出共19名教師
提出的17項計劃，首批圓夢者中，有人獲
資助出版書籍或繪本、拍攝紀錄片、到外
地義教、推廣粵語吟誦及教授潛水等。第
二屆 「香港教師夢想基金」即日起至11月
30日接受申請，新增網上報名，申請手續

和文書均盡量簡略，務求節省行政手續時
間。
首批圓夢者包括慈幼學校（小學部）
的80後教師李安廸，因小時候熱愛四驅車
，決定推行 「STEM四驅小子計劃」。他
說新一代學生不會 「坐定定」聽書，玩四
驅車則可激發學習興趣，四驅車包含了科
學、電子及齒輪的知識，同學需觀察賽道
變化，加上透過小組形式學習加強同學間
的合作性。學校並獲贊助，入場觀看
Formula E香港站賽事，希望有助加強學生
對工程等學科的興趣。
八鄉中心小學的馬惠儀及杜國權老師
表示，學校是鄉村學校，附近有不少流浪
貓，因此申請基金成立 「愛生命．八鄉愛
貓組」。他們獲資助在校內建立貓舍，飼
養了五隻流浪貓，由學生負責照顧貓兒，
藉動物向學生灌輸生命教育的想法，以及
尊重生命，其間更遇到有心人協助建貓舍
及捐出貓糧。
受柬埔寨旅遊經歷啟發後，基督書院
的吳慧妮老師，決定再到當地義教英語兩
星期。她說在柬埔寨旅遊時發現，即使是
政府學校，部分教師因生計問題，會額外
向學生收取學費，故決定到當地義教。

兩歲讀N班 哭足一年
【大公報訊】記者郭艷媚報道：現時
香港的幼兒壓力愈來愈大，有兩歲小孩入
讀N班（幼兒班），哭了足足一年，心理治
療師表示，兩歲至三歲是一個重要的轉折
點，現時兩歲就要入學，容易對幼兒造成
心理創傷，她建議家長關注幼兒成長問題。
心理治療師李惠婷表示，接觸過有家
長為了女兒可以入讀名牌小學，要孩子兩
歲入讀N班，小孩沒有父母陪伴，二至三
小時獨自面對新的環境和十幾個陌生人，
哭了整整一年，她說，兩歲年紀太小，這

個階段不鼓勵父母離開孩子，否則會讓孩
子缺乏安全感，直接影響孩子未來的社交
能力。
李惠婷解釋，兩歲和三歲其實相差很
遠，兩歲前小孩還未懂得分辨自己與別人
的分別，三歲時小孩子就開始認識自己是
自己，包括知道自己的名字，自己與父母
的分別，自己的事情自己去做。她建議家
長可以為兩至六歲的小孩，進行幼兒心理
及性格教育中心的心格基因測試，透過
DNA認知小孩的先天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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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

預測 最低 最高

亞太

預測 最低 最高

預測 最低 最高

美洲

歐洲

預測 最低 最高

預測 最低 最高

預測 最低 最高

澳 門 驟雨

25

32 上 海 有雨

22

26 成 都 有雨

18

23

首 爾 多雲

16

24

倫 敦 多雲

11

14

洛杉磯 天晴

15

29

廣 州 雷暴

25

31 杭 州 驟雨

21

27 西 安 有雨

15

19

東 京 多雲

18

25

巴 黎 天晴

7

16

三藩市 天晴

12

21

北 京 有雨

14

17 福 州 驟雨

24

30 昆 明 驟雨

15

24

馬尼拉 有雨

25

30

法蘭克福 多雲

7

12

紐 約 天晴

14

24

天 津 有雨

14

20 海 口 驟雨

25

30 拉 薩 多雲

9

21

曼 谷 雷暴

24

33

馬德里 天晴

16

28

西雅圖 有雨

11

16

濟 南 驟雨

16

20 台 北 有雨

25

30 呼和浩特 多雲

5

13

新加坡 雷暴

24

32

羅 馬 有雨

15

19

溫哥華 驟雨

11

13

南 京 有雨

19

21 重 慶 密雲

21

27 烏魯木齊 天晴

4

16

悉 尼 天晴

15

29

蘇黎世 多雲

5

12

多倫多 驟雨

15

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