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逾四成家長曾讓幼童獨留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港家長工作忙碌，部分家

庭未有經濟能力聘請傭人，幼童往往放學後須獨留在家，或
引致管教、安全等等問題。調查顯示，逾4成小學生家長曾把
年幼子女獨留家中，主要因為工作或有急事處理。而在學校
長假期間，情況更嚴重，逾17%小學生每日需單獨在家超過4
小時，比率較平時上學日高2倍，反映小學課後輔導及託管有
需要加強。

日均逾4小時 長假更惡化
香港婦女勞工協會早前以問卷成功訪問46間小學及共819位

育有7歲至12歲小學生的家長，發現397人（40.9%）曾獨留子
女在家，當中73.3%人平均每日獨留子女在家1小時或以下；
獨留1小時至3小時有21.2%人；逾4小時則有5.5%人。學校長假
期間，孩子單獨在家情況惡化，每日逾4小時比率大增逾2倍至
17.1%。近8成家長認為，現時託管費用太貴難以負擔。而有
關服務時間及地點未能配合，也是他們的關注點。

學校供託管 近九成人認同
另87.8%家長認同由學校提供課後託管服務，8成半人稱應

把託管時間延至晚上8時；更有97%人贊成低收入家庭可享受
全免或減費託管。協會建議政府以資助學校作平台，提供撥
款予社會福利機構及學校合推課後託管，過程中亦要確保足
夠支援，回應社會需要。

東華9月開健康科學學士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東華學院新設健康科學學士

（榮譽）學位課程，近日成功通過學術評審，今年9月開辦。有
關學士課程設有兩個主修，包括全港首個4年制「應用老人
學」，以及5年制「護理學」，每年學費約9萬元。新課程開放網
上登記（www.twc.edu.hk/registration/），稍後安排學生面試。

護理學文憑 14人爭1額
東華學院去年首辦「護理學高級文憑課程」，大受學生歡

迎。首批畢業生將合資格成為登記護士，最快2013年投入護理
行業。而新學年課程至今接獲逾千人報名，約14人爭1學額。

隨 新5年制「護理學學士」通過學術評審，學院開學後將
向護士管理局申請成為認可註冊護士訓練學校。若審批成
功，畢業生合乎資格成為認可註冊護士，並可到醫院擔任不
同崗位護理工作，如急症護理、手術室護理、兒科護理、外
科護理等等，起薪點一般有2.2萬元至2.4萬元。

至於全港首個應用「老人學」課程，則循長者心理、生
理、社會行為等層面，培訓全方位長者服務專才，回應人口
老化大趨勢及相關社會需求。

港華人良師首獲MIT啟師獎

發問花心思 助融會貫通

走遍天下悟有書讀非必然 創校元老獲頒獎
科大廿載埋「種子」
行船教授下學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勞雅文）同獲科大
20年長期服務獎的「開荒牛」勞敏慈，現為
土木及環境工程學系環境工程科主任。她最
難忘大學「從零到有」，雖為教授但樂意親
自繪製實驗室設計圖，見證校園一花一草成
長。勞敏慈是當年最年輕的教員，年紀甚至
較不少研究生都小，造就了她一直與學生建
立亦師亦友的關係。她認為大學老師除了要
教學外，也應用心對待學生，為他們的人生
路上作提點與扶持。

辦公室「雞犬相聞」
一心從事教育的勞敏慈，於美國德薩斯州

大學博士畢業後即加盟科大。那時她同獲新
加坡國立大學教席，但因為自己擁港人身
份，決定到科大當「開荒牛」。萬事從零開
始，勞敏慈坦言「好『驚喜』，沒想過連實
驗室也沒有」。身為教授，她更親自繪製設
計圖籌建實驗室。而在開校初期，校園設施
簡陋，同事幾乎都沒有獨立辦公室，只靠矮
矮的隔板劃分。她笑言：「同事講電話內容
會聽到，連在寫甚麼都看得到，頗感尷
尬。」

年紀輕輕當大學老師，勞敏慈指，當年不
少碩士生年紀可能比自己還要大，讓她從一
開始就能與學生建立亦師亦友的關係，更曾
有不少男生以鬼馬語氣邀她共膳：「Miss要
不要一起起飯啊？」回想起來也覺有趣。

任舍監感新一代太受保護
對於教學，勞敏慈認為，相比技巧而言，

更重要的是「用心」。對學生來說，老師說
話影響可以很深遠，曾有一學生出現自殺傾向，需要
老師及身邊人用心留意才能發現。去年她成為宿舍舍
監，更發現不同國籍的新一代年輕人不少都過於受保
護，心靈容易受傷，自我照顧能力不足，更需要耐心
的開解及協調，幫助他們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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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勞雅文）大海有盡而學海無涯，對經歷貧困童

年、靠助養金才完成中學的科技大學機械工程學系兼任助理教授李耀輝

來說，感受殊深。他未到20歲即成為航海員，6年間幾乎走遍全球港

口。他到過經濟、教育水平落後的地方，與各地小孩相遇又分離，驚覺

最基本教育並非必然，明白學習的可貴。20年前科大創校，為了接觸更

多年輕人，讓埋在心裡已久的「教育」種子得以萌芽，李耀輝毅然放棄

政府長俸，加盟大學參與設立實驗室，終取得博士學位。他獲頒科大長

期服務獎，成為校內罕有兼任教職與技術支援的「老臣子」。

科大1992年創校，日前頒發長期服務
獎予237名服務滿20年的教職員，

李耀輝是其中之一。創校初期，科大只
得教學主樓，連實驗室也沒有。參與設
立300個實驗室的李耀輝，回想當年的
事，感慨萬千，想到自己由一個技術支
援員工，一步一步走向學術教研之路，
箇中的故事非三言兩語能說得清。

小時家貧困 依賴助養金
父親早逝，留下6兄弟姐妹，家中貧

困，李耀輝當年全靠外國家庭助養金才
完成中五課程，「那時候香港經濟條件
不好，寄來的數十元捐款，就用了10多
元交學費」。受人之惠，銘記於心，默默
埋下的種子叫「回饋」，他希望有日能成
為施予者，幫助有需要的青少年。

中學畢業升讀理工學院航海工程，李
耀輝畢業後即到船上擔任技術支援工
作，展開「行船」之旅，只因年輕的心
喜歡新體驗。首次踏上船板時只得19
歲，李耀輝揹上背包，路過登船閘口，
竟有人高呼問道：「細路，是否上船找
爸爸呀？」

航海6年 非洲教英文
輪船航向天涯，李耀輝好學的心蠢

蠢欲動。船上零件及技術員前輩，都
成了他的老師，助他邊學邊做，累積

維修經驗。後來他獲船公司推薦到英
國修讀電機工程學士。6年航海經歷，
讓李耀輝幾乎走遍世界，「除了南北
兩極，所有港口都曾到過」，各地景致
盡入眼簾。然而烙在心上的，卻是更
重要的種子。

於南美洲、非洲等經濟、教育水平較
落後的地方，李耀輝都會與當地孩子於
碼頭踢球。經過與各地孩子的接觸，他
漸漸認識到，孩子「不是人人有書讀」，
很多人成長時，連最基本教育都得不
到。他深感要為下一代做些事情，開始
教他們簡單英文，希望能把自己的知識
及經驗與人分享，促進社會對這些孩子
的認同。後來他回港發展，加入政府機
電工程署當了8年工程師，直至科大創
校。

圓博士夢 成兼職教授
李耀輝坦言，是自己當年對年輕人教

育的抱負，吸引他到科大做「開荒牛」。
他建設的實驗室，成為一代代科大生通
往知識寶庫的橋樑。同一時間，他堅持
終身學習，主動要求兼讀博士課程，不
但圓了博士夢，更晉身兼職教授，於課
堂中親自向學生傳授知識。即使工餘時
間，他也心繫下一代，於撒馬利亞防止
自殺會當義工，處理青少年學業、家
庭、愛情等等求助。

「火雞」外號 源自諧音
相信大家都聽說過

香港科技大學有外號
叫「火雞大學」。很多人都認為，因為
來自於坐落於科大入口處的顯眼地標
火紅色的日晷，遠看像「火鳥」，令科
大有「火雞大學」之稱。但兩位科大

「創校元老」李耀輝及勞敏慈卻透露，
「火雞大學」來源，還有另一個說法。

他們分享科大昔日點滴時，回想起
不少趣事。原來大學成立初期，有不
少來自內地的職員負責接聽電話。他
們廣東話不算太靈光，往往帶 「不
鹹不淡」的口音說：「這裡是『科支』
大學」，就像普通話「火雞」的諧音，
令「火雞大學」之名不脛而走。

■香港文匯報記者 勞雅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熙）

若非雕琢者的匠心獨運，璞玉又
怎可以吸引世人目光，在一眾頑
石裡發光發熱﹖聞名全球的麻省
理工學院（MIT），每年取錄各地
數理精英。為了表揚培育這些學
生的高中老師，該校特設「MIT
啟發教師獎（Inspirational Teacher
Award）」。香港喇沙書院數學科
科主任陸美蓮，今年成為全球約
30名得獎者之一，更是本港首位
華人教師獲此殊榮。

扶掖喇沙生 矢志研數學
於喇沙書院執教逾20年的陸美

蓮，計過無數算式，卻算不到是
次驚喜。她指提名自己的喇沙畢
業生鍾秉毅，現於麻省理工主修
數學，「以前我是他數學校隊導
師，又是會考班主任。之前他回
港時找我進膳，曾提到有關提
名，但其實我未有放在心上」。
怎料2星期前她突然接獲通知
得獎，心裡更有一陣感動。被
問到為何得獎，陸美蓮笑言，
秉毅曾於電郵提及，覺得她是
自己人生導師，令其決心走上
數學研究之路，希望以此感謝
她對喇沙的貢獻，「可能這就
是原因吧！」

善解學生意 籲分配時間
陸多位學生特地出席是次訪

問，對老師讚不絕口。現於加州
理工學院修讀數學博士的黃永康
直言「沒有她，就沒有今天的
我」。當年黃積極參加課外活動，
曾於選擇辯論還是數學比賽中掙
扎，「是陸老師對數學的熱誠，
感動了我，讓我走現在的路」。喇
沙田徑隊現任隊長暨文憑試考生
李岱軒，則對陸的體諒最感動，

「這2年我花很多時間在田徑上，
成績大跌。有些老師希望我首重
學業，但陸老師很體諒我，明白
這是出於對母校的情感，沒有說
太多，只提醒我要好好分配時
間」。

喇沙書院校長賀敬修士，笑指
陸美蓮教學生動有趣，「一次我
路過課室，她正在講解三角函數
正弦、餘弦、正切等理論。我聽
了一會，解開了困擾我45年的數
學疑問。因為我以前讀中學時，
老師都講得不大清楚！」

麻省理工香港校友會3月26日舉
行晚宴，並向陸美蓮頒發獎項。
2011年度，香港李寶椿聯合世界
書院一位外籍老師，也曾獲得

「MIT啟發教師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熙）獲
「MIT啟發教師獎」的陸美蓮，平日到
底如何啟發學生？她指於發問上花心
思，可能比答案更重要。一次上課時，
她跟學生按既有課程，要用二次方程算
出長方形最大面積：「但討論中有建議
可改變問法，只提供長方形周界而沒有
長與闊，同學們即感到挑戰性，你一言
我一語，熱鬧非常！」她認為此舉像鍛
煉「內功」一般，有助學生把知識融會
貫通，「學問就是這樣累積回來的」。

陸美蓮又指，過往教過很多有數學天
份的學生，不少人數學知識早已遠超自

己。

給機會發揮 讓學生投入
她認為最重要是提供機會予年輕人發

揮，「例如一有數學比賽，同學便會走
在一起。老師需要凝聚他們，變成一支
隊伍，建立積極學習氣氛，他們就自然
投入其中，這些工夫相當重要」。

對近年不少家長送子女學習「奧林匹
克數學」課程或參加比賽，她認為，學
生接觸更多數學並非壞事，「但如果不
感興趣，只是『交差式』學習，就會有
反效果」。

仁大「中國與全球化」講座熱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熙）新高中通識科強

調「跨議題思考與學習」，以及觸類旁通的能力。
樹仁大學去年獲撥款近250萬元，發展「中國和全
球化互動與通識多元化教育」教材及教學支援計
劃，協助中學及大專生掌握有關議題。計劃前日舉
行開幕禮暨全球化與中國經貿公開講座，吸引多間
中學近250名師生出席。

胡鴻烈：國力日漸強大
仁大校監胡鴻烈致歡迎辭時表示，「中國與全球

化」關係密切，兩者要同時閱讀，方能全面理解全
球發展局勢。他指中國一直注重與外國交流，近30
年來國力日漸強大，對世界政、經影響力舉足輕
重。香港學生應更立體地了解內地乃至全球情況，
以擴闊視野。

公開講座以「全球化對中國貿易帶來的挑戰與機
遇」為題，分別由仁大歷史學系主任鮑紹霖、亞太
台商聯合總會總會長潘漢唐及新駿公司主席楊向
杰，就中國未來發展與全球化關係進行演講。同時
講座請來伯特利中學通識科科主任鄧錦輝及學生何

青霞，分享通識科相關議題以及教與學感受。鄧錦
輝指，現時坊間通識教材，每個議題多是獨立成
章；今次教材融合「跨議題」元素，對學生學習更
有幫助。

■勞敏慈（左）及李耀輝（右），聚首

分享昔日開校趣事，同聲表示難忘親自

籌組實驗室。

香港文匯報記者勞雅文 攝

■勞敏慈坦言見證校園一花一草

的成長，感觸良多。 受訪者供圖

■李耀輝擔任航海員時的留影。

受訪者供圖

■勞敏慈（前左五）表示，創校時的科大就只有背後

一棟教學樓。 受訪者供圖

■陸美蓮獲麻

省理工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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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多位學

生對她表示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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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康、學生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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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賀敬修士

及李岱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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