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 -2017 公民教育短講分享 

日期 主講老師 主題 

2016 年 9 月 7 日 廖曉婷 社交技巧 

2016 年 9 月 21 日 羅至美 社交技巧 

2016 年 10 月 5 日 交流團分享 2016 年 8 月東華三院聯校福建姊妹學

校交流活動分享 

2016 年 10 月 19 日 楊嘉豪 幽默 

2016 年 11 月 23 日 陳景玲 地鐵車廂禮儀 

2016 年 12 月 7 日  申雨和 公德心 

2017 年 1 月 4 日 葉海帆 國際級清道夫 

2017 年 1 月 18 日 交流團分享 2016 年 12 月泉州福州五天交流團分

享 

2017 年 3 月 22 日 交流團分享 2017 年 1 月南京歷史文化交流五天團

分享 

2017 年 4 月 12 日 姚珮詩 香港的房屋問題 

2017 年 4 月 26 日 區少銓 器官捐贈 

2017 年 5 月 31 日 交流團分享 2017 年 4 月台灣歷史文化五天遊學團



分享 

 

 

社交技巧  廖曉婷老師 2016 年 9 月 7 日 

 

 

青年自我隱閉行為影響心理發展（圖） 

 

「隱閉青少年」、「宅男」或「宅女」這些名詞的出現，反映現時香港人減少了

正常人際接觸和社交活動。他們不但脫離了群體生活，有時或會影響學業和工

作，而且令身邊的親友非常擔心。 

 

近年，社交技巧，與人溝通是青少年的人生中一大難題。有青少年說，打開話

題就如登天，困難極了！遇到不熟識的陌生人，更是無從下手；有青年表示，



每次正想開口發言，表達自己意見時，卻曾經因為過往失敗經驗，驚惶失措。 

 

雖然現時科技一日千里，在許多情況下，大家只要留守在電腦、電話旁邊，已

可以與人溝通。不過，人類畢竟是群體動物，面對面的互動仍然是主流，是必

需的，無可避免。所以今日我會給大家提議不同的社交技巧。 

 

大家不妨在公眾場合放膽說話，表達自己思想，避免隱藏自己；不要太介意別

人的批評，應嘗試接受別人善意的批評；盡量遷就別人的興趣，不要因為興趣

不同而逃避與朋友相處；嘗試改變自己思想方式，不要只想着之前在社交場合

中失敗的經驗，應該想想怎樣才可以改善到自己的失敗經驗﹖或者可以想想自己

成功的經驗，從而提升自信心；在社交場合中控制個人情緒，不要亂發脾氣，

應心平氣和與別人相處，包容他人，不要立刻否定別人的意見，嘗試多接納不

同人的意見。當然，如果能多接觸不同的事或人，對各方面有一定的認識，話

題自然會衍生出來。 

  



 

 

學習主動與人交往，如主動與人打招呼；例如早上在學校時可主動與校長、老

師、校工或者同學說「早晨」、「再見」、「對不起」、「多謝」 等，但最重要的是

要望著對方說話，才能表達到你的誠意；另外，可以擴闊自己生活圈子，例如

學校會為不同年級的學生安排不同的課外活動，同學應多參與這些校內外課外

活動，才可以與不同的人接觸，從而擴闊自己的社交圈子。但記著當同其他人

談話時，無論是誰人，我們都要注意自己與他人之間的距離，不能有不適當的

身體接觸，要保持適當的社交距離。最後，我希望同學都可以學識愛護、幫

助、關心和尊重別人；如果做到以上的事情，再遵守社交常規的話，我相信可

以改善到同學的社交技巧，發展恰當的人際關係，融入社群，長大後可以變得

更獨立。 

 



延伸閲讀： 

 通識學園：香港隱蔽青年問題 

https://hkdsels.net/2012/05/29/香港隱蔽青年問題/ 

 

 Cheers 雜誌 67 期：你有社交能力嗎？ 

http://www.cheers.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23593 

 

 

社交技巧  羅至美老師 2016 年 9 月 7 日 

 

 

 

社交技巧，對我們每個人都重要，很多人都會意識到社交技巧的重要性，卻沒

有很多人說得上「何謂好的社交技巧」。 



 

Small talk 是很重要的，而 Small talk 也是要有技巧的。今天讓我教大家，可以

讓大家可以毫無困難地，馬上改變自己的社交技巧。 

 

大忌一：「One Word Answer」 

何謂 One Word Answer？就是「只得一個字的答案」，通常是「Yes or No」，

這是大忌，人家問你問題，你答是或否當然是一個答案，但就好像打網球一

樣，人家給了球給你，你不回球，就不能繼續來回搓球了。 

 

這當中又涉及了一些心理學。如果你不停只回答 Yes or No，代表你並不想了

解對方。 

 

那我們要怎樣回答才算是有社交技巧呢? 

對方問你每個問題，你再加一句「你呢」就高了一級，但不是最高級。 

最高級的答法是: 

1. 先利用事實詳細回答對方的問題。 

2. 再扼要敍述自己的想法。 



3. 反問對方，讓對方有「延續話題的空間」。 

 

再舉例子，對方問你「吃了飯沒有?」你可以答：「吃了 (Yes or No)，剛剛在

板長吃了壽司才過來（事實），如果沒有很多時間而我想吃日本菜，板長會是不

錯的選擇，因為它地點就腳，質素可以，也不用排很久 (自己想法)，你呢？也

是吃了飯過來嗎?（反問）」 

 

大忌二：「Negative Wordings」 

說話有分正面負面，這個大忌，比大忌一更差。 

 

例如你去到一社交場合，有個人不停對你說「我因為工作太忙，很大壓力，已

經三天睡不好了」、「現時年青的都幾乎沒有希望，大學畢業都找不到好工作」、

「在香港生活真的很貴」、「這數天都在下雨，真讓人心情不好」你會有甚麼回

應？當然，你大可以反對他的說法，而說些正面的說話；但大部份都傾向於

「隨便答就可以啦，第一次見面，總不能說太多反對的話」，這是人的心理。 

 

大忌三：「Start a story with one word」 



 

 

 

這個大忌，就是對方說了一句話，你就順著他這句話，自己就説了一個故事，

完全没有機會給對方插咀。 

 

例如對方問：「你是做甚麼工作的?」 

你回答：「噢，我是在銀行工作的，這要從我大學畢業時說起...」 

然後用了十五分鐘的時間，從大學畢業開始，一直說到現時的工作。 

 

對方未必是很認真的想了解，有可能只是隨便一問而已；如果你答了十五分

鐘，對方可能很怕再問你問題，因為又要推你的「另外十五分鐘」，就有可能借

故離開了。 

 

好好想想以上三大忌，社交技巧馬上提升！ 



 

延伸閲讀： 

 每日頭條：溝通的藝術，改掉這些言談的壞習慣 

https://kknews.cc/psychology/89m8p6l.html 

 

 關鍵評論：哈佛研究 - 閱讀小說有助提升社交能力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37958 

 

 

2016 年 8 月東華三院聯校福建姊妹學校交流活動分享 2016 年 10 月 5 日 

中五級：周梓軒、廖兆聰 

 

 

交流團師生合照（圖） 



 

中五級 周梓軒 

這次的交流活動，我本以爲只是去踢踢足球，遊覽一下就差不多了，只帶了一

點點期待，不是特別興奮。誰知道，短短六天，精彩盡在其中。六日之間，去

了很多福建省的知名景點，例如泉州南少林寺、廈門老院子景區、湄州島、鼓

浪嶼等，我們觀賞了大型舞蹈表演，拜訪了不同的校園。每天都行程滿滿，精

彩紛呈。話雖如此，有一點不得不提，觀光遊覽的確賞心悅目，但最使我印象

深刻的，反而是，與我們一起同遊福建的泉州七中的志願者們。其實，這次是

有很多志願者參與的，他們都是與我們東華三院屬下學校（例如呂潤才中學、

辛亥年中學等）結盟的姊妹學校的中學生，他們來自泉州、廈門和莆田的中

學。 

 

 

兩校交換紀念品（圖） 



 

中五級 廖兆聰 

每天，志願者都伴隨著我們到處去，一起坐旅遊巴、一起吃圍餐，同住一所酒

店，從早到晚的相處與結伴同行，笑聲此起彼落，話題無所不談：天文地理、

韓星 K-pop、人生目標、閩港語言、中港生活、whatsapp/wechat…… 我們之間

的認識日漸加深，彼此友誼也慢慢建立並變得深厚。的確，到了最後那天，我

們的不捨之情終於在眼淚中緩緩地流露了。回想起來，人際關係其實很微妙，

我們與志願者的背景如此不同，成長地區更不一樣，但相處卻絲毫無阻，有共

鳴、有火花、有歡喜、有失落…… 是甚麽讓我們如此地接近呢？是時間！所謂

“日久生情”，時間是建立人際關係最好的禮物。感謝主辦機構花心思透過觀光

遊覽作爲平臺，創造讓我們與各地同齡人共處交流的時間，既拉進我們，也拉

近我們的心。但願我們日後可以再聚，一同回顧這段同一時光下創造的“集體回

憶”。 

 

相關連結： 

 東華三院：閩港中小學生夏令營暨東華三院與福建省中學締結 

http://www.tungwah.org.hk/education-news/閩港中小學生夏令營暨東華三



院與福建省中學締結/ 

 

 

幽默  楊嘉豪老師 2016 年 10 月 19 日 

 

 

大家早晨，我是楊老師，今日想跟大家分享一個社交技巧，是可以令你的人際

關係更好，它就是幽默感。 

 

幽默能拉近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因為幽默能令每個人都感到快樂，從而使其他

人對你有好感，令你可以與陌生人打開話匣子，尤其是初相識時，不妨講一個

冷笑話。 

 

幽默是人際關係的潤滑劑，能使激烈的矛盾變得緩和，從而避免出現尷尬，令

到問題能更好地得以解決。例如你約了朋友在地鐵站等，但你遲到，你可以好



幽默地說「不好意思，地鐵塞車」。當然，雙方都知道地鐵是不會塞車而只會發

生故障，這樣便可以緩和對方的情緒。當然，最後附帶一句「對不起」就更好

了。 

 

「楊老師，如果我上學遲到，我可不可以跟訓導主任用幽默的方式去解釋

呢？」我相信我們鄺錫坤的學生心目中都知道答案，當然是不行的。無錯，有

時不適當的幽默有機會對事情適得其反，甚至乎令人覺得你不重視，所以以下

有幾點運用幽默感要訣是必需注意： 

1. 必需以你最真誠坦率的態度去承認你的錯誤 

2. 必需要視乎場合，環境和對象 

 

 

 

例如美國現任總統奧巴馬就是使用幽默技巧的表表者了，不論輕鬆至電視訪問

及重要至 20 國集團峰會，只要能恰度好處便能事半功倍了。 



 

如果同學對幽默技巧這個課題有興趣的，可以去參考一本由中學生閱讀叢書推

介，由陳櫟宇主編的「最快樂的幽默囗才」。 

 

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分享，多謝。 

 

延伸閲讀： 

 Cheers：在學校或職場上，如何成為一個「有幽默感」的人？ 

http://www.cheers.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64015 

 

 天下雜誌：幽默感，是人際關係殺手？小心５禁忌 

http://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32024 

 

 

地鐵車廂禮儀  陳景玲老師 2016 年 11 月 23 日 

 



 

 

今日我想分享的主題是「地鐵車廂禮儀」。 

 

在繁忙時間時搭地鐵難免很擠迫，我相信搭西鐵、輕鐵和港鐵的同學們都很感

同身受。 

 

第一，明明車廂中間仍有很多位置，但往往在車上的乘客總是佔著近門的空

間，令在月台上卻想上車的乘客不能上車。佔著近門的乘客往往只是顧著自

己，方便下車，而沒有考慮到卻想上車趕上班上學的乘客的感受，你可知道他

們上不到車是多麼焦急呢？ 

 

第二，車廂空間很有限，人越多就越迫，見到自私的乘客，我猜想正常人也會

生氣。例如：獨自霸佔一條柱的乘客，令到其他人不能使用扶手；或者用電話



打機把喇叭開得很大，影響車廂乘客，以上只是幾個在車廂常見的不禮貌行為

例子。 

 

 

 

文明社會重視公德自重，搭地鐵都有基本禮貌。你可能會反駁「沒有寫到不準

的字眼」，對，這些所謂「秩序」是沒有文明規定，而是人的自律。無可能限制

每個人在車廂的一舉一動，無可能限制每個人使用扶手的位置，無可能限制每

個人站什麼位置。但是禮儀是自律自重，是常識，不懂就去觀察、去學習，養

成良好的品格。 

 

延伸閲讀： 

 香港經濟日報：沈帥青 - 地鐵車廂禮儀 愈迫愈要做到 

https://topick.hket.com/article/504954/沈帥青：地鐵車廂禮儀 愈迫愈要做



到 

 

 每日頭條：各國地鐵禮儀面面觀：新加坡禁帶榴槤 日本不能打電話 

https://kknews.cc/zh-hk/world/p4844rj.html 

 

 

公德心  申雨和老師 2016 年 12 月 7 日 

 

 

 

昨天，當我照顧完我班的學生，連續說話說了一整天，口乾得不得了，帶住疲

累的身體準備回家。在我坐巴士的時候，全架車很靜的，除了引擎聲外，每個

人都緊守著一份寧靜，沒有一個人說話，也沒有一個人發出任何聲音。我正準



備小睡一會，休息一下。當巴士到達下一站時，更多的乘客湧上車。我繼續我

的小休。突然，我聽到手機喇叭的聲音。我開眼，留意到有位女士正在用手機

觀看她心儀的韓劇，似乎，她亦不會有意欲去降低手機的音量。我嘗試閉眼無

視，但無論我多努力，韓文的對白總要從我耳裡鑽進我的腦袋，我腦子裡全都

是「su me da」。結果，全程車，我休息不到，亦被迫聆聽了一段韓文的廣播

劇。那一刻，我真有崩潰的衝動。原來，真的不用太多，一個人，就可以破壞

整架車的寧靜。一個人，就可將所有人的努力抹殺。 

 

這位女士的行徑，我們稱為無公德心。 

 

學校裡面又如何呢？桌面上的垃圾，課桌椅上的塗鴉，廁所裡的衛生……我曾

經聽過有些同學講過，不敢去學校的廁所，因為太污糟了。為何會這樣？為何

總有些人，會隨手亂塗亂畫，會隨手踢壞凳子。試問一下，這對你又有什麼好

處呢？ 

 



  

 

我希望同學能找回失去的「公德心」。不要不講社會公德，只顧自己方便。同學

你們都是這些公物的「主人」，公物是大家公用的物品，每一個人都有愛護公物

的義務。如果你能夠在污黑的牆上遞上一塊抹布，能夠把翻倒的垃圾桶扶一

扶。即使是一份最不起眼的力，也遠勝那些破壞公物的人！ 

 

不要做韓劇大媽，拜託。  

 

延伸閲讀： 

 臺灣蘋果日報：史丹利 - 破窗理論與公德心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70417/109933

6/ 

 

 蘋果日報：可愛小洋妹鬧爆港人冇公德 



http://hk.apple.nextmedia.com/realtime/news/20130712/51552638 

 

 明報：教育有 Say - 公德心 

https://news.mingpao.com/pns/dailynews/web_tc/article/20160308/s0000

5/1457373733601 

 

 

 

 

 

 

 

 

國際級清道夫  葉海帆老師 2017 年 1 月 4 日 

 



 

 

【國際級清道夫】日本男再來港執垃圾 一行 32 人自費來港清潔海灘 

 

自從內地垃圾湧港後，香港的海灘都充斥着大批垃圾，當時美國及澳洲傳媒也

有報道。來自日本沖繩的 31 歲男生鈴木博將（Hiromasa Suzuki）看過新聞後

決定自發來港幫忙清理，在 8 月來港數天執垃圾後，近日也再次來訪，今次更

帶同逾 30 位日本人到海灘進行大掃除！ 

 

身為日本環保組織 Open Earth 成員的鈴木博將，2013 年起已在沖繩的沙灘執

垃圾。於今年 9 月初，他亦曾到印度海灘清理廢棄物，其後在月中遠卦內蒙古

的沙漠進行第十六屆的植樹行動。熱心環保的他相信自己的力量能改變世界，

所以不斷組織活動希望更多人一起愛護大自然。 

 



  

8 月初來港到大嶼山及黃金海岸清潔 （圖） 

 

不懂廣東話的鈴木博將 8 月初來港時，曾到大嶼山南部及屯門黃金海岸海灘清

潔。當他開始執垃圾後，他驚喜發現不少港人也加入他的行列，大人小朋友一

起熱心執拾，他坦言深受感動。 

 

鈴木博將早前在 facebook 指，自 11 月底開始，他將會到世界各地清潔海灘，

第一站就是香港，並呼籲日本人參與。據其 facebook 發布的計劃，他們由 11

月 25 日出發，旅程為期五日，每人需自費逾萬元來港，包括只有 10 歲的男

孩，他更為了參與這次旅程耗盡儲蓄。鈴木博將亦向《南華早報》表示，對於

這麼多人為了保護環境願意自費來港，非常感動。尤其參加者來自社會不同階

層，對於大部份人來說，萬多元並不是隨時能夠拿出來。 

 



他們一行 32 位日本人，在 11 月 26 日到大嶼山大浪灣海灘、翌日就到南丫島

蘆鬚城海灘執拾垃圾，最終清理的垃圾有 135 袋、552 公斤。據悉，環境局副

局長陸恭蕙與 10 位港人亦有在周日現身幫忙。有同行者表示此行難忘，一邊

感受大自然一邊清潔，感覺是個不可思議的緣份；也有參加者稱「為了將來，

我們創造了希望」。 

 

延伸閲讀： 

 明報：社會實驗﹕海灘垃圾 無法物歸原主 膠樽幾耐才分解？ 過對面馬路

你就知 

https://news.mingpao.com/pns/dailynews/web_tc/article/20170416/s0000

5/1492278526790 

 

 環保促進會：香港國際海岸清潔運動 

http://www.greencouncil.org/tchi/community/icc.html 

 

 

 



 

 

 

 

 

 

 

 

 

 

2016 年 12 月泉州福州五天交流團分享    2017 年 1 月 18 日 

中五級：周梓軒、廖兆聰 

 

  



交流團師生合照（圖） 

 

廖兆聰（廖）、周梓軒（周） 

 

廖：周梓軒，你是否贊成在西九起香港故宮博物院，這是近來最熱門討論的議

題。 

周：本來香港故宮對我也沒什麼關係，但是我們參加過「福州泉州交流團」

後，並且參觀過眾多的博物館後，我才感覺到原來博物館可以學到很多知

識。 

 

廖：可否舉些實際的例子，你參觀博物館後，學懂了什麼知識 ? 

 

周：比如說茶文化博物館，學懂了茶藝文化，學到如何知道茶葉好壞，泡茶的

方法和技巧，還有品嘗烏龍茶的韻味。老院子民俗文化園，參觀老院子

後，我學到關於自己或別人的姓氏來源。船政博物館和馬尾船政文化博物

館，我學懂了中國的舊式軍艦和中國的海軍歷史。在福建省博物館裏，我

們欣賞到古代的青銅器，很多朝代的瓷器、書法等藝術作品。還有，泉州



市博物館、華僑歷史博物館，使我除了認識到中國的近代史蹟，原來泉州

是「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 

 

廖：當你說到「海上絲綢之路」，是時候我要拋一下書包，海上絲綢之路是中國

「一帶一路」發展概念的其中一部分，「一帶一路」發展概念包含了『絲綢

之路經濟帶』和『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這是中國對外發展的重要戰

略。 

 

周：我們在泉州亦參訪了我們的姊妹學校「泉州第七中學」，七中是當地的名

校，而且有國際課程，有不少外國交換生，而在機械人研究方面，更是全

國中學最頂尖的學校，獲得不少國際的獎項。  

 

廖：在學校裡與七中的同學談天說地，交換聯絡電話及電郵，兩校學生的音樂

及文藝表演相互交流切磋，包括我們學校流行音樂樂隊表演，當我表演時

候，我看到七中不少女同學向我投以注視的眼神，當然不是因為我英俊，

而是她們對我們表演的廣東歌都感到興趣，而泉州七中同學表演唱歌，跳

舞等，表演亦非常精彩，除了兩校學生溝通交流，最後更有合照留念，此



行真是收穫豐富。 

 

  

兩校交換紀念品（圖） 

 

周：我們在泉州除了參觀中學，亦有參觀了華僑大學，看到我們的學姐張天愛

同學，及 7-8 位在華僑大學就讀的香港學生，為我們介紹大學的學習生

活，你有沒有興趣回內地讀書呢?  

 

廖：我認為華僑大學的校園環境十分宜人，學習的環境舒服優美，不錯的學習

氣氛。我想回內地升學，因為很多學科很適合我。我還有一年的時間讓我

作升學的計劃，那你呢，有沒有到內地升學的打算?  

 

周：我認為華僑大學十分幽靜，是很好的學習環境，而且有很多香港大專院校



沒有開辦的科目可作選擇。假若我們的學姐可以入讀華僑大學，那只要我

們肯嘗試也一定有升學機會。 

 

相關連結： 

 泉州福州五天交流團

http://www.twghsksk.edu.hk//modules/ugm_page/index.php?msn=62&cs

n=22 

 

 

2017 年 1 月南京歷史文化交流五天團分享   2017 年 3 月 22 日 

中二級：何宗寶、鄭嘉焯 

 

交流團師生合照（圖） 



 

何宗寶（何）、鄭嘉焯（鄭） 

何：大家好，我是 2A 的何宗寶。 

鄭：我是 2A 的鄭嘉焯 

 

何：我們今日會分享南京交流團的感受。鄭嘉焯，你在交流團感受最深的是什

麼？ 

 

鄭：在這五日四夜的南京團中，發現香港人與南京人有著不同的生活方式，比

如說香港人的生活節奏急促，而南京人的生活節奏緩慢，而我最喜歡是南

京有很多一些平常在香港吃不到的美食，例如桂花糕、鹽水鴨等⋯⋯ 

 

何：雖然這是一個短暫的交流團，但對於我這個喜歡中史科的人來說，南京是

六朝古都，可以參觀多個歷史建築，這次能夠跳出教科書及課室的限制，

學懂更多歷史知識。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

使我們知道南京大屠殺對中國人民的傷害，使我反思戰爭可怕，因為每一

次的戰爭會有很多人在戰爭當中犧牲。 



 

鄭：我也贊成參觀「大屠殺紀念館」使我心情很沉重，知道日本侵華對中國人

民帶來了永不能磨滅的悲痛；從前我只是在電視上或書本上知道南京大屠

殺這件事，可謂認識不深，到南京大屠殺紀念館參觀，學到的並不是要我

們去記著國家的仇恨，而是要我們從歷史中得到教訓，明白和平的可貴。 

 

何：而我們亦參觀一個與香港很有關係的地點，就是靜海寺。 

 

鄭：我只是知道在 1842 年，清朝與英國在寺內進行了有關《南京條約》的談

判，對香港來講還有什麼特殊的歷史意義? 

 

何：因為清朝《南京條約》上簽字，條約規定中國將香港島割讓予英國，靜海

寺入面有「《南京條約》議約」展覽陳列。 

 



 

師生於靜海寺合照（圖） 

 

鄭：除了靜海寺外，我還喜歡明孝陵的那安靜的林蔭大道，也喜歡感受秦淮河

畔那熱鬧繁榮的氣氛，我很喜歡民國總統府的歷史介紹，還有姊妹學校伯

樂中學的體育館等等。 

 

何：早會的時間寶貴，我知道南京交流團照片、片段及行程介紹已在學校網頁

內找到，同學有興趣可以到校網瀏覽。 

 

何、鄭：多謝各位！ 

 

相關連結： 

 南京歷史文化交流五天團 



http://www.twghsksk.edu.hk//modules/ugm_page/index.php?msn=61&cs

n=22 

 

 

香港的房屋問題  姚珮詩老師  2017 年 4 月 12 日   

 

 

豪華版籠屋（圖） 

 

校長, 各位家長, 各位老師, 各位同學早晨 :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段新聞。請問各位同學有沒有聽過「出租太空站」或

「WORKSPACE」？  

 



 其實「出租太空站」或「WORKSPACE」是指豪華版籠屋。大家認為豪華版籠

屋面積有多大? 豪華程度又怎樣的呢? 大家有沒有被「豪華」這兩個字吸引，

考慮將來嘗試入住？現在就讓我為大家介紹豪華版籠屋究竟是怎樣的一回事。 

  

 首先豪華版籠屋的位置是距西營盤港鐵站約 5 分鐘路程，交通便利。 

 

第二，單位面積約 500 呎，不過並非個人獨佔，而是把單位改成 10 個床位出

租，每個床位約 4 呎闊床位。 

  

第三，每個床位有獨立燈掣及 1 個電插頭。 

  

第四，一個迷你儲物櫃，大小只能放 2 至 3 件衣服。 

  

第五，近入口則間了兩格浴室及 3 個洗手間。 

  

第六，開放式廚房，不設洗衣機。 

  



最後，100 呎「共用會議空間」其實是單位外的露台，沒有桌子及椅子。 

 如果租住豪華版籠屋，我們需要支付月租 3,500 至 4,500 元。 

租住單位的目標人物是上環高級職員及學生，宣傳內容更指 24 小時開放及使

用電子密碼門鎖，提供全面辦公室設備支援，包括共用會議空間、打印、光纖

網絡等，更寫上「傳承宿舍的熱血拼搏精神，把夢想帶到太空，太空站設有十

個創夢的太空鬥士基地」作宣傳。 

 

 大家有沒有想過為甚麼香港會有這類「籠屋」被包裝成「安全」、「豪華」、「多

設備」？原因其實大家都可能知道，現時香港樓價貴，連床位都有價有市。 

但大家有沒有想過這類籠屋是否符合建築物條例及消防安全？ 

 

大家還記得 2011 年土瓜灣馬頭圍道和旺角花園街，先後發生唐樓劏房大火奪

命，都是最佳例子，突顯很多劏房都違反建築物條例和消防條例，令人關注在

房屋供應不足下，政府實應正視劏房問題。 

 



 

 

另外，去年牛頭角淘大工業村時昌迷你倉奪命大火發生後，當局巡查 259 幢舊

式工廈，又發現不少被改建成劏房，突顯在工廈或住宅大廈違規劏房問題非常

嚴重。 

 

其實政府監管劏房只是治標，開拓新土地才是治本。同時現屆政府應在太空站

仍處萌芽狀態下，便應就安全問題出手，千萬不要待出事後才正視，以免太空

站像劏房一樣遍地開花，屆時就更難處理。 

 

我們期待新特首林鄭月娥應加快政府對中長期開發新土地的工作，包括在維港

以外大規模填海、開發棕地、在偏遠僻陲的郊野公園覓地，只有具足夠土地，

才能興建更多公營房屋，解決樓荒。 

多謝各位 



 

延伸閲讀： 

 蘋果日報：爽通識 - 香港房屋問題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30626/18312997 

 

 每日頭條：實拍香港籠屋，繁榮背後的「貧民窟」生存狀態 

https://kknews.cc/zh-hk/news/2ampej9.html  

 

 

器官捐贈   區少銓老師  2017 年 4 月 26 日 

 

 

 

同學們最近應該有留意一則新聞，因急性肝衰竭急需換肝的 46 歲婦人鄧桂



思，其 17 歲零 9 個月大的長女雪兒因未成年不能捐肝，但幸獲 26 歲的鄭凱甄

（阿甄）捐贈肝組織，但新肝在鄧體內未能完全適應運作，至本月 20 日需接

受第二次換肝手術，由另一位有心人捐出屍肝再移植。 

 

我看了這段新聞後有產生幾個疑問，第一個疑問是兩個人素未謀面，為何鄭凱

甄（阿甄）肯為陌生人捐肝。原來阿甄當天看到報章報道關於鄧桂思的消息

時，在救人要緊、勇氣驅使下希望捐肝，爸爸和男朋友都覺得不應冒險，亦要

考慮家庭經濟及復工等情況。因為阿甄的媽媽是肝炎患者，不排除將來有機會

需要她捐肝。人一生只有一次捐肝機會，因此她考慮了一晚，救人一命勝過她

的身體之苦，她說「將心比己，如果自己或自己家人有事，都希望有一個奇

迹。」，阿甄亦希望藉此機會推動「活體捐肝」的行動。 

 

另一個疑問是既然情況緊急，等不到幾天換肝甚至會死亡，為什麼親人不捐肝?

原來由於鄧桂思大女 Michelle 尚差 3 個月，才符合 18 歲法定器官捐贈年齡，

故不符合資格捐肝救媽媽。另外捐肝亦須視乎捐贈者的血型、肝功能，有沒做

過大型手術等，因此鄧桂思配偶亦不符資格。 

 



我又想，為什麼要做兩次手術，先移殖活體肝再移殖屍肝? 是不是醫院的醫療

失誤？以這次瑪麗醫院肝臟移植中心為例，至今做過 57 宗再移植手術， 5 年

內生存率達 85%，高於國際水平，亦是全亞洲等一。阿甄捐肝可延長了鄧桂思

1 星期「黃金時間」，找到更適合的肝臟，故絕無浪費，絕對是救了鄧桂思性

命。  

 

 

 

活肝移植對捐贈者及受肝者的身體，皆會造成大影響，受肝者更可能出現嚴重

併發症，因阿甄只可捐出三分二肝臟，體積和功能較小，失敗的機率高，以鄧

桂思為例，便因接受活體肝臟移植後出現肝臟血管栓塞，最終要再接受屍肝移

植，故醫學界認同鼓勵捐贈器官（死後捐屍肝）勝於要求親屬冒險捐活肝救病

人。 

 

鄧桂思 8 日內兩獲好心人捐活肝及屍肝方得以續命，引起各界關注，但其實本



港現在仍有 90 多名病人於換肝輪候冊上苦候屍肝，本港屍肝捐贈數字偏低，

每年平均只有 25 宗，每年近 3 成病人（30 多人）因等不到捐贈而死亡。 

 

鄭凱甄的行動不單救了鄧桂思，亦為整個社會作出好榜樣。因為鄭小姐的無私

行動，近期中央器官捐贈登記名冊登記人數有所上升，由今個月首個星期的數

百人，增至上星期的 1300 多人，今個星期更上升至 1500 多人。資料顯示，香

港在 2015 年每百萬人中僅有 5.8 人捐出器官，屬世界上最低的比率之一，亦

僅及西班牙及克羅地亞的七分之一。每年 4.4 萬人去世，但 2015/16 年只收到

334 人去世後捐出器官的資料，器官捐贈率嚴重偏低。香港每天都有超過二千

名病者及其家屬焦急地在苦苦等待，病者還要每一天忍受著與死神搏鬥的煎

熬。更遺憾的是，有不少病人會因為等不及適合的器官，便離開這個世界。聽

到這裏，各位同學是否對鄭凱甄無私偉大的奉獻精神有所動容? 

 

為著縮短病者等候的時間，使他們能及早重獲新生，鄭凱甄勇敢捐贈部分肝

臟，這的確帶來積極正面的意義，尤其讓香港市民明白器官捐贈之重要性及其

價值之所在。 

 



延伸閲讀： 

 衞生署：認識中央器官捐贈登記名冊 

http://www.organdonation.gov.hk/tc/knowmore.html 

 

 世界新聞網：西班牙如何成為全球器官移植領導國家？ 

http://www.worldjournal.com/4929144/article-西班牙如何成為全球器官移

植領導國家？/ 

 

2017 年 4 月台灣歷史文化五天遊學團分享  2017 年 5 月 31 日 

中三級黎嘉淳、中四級鄭子謙 

 

 

交流團師生合照（圖） 



 

鄭子謙（鄭）、黎嘉淳（黎） 

 

鄭：大家好，我是 4B 班的鄭子謙 

黎：我是 3A 班的黎嘉淳 

黎：我們今日是分享台灣交流團的感受。 

鄭：你在這次交流團有什麼事令你難忘呢? 

 

黎：首先行程的第一天，我可以坐商務客位去台灣，令我感到深刻難忘，服務

員招待周到，另外這次交流團我們一共去了兩間大學參觀，但為我帶來最

印象深刻的是參觀「銘傳大學桃園校區」。在大學烹飪體驗課程中我們學會

造餅乾及蛋糕，我也將製成品帶回香港品嚐，令我加深了對烹飪課程認

識。子謙，你在這次交流團有什麼事令你難忘呢? 

 

鄭：我發現到在大學生活中學懂的不只是知識，而是跟老師、朋輩相處時，學

習到的社交技巧知識。當地的老師很親切，朋輩間互相幫忙及交流，讓人

可以愉快地交流知識，從中獲取友誼。大學的生活多姿多采，學校提供了



很多活動讓人參與。華梵大學上課的晚上，我與一名大學生交談，從而得

知大學的生活所給予的不單是知識，還有教導學生學習方法。例如我們在

「土木工程系」的體驗課程中，我和其他同學合作把大大小小的木塊砌起

來，變成十個人也能承重的地台，過程很有趣。黎嘉淳，你在台灣有沒有

買了什麼戰利品？可不可以和我們介紹一下。 

 

黎：我們曾去過一條古色古香的街道-三峽老街，那裡有很多懷舊的飾品、玩具

及小玩意，也有一些「古早味」即是古老懷舊的零食。我在台北的誠品書

店買了很多精美的文具，那裡圖書種類繁多。桃園夜市及台北饒河夜市人

山人海，有很多特色的小吃，在香港都較難吃到。但比較麻煩是掉垃圾，

因為台北是全面實施垃圾分類及垃圾收費，在街上很難像香港常見到垃圾

桶。 

 

 

台北饒河觀光夜市（圖） 



 

鄭：說起垃圾分類，我們在台北參觀碳中和樂園，顯示了環保可以減廢為能，

在從前的垃圾場重建環保樂園，在內提供處理污水的設施，反映市民可以

透過不同的方法保育地球，減少廢物，並回收資源，改善空氣質素。環保

意識的提升會對社會風氣及經濟的推動有良好的影響，市民的環保意識提

高，促進商業發展。 

 

黎：經過這次的交流活動，我不但學到個人的生活技能，還了解到很多台灣的

風土人情，以及推行環保的措施。在過程中，我最大的收穫是體會到台灣

大學的讀書氣氛和學習環境。 

 

鄭：但是早會的時間寶貴，我知道台灣交流團照片、片段及行程介紹已在學校

網頁內找到，同學有興趣可以到校網瀏覽。 

 

黎、鄭：多謝各位！ 

 

相關連結： 



 台灣歷史文化五天遊學團 

http://www.twghsksk.edu.hk//modules/ugm_page/index.php?msn=65&cs

n=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