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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麗妍

泰國義工計劃  

用「地球村」來形容今日的世界，確是因國與國之間不斷膨脹的貿易，不停的資訊往來，變得真實，但不同國
界人士的認識與溝通，互助與互愛，卻遠遠追不上「硬件」發展的速度。 

泰國攀牙省蔻立海嘯災後重建發展義工計劃因應而
生，希望藉著異地社會服務，體會和學習，分享與
溝通，鼓勵科大同學跨越國界，與在同一「地球
村」內的異邦人民多一點溝通。 
 
三位分別是零年級、一年級及三年級理學院的學
生，其中有一位是來自四川，他們都是第一次去這
個有待發展和偏遠的地方蔻立。多謝飢援(香港)有限
公司 Food for the Hungry (Hong Kong) Ltd. 的安排和科
大iEMBA同學容永祺的贊助，他們圓滿地完成了14
天的義務教學，為自己的生命加添一份異國情懷，
並且在學習與不同國界的人士相處溝通上，建立了
一些基礎。 

 



 

 

三人行：（左起）宋晶菁，黃麗妍，唐淑儀 

 

在平凡的十一月… 

三位互不相識的大學生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下，不約而同
報名參加了由學生事務處舉辦的泰國攀牙義務工作體驗
之旅。經過篩選和面試後，她們的旅程就展開了。 

在出發前的幾個星期，我們了解過是次活動的一些簡單
背景。因為這是一個先鋒計劃，大家所知的不多，有很
多事情也需要我們自己去發掘。我們大概知道的只有行
程、居住的地方環境及一些有關海嘯後攀牙的資料。大
家心裡頭雖然有很多疑問，但我們還是抱著樂觀的心態
去面對。 

學校坐落在… 
 
一個長有椰子樹的沙灘旁邊，地上滿是塵土和沙礫，但很潔淨。小孩子們穿著整齊的校服，有時是童子軍裝，
有時是運動裝，有時是富有泰國特色的花襯衫。他們十分熱情和活潑。每日當我們乘坐的車駛進學校時，小孩
們就會叫起我們的名字來。 

 
學校不大，操場兩旁是兩排教室，牆上有著可愛的塗鴉。每
個年級只有約十個學生，一個年級有一至兩名老師負責教授
所有課程。除了我們三位女生外，還有兩位志願工作者在學
校工作。來自瑞典的陽光女生Karin和美國男生Mike會在這裏
逗留三個月，孩子們跟他們早已經混得很熟了。我們三個人
一組，在一周之內輪流到每個班級去做一些活動，教一些簡
單的英文。在賓館裏面的準備是比較讓人頭痛的，鑒於孩子
們英文能力比預期低，我們降低了每個年級活動的難度。每
天要準備一整袋的彩筆、刻刀和打印紙，光著腳站在滿是塵
土的教室裏面，從早上九點伴著孩子們直到下午兩點半。這
聽上去是挺容易的事情，但往往我們回到賓館時已經是筋疲
力盡了。

我們為他們… 

準備了許多有趣的活動，例如跳繩、唱歌、走迷宮、填字遊
戲、塗色、畫手印、甚至是做蛋糕。在所有的活動中我們試圖



   

 

 

向他們灌輸一點英文知識，例如跳繩時我們會邊打手勢邊說：
“step back”，他們很快就學會，乖巧地照做。走迷宮遊戲時我
們又順便教他們有關海洋動物的英文單詞，告訴他們怎麼用英
文表達顏色、天氣、日期和水果等等；有時還舉行一個小小的
比賽並且贈送小禮物。從孩子們無憂無慮的天真笑臉上面，我
們似乎也看到了一個相似的童年。 

一天上課時我們調查了所有六年級學生的理想， 後我們得到
的答案中有了一個dentist、一個doctor、一個singer、一個
cook、五個pilot、一個magician，甚至還有一個D.J.。孩子們
是天真而充滿希望的，而我們也希望他們當中有些可以憑自己
的聰明才智，走出這個小村落，到泰國的首都曼谷去，或是更
遠，飛向世界。 

還記得… 
 
第一天到達蔻立的時候，我們真的嚇了一跳。因
為我們想不到竟然會在這麼優美寧靜的地方當義
工。在這裡長長的海灣沙幼水清，給人一種平和
舒暢的感覺，怪不得有人把 Khao Lak 稱作泰國
的「忘憂谷」。由於學校離蔻立不遠，因此，我
們在課餘的時間也會到處遊覽一下，包括蔻立國
家公園以及 Sai Rung Waterfall 等等。可是，我
們 喜歡到酒店外面的 Bang Niang Beach 去看
日落，那裡的海水清澈見底，遊人也不多，感覺
上還真的很像一個屬於我們自己的海灘。住在蔻
立的那段時間，我們才真正感受到什麼是遠離煩
囂。 
 

在星期六及星期天，我們也會到布吉島觀光。布吉島是著名的旅遊勝地，五光十色，與清幽的蔻立比較，確有
天淵之別。皮皮島、芭東以及卡倫海灘的水上活動包羅萬有，到處也是遊人，感覺上跟香港沒有兩樣。當地的
義工還笑說海嘯過後的芭東海灘是 漂亮的，不過當你看到海灘上一排排的沙灘椅，此話亦不難理解。 

 



鳴謝：Food for the Hungry (Hong Kong) Ltd. 

飢援(香港)有限公司作出安排 

容永祺先生贊助 

你地係咪都好想參加呢D咁有意義同咁有樂趣o既活動? 

咁記住多D留意 Science for Success o既 website 啦 
http://sci.success.ust.hk 

令我們印象深刻的是… 
 
泰國的小孩子都是很熱情及有禮貌的。第一天到學
校的時候，他們知道有客人來便紛紛拿椅子給我們
坐，又很乖巧的端杯凍水給我們。還有，他們午飯
過後會自動自覺地清洗碗碟，這一切恐怕香港幸福
的小寶貝是比不上的。有一天在吃過午飯後，大家
在草地上打排球、玩遊戲，當我們三個都累得坐在
草地上的時候，她們卻替我們按摩一下，真令人窩
心啊﹗ 

  

讓我們驚歎的是，這些孩子們懂得報答。離開前的一天，我
們與他們共進午餐，離開時大家背包裏面塞滿了他們拿來的
零食和水果，雖然都是些不值錢的東西，但是他們執著的態
度讓我們感受到他們小小心靈裏的善良和美。不僅是我們給
他們帶來歡樂，他們也給我們留下無窮的回憶。 
 
在攀牙多住幾天後，我們便跟酒店的職員混熟了。他們都平
易近人，樂於幫助我們。從他們──海嘯中的生還者──口中
得知一個又一個真實及令人傷感的故事。即使事情已過去
了，我們仍可以深深地感受到他們的恐懼、不安。但我們更
需要學習的是他們樂觀的性格以及從容地面對未來的日子，
真希望當地的經濟能復甦，並重拾昔日的繁華。 

在這十三天裡，我們接觸 多的就是泰國美食。這裡的食物
都很平宜，一頓晚餐也不用廿塊錢。另外，有一次當地的義
工帶我們吃火鍋， 特別的不是店內供應燒味及點心，而是
當地人愛將鍋內的湯煮成粥！ 



 

學生輔導員鄭峰生 (Brian Cheng)

看看地上堆積多年的輔導材料，再望望書架上一行行「快勞」盒的經典收藏，正在猶豫該
從那裏開始 … 毅然作了決定並準備要開始棄掉東西之際，忽然間，不知為何眼睛會滿了
淚水，本來平靜的心頭突然湧起了一些難言的感受，是依依不捨嗎 … 冷靜下來的時候，
心裏出了一句說話，該要離開的時候到了 …。

十四年的努力耕耘，好像昨天一樣地走了，回憶這段日子，一張張熟悉的同學和同事的面
孔，一段段共同奮鬥的故事；我想大家在科大付上的不單是努力，不知不覺中，連感情也

 



付上了。在科大的日子，得到的不祇是一份好工作，同時得到了很多的友情，很多的信
任，很多的欣賞，帶給我很多滿足感和成功感。

「要走了」的確不是一個理性的決定，我所信的上帝給我和愛妻一份新使命，今後我們要
朝向「地球村」的貧困社群去，關懷、鼓勵和建立他們，帶給他們多一份希望。親愛的同
學們，再見了；同事們，請珍重。當我想起你們的時候，定為你們祝福；當你想起我的時
候，請代禱。若想與我聯絡，請電郵 bcheng@fhi.net (fhi 代表 Food for the Hungry
International, www.fhi.net) 或致電 (852) 2560 6364，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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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is SJSC all about? 

In last June, a new initiative ─ the Smart Job

Seekers Club (SJSC) ─ was launched by the Career
Center to assist a group of 2005 HKUST fresh
graduates who were still available for employment
at that time. The 2nd intake also took place in the
past winter break, Jan 2006, with enrolments from
both Year 2 and Year 3 students of the School of
Science. The satisfactory feedback has made SJSC
a special program to be held in the summer and
winter breaks in the near future. 
 

Being the first of its kind, SJSC is primarily designed to assist Club members in acquiring the job hunting skills required
to search for their first graduate job. 

What do SJSC members expect to learn/gain? 
 
In particular, SJSC members are expected to learn/gain: 

who they are and what they can do, including their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2. COMPREHENSIVE 
SJSC covers all the essential knowledge and skills in career planning and job hunting. Apart from the core components,
members can select from the optional programs to meet their individual needs.  

their unique selling points when marketing themselves to employers;

skills as to how to present themselves to employers on CVs and in job interviews;

ways to conduct hidden job market research; and

opportunities of networking with potential employers based upon participants' career interests.

How does SJSC differ from other job search training programs? 
 

SJSC is distinguished from other job search training programs
delivered by the Career Center in threefold: 

1. INTENSIVE 
SJSC members are required to attend a series of intensive
training activities, including workshops, networking events,
field trips, just to name a few, within two weeks. It is really
demanding but the extraordinarily satisfactory attendance of
most members has confirmed its feasibility and reflected
members' strong motivation and commitment. 

 

 

 
Competency-based Interview Workshop 



 

 

How useful was SJSC? 
 
All SJSC members found the Program useful, informative and valuable. Here's what they said: 

 
Networking Event

3. PARTICIPATIVE 
SJSC is featured by its emphasis on members' active
participation and contributions. For instance, members from the
1st intake worked together to produce a 7-minute video, "How 
to be a smart job seeker?". This fun and useful video is available
on-line at the Career Center's website for browsing. (click on 
http://career.ust.hk/, select "Career Education Program", 
choose "View Career Talk Video" and look under "How to be a 
smart job seeker?") 

 



Dora:

"...With your kind help over the past weeks and luck, I have got some offers and decided to take the one which I
am supposed to start working next Monday..." 

 

Yvonne:

"Many thanks! If it were not for you, I would not have the chance to know Bonnie (my present employer) and
even get this job..." 

 

Janice:

"...Before joining this program, I had no idea about my personality, the world of work or interviewing skills.
Thanks to Alan and Cheryl very much as they had provided a comprehensive training for us to prepare ourselves.
SJSC is worth joining!" 

 
Company visit to SGS HK Ltd. 

 
Chris: 

"...To me, the MBTI and SDS really figure out my personality and some career choices that are suitable for me as
a reference, as well as consolidate my direction of job-seeking...The most wonderful part of SJSC, personally, is
the Competency-based Interview. I hadn't anticipated job interviews could be so challenging and unexpected. It
was really a GOOD trial for me and made me recognize my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Eric:

"SJSC is one of the most enjoyable programs I have ever participated in UST...I can get more exposure during
the networking events since I have met professionals of different fields, understood their daily work, and sought
career advice from them such as how to enter that field and how to be successful in work. I would like to say



 

  

<< Back to home

 

thank you to Alan and Cheryl again because I really learn a lot" 

 

Way:

"...The activities include lots of interactive ingredient that won't let you just sit and listen there; you can think
and participate more. Moreover, the mock interviewer from the Airport Authority HR Department inspired me on
identifying my career goal." 

Interested to join SJSC? 
 
Contact Mr. Alan Yim, Manager, Student Career Service, SAO
at 2358-8461 or by email at alan.yim@ust.hk. 

The next intake will take place in early June 2006.  Watch out
for our announcement in May and join us! 

 

Happy Reunion



 

科大宿生們對「卓賢匯」(Confluence Dinner) 一定不會陌生，因為這是一項定期的學生教育活動。「卓賢行」
(Confluence Mentorship Program) 又是什麼? 它就是科大學生事務處為學生設立的「師友計劃」。 

神話中的王子跟隨島上的智者學習，就是最早的「師徒關係」(Mentor-mentee relationship)，而「卓賢行」就是科
大學生事務處為學生設立的一個平台，幫助學生尋找生命中良師的計劃。 

 



 

大學內除了由學生事務處主辦的「卓賢行」外，學院、學系及學會亦會舉辦類似的「師友計劃」。不同的「師友計
劃」在對象或配對上可能會有一定的差別，同學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參加及尋找自己課室外、生命中的良師。同學
在獲分配導師之後務必緊記必須「主動」。主動約見導師，也應主動地用電郵、書信或問候卡與導師聯繫和分享。
如果導師邀請同學出席活動，同學亦應盡量參加。當然同學亦應該主動從導師身上學習不同種類的知識與技能。 

「卓賢行」由二○○二年開始舉辦，已經有四年的
歷史。此項一年制的師友計劃，由一位有經驗的
導師帶領學生，透過整年的相處和溝通，協助學
生建立信心，發掘潛質和拓展能力。每年「卓賢
行」約有一百對師友參與。 

「卓賢行」內所有導師都是義務的資深社會領袖
和專業人士，他們除提供專業指引及協助學生在
教育、社交及個人發展外，亦透過不斷的相處及
溝通，同時可能成為學生的朋友、推動者、榜
樣、支持者，甚至是有著同一目標的伙伴。雖然
「卓賢行」是一項一年制的活動，但這種亦師亦
友的關係是不會因為計劃完結而終止，因為導師
及門生在這一年內已經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卓賢行」及其他師友計劃都有一個共同的特
點，計劃本身只是一個平台，一個為「師」、
「徒」牽紅線的「媒人」，師徒關係的發展是非
常有賴於師徒間的互動。計劃本身亦非常鼓勵師
徒根據各自的發展需要而定立學習目標或發展方
向，例如：社會服務、專業發展、職業教育、建
立自信、拓展人際關係等等。 

  
2005-2006 「卓賢行」啟動典禮 

還有一點同學須要留意的，就是導師不單是
為你解決問題的前輩。同學很多時只會在有
需要或是有問題時才去尋求導師的幫助。之
前提過，這是一種亦師亦友的關係，所以與
導師分享你的生活體驗，人生感受亦是非常
重要的，這有助於互相了解及建立感情。 

 



同學如對「卓賢行」有興趣，就要密切留意每年九月學生事務處或你所屬學院所發放的有關宣傳。如同學想知道更
多有關「卓賢行」的資料，可以瀏覽以下網址: 

https://www.ab.ust.hk/sao/ConfluenceWeb/ 

參考書目：高彥鳴(2005)，啟導人師，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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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括而言，要發展一段成功的師徒關係必須
互相尊重和信任、關懷和樂於溝通，同學亦
需要有學習的主動與熱誠。 



 

 

 

大學生每年的暑假一般都會長達兩三個月，有人會利用這假期讀書進修，有人會選擇去旅遊（充電）輕鬆一番，
有人會參加交流計劃增廣見聞，有人會做暑期工作掙錢儲蓄，有人會舉辦學生活動推廣興趣。大家的出發點和目

  學生事務處學生就業服務 
高級經理蕭觀明

 

前言：  
 
現代的年青人一生中一般會有十一、二個暑假，部份有能力升讀大學的在他們畢業投身社會工作前更可享有
多至十七、八個暑假。隨著年齡和程度的增長，他們有更大的空間和自主度去安排和選擇他們的暑期活動。
多年來的活動種類、內容、性質和深度對他們的個人發展其實也有著深遠的影響，怎樣在人生中有限的暑假

好好的選擇和參加不同的活動，以配合和準備他們將來的發展實在也應仔細思考和安排。  

 



 

的雖也不盡相同，但說到底大家都正在為自己的將來做一些準備吧！ 

一位僱主基於公司業務上的需要，聘用了一位學生做暑期工，在工作完成後給他金錢以作回報，其目的是利用金
錢換取這位同學的時間、知識和勞力去完成公司的工作。這位同學同樣基於公司給他金錢而去接受這份暑期工
作，當然他亦可能從這份工作學習和吸收到一定的經驗，但若然沒有金錢的回報，他還會願意花同樣的時間和精
力為這公司做事嗎？這名僱主和同學的出發點主要是基於買賣和交換上。  

另一名學生則自發地向一間公司提出，要利用暑假幫公司做一些工作，另外亦明確表示希望從中考驗自己的能
力，認真學習和吸收在課堂書本以外的實際工作經驗。有關公司主管本來也不需要這名額外的員工，但抱著回饋
社會及培育新一代的心態，也願意花點時間和資源為這名學生提供一個以學習體驗為基礎的實習機會。正因為這
次的接觸並非建立於需要和金錢上，他投入在這名實習生身上的時間和精神亦較多，更願意分享他的個人經驗，
大家在工作和其他環節上的溝通也多了。從實習期中，這名學生得到的回報並非金錢，而是比金錢更寶貴的知
識、經驗、友情以及對自己能力的了解。更由於大家彼此的了解深了，這名主管更主動地提出讓這位實習生於畢
業後正式成為公司僱員的機會。  

大家可有留意到近年新興了另一類的
暑期活動叫「實習」？大家或許會問
「實習」到底是什麼？「實習」和一
般的工作又有什麼分別？倒不如大家
把它稱為「暑期工」豈不是更清楚了
嗎？其實有這種意見也是很容易理解
的，就算是部份教育工作者以至僱主
也可能未必完全掌握清楚兩者最重要
的分別 － 那就是「學習和教育成
份」或 “Learning and Education 
Element”。太抽象了嗎？倒也不是，
讓我們看看以下兩個例子吧。  

當然也不是每個個案也這樣完美的，有時公司有培
育學生的心，同學也有學習之意，但亦可能發生實
習的工作安排與同學的原有期望有差異的情況。實
習生最初的熱情可能因不同因素而漸漸冷卻。為什
麼？主管可能發現實習生的能力或其他因素而將實
習的工作在質或量方面作出調整。雙方由溝通不足
進而產生誤會，情況繼續下去而又得不到改善，最

 



說了這麼多，其實最終的重點是看一個學生的出發點和期望是什麼。在僱主方面，他的出發點和提供的是什麼機
會？是錢，是體驗，是學習，是培育，是回饋，或是其他的因素？大家都是以工作為媒介，但所帶出的成效是完
全不同的。我們作為教育工作者也好，行政事務工作人員也好，在安排實習機會給同學時也須要認清這個重要的
因素。在有必要時也要和僱主、同學解說清楚其中的分別，以免出現大家期望差異過大的情況，又或令大家對
「實習」的意義產生進一步的誤解。  

有一點要強調的是實習並不是唯一和最有效的方法去挑戰自己、體驗現實工作和生活，以至考驗適應能力，再者
亦不是每個人也需要或適合「實習」的，若能好好把握時間和機會，其他前述的暑期活動，也一樣可以給同學有
用而寶貴的經驗，對大家將來的發展路向有著深遠的幫助和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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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大家也會失望。可幸地這次只是實習，正好讓實
習的同學有更多時間去了解自己不足之處，及早作
出改善，為畢業後的發展作更好的準備。  

 

後語：  
 
在內地，「實習」一般被稱為「社會實踐」。聘用員工工作的「公司」被稱為「用人單位」。內地同學多會
向用人單位自薦，有些用人單位還要向有關的「實習生」按日或月收取不等金額的「實習管理費」。實習生
和用人單位亦會對有關實習作記錄和於完成實習後向實習生的學校提交報告。 



 

 

Graduate Employment Survey 2005 for Undergraduate
Degree Programs

Dr. Isaac Tam, Senior Student Counselor, SAO

For Year 2005 graduates, this is history already unfolded.

Two third of our graduates
received more than one job offer,
and 92% got their first offer by
August. While 82% began their
career as employees, 17% went
on to further studies. The
employers range from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to large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The
graduate schools span from HK to
UK, from Canada to Austria, and
from USA to Australia. Average
gross income was $11,554 per
month (8% more than year
2004) with a maximum of
$53,000 ($4,000 more than the
previous year). Only 0.4% were
to be employed. The figures are
exciting and encouraging.

 

For Year 2006 graduates-to-be, this inspires history to be written.

The general economy is growing; the job market belongs to the employees. Such impressions
may lead to collective fantasy but not necessarily individual reality. So here are some reminders:

Job growth is not even across employment sectors. Increases are more obvious in
"system analysis and computer programming" and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but
modest or mild in "engineering", "administration/management", "marketing/sales",
"human resources", "banking/finance", and "merchandizing/purchasing". It is not
advisable to be overly optimistic and relaxed in self preparation for job search.

1.

Salary offered is moving up towards the $10,000 to $12,000 bracket. But for a specific
offer, it is up to the individual to bargain and negotiate in the context of non-salary
benefits and job prospects. $9,500 or even $10,000 may be considered a reasonable
starting salary in many jobs for degree holders.

2.

Inspiration without perspiration is daydream; perspiration without inspiration is
nightmare. Do you have both inspiration and perspiratio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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