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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群三月以「路」貫穿
將山城歲月與你我的昨日今日明日接通

哈囉人生! 哈囉中大! 哈囉未來!

博群計劃電子通訊

博群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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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逢中大五十年，博群三月以「路」貫穿，將山城歲月與你我的昨日今日明日接通。

面對未來的路直路彎，前途對錯困惑，我們來了一系列講座 
「哈囉人生！回看來時路」，聽他們如何一步又一步的開展這路，
沿途的景象交織出人與情：

3月18日 楊照：文學，歷史和社會正義 ─ 我的人生路  

3月22日 吳念真：故事人生

3月26日 沈祖堯、馮泰恆、高永祥、楊冠昇、禤永明、鄭志雄：沙士十年──不思量。自難忘

一人有一個景點徵集行動
Facebook上過百人分享各自眼中的中大山城，
景有情，情是日常，每個標題都不平淡，介紹文
字滿載着記憶，細說着在這裏渡過的自在時光。

3月22日的中大登高日，天朗氣清，數千人次在
五條登高路線興高采烈的上上落落。新亞水塔有
專業人文攝影師謝至德先生為大家拍照留念、聯
合水塔上放置了供大家留言的卷紙、霍英東遙感
科學館天台的大自然送你山風海風、衛星遙感地
面接收站(UC Ball)內的專人導賞、漢園上校長細
數他的住處點滴，滿滿的一日行程，回想起來，
還真是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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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囉中大!千里之行在足下

3月29日，音樂會當天下着呼喚生命的春雨，我們
就由大學鐵路站旁的露天工地，大踏步轉到崇基禮
拜堂舉行。近一千五百人把整個禮拜堂擠滿了，讓
這場中大特色的音樂會點燃起來了。當晚表演同
學、玩Acapella的Songbird、林二汶、Supper Mo-
ment、張懸、Rubberband 6號及一眾校友掀起一
個又一個的高潮。不過數全晚的亮點非中大員工總
會及學生會莫屬了。工會演出由不同學系及行政部
門的職員，有EMO的技工，醫學院職員等獻唱「自
由花」，而學生會演出則有曾任學生會的陳健民教
授、周保松教授及蔡子強先生，及現任學生會全體
同學高唱學生會會歌。大家都聽得出當中的一份志
氣嗎？

哈囉未來！露天工地音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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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食革命- 豐剩兵團出征社企比賽 
決心保衛食物　開發「有衣食」樂土
憑著心中的一團火，對每日大量完好食物被視為垃圾看不過眼的一班中大新聞系女生，自發地在社
交媒體開設「豐剩」專頁，透過發放被棄置的食物相片、分享發現剩食的資訊，並組織信念相同的
志願者，義務回收婚宴食物，即晚派贈露宿者，或捐給食物銀行，展開了自願性的集體搶救剩食行
動。計劃展開不久，即廣受關注，自去年六月到十月，已完成多次不同種類的食物回收行動，並回
收果欄水果開班製作果醬。由於義工數目眾多，豐剩義工群組亦隨之建立，當中五名核心成員亦組
織起「豐剩衛食兵團」，參加「香港社會企業挑戰賽2012」，決意將保衛食物的力量，有規模地延
續下去，發展成社會企業。而這份改變大眾對食物態度的社會使命感與動員志願者的力量，深得挑
戰賽總決賽眾評判的支持，一致選出「豐剩衛食兵團」為冠軍，並寄望她們能善用啟動獎金開設社
會企業，改善社會。

去年12月22日在中大新亞書院舉行的「末日重生剩食派
對」(剩食方舟)，便是「豐剩」的代表作。是次活動由 博
群社會服務計劃資助 ，一整天的活動，嘉賓云云，除了
有沈祖堯校長，陳曉蕾到場分享外，還有樂隊、流行歌手
的演出，以及果醬、麵包皮、蛋糕及肥皂工作坊。Amy
說，「活動構思早在去年暑期已有，概念是來自英國的
Feeding 5000計劃，但真正開始籌備已是十一月了，所
以真沒想過能如此成功。慶幸得到書院、學系、博群計
劃的資助，以及Pinpoint的老師及同學協助。」「由於在
facebook event page報名的人數超過六百人，所以我們
還租了校巴，方便接送參加者由火車站上山。」
人氣在校外比校內還要盛的「豐剩」承認，到中小學辦工
作坊一直也是「豐剩衛食兵團」的目標，除了能讓下一代
重新認識對待食物的態度之外，亦可以開拓收入來源。而
為了提升教學內容的質素，「豐剩衛食兵團」成功申請博
群研究與調查計劃資助，到台南考察廚餘回收及了解當地
民眾對食物的態度，藉此強化教材及擴闊網絡，增強「豐
剩衛食兵團」的社會資本，有助建立保衛食物的社會企
業。

有關「豐剩衛食兵團」: 
http://hksec.hk/page/theleftovers
www.facebook.com/over.leftover

博群計劃電子通訊

現時專頁已有超過七千六百名粉絲的「豐剩」，
江山可算是由社交媒體打拼出來的。「豐剩衛食
兵團」組長呂皓筠(Amy)表示，「已記不起回收了
多少場婚宴的食物，至少有三、四十場……，亦想
不到『剩食方舟』能吸引幾百人參加，相信全賴
facebook的分享吧。」Amy指出，「我們當中有
一個隊員擅長設計，所以每個活動也會有一系列的
海報，能保持不停地被他人轉載，宣傳效果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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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ver「友凝．友義」(由學生事務處舉辦) 於
4月13日舉行了結業禮，典禮由中大副校長霍
泰輝教授主持，贊助機構恒生銀行代表、百多
名中大學生及受助者出席。典禮上，受助的肢
體傷殘人士及南亞裔兒童分別在典禮中表演彩
虹旗舞及獻唱廣東話兒歌等，表示對學生大使
的感謝; 學生大使亦分享了服務中的遇到的經
歷和反思。

2月至3月間，博群共收到3份小額資助申請書。申請獲
批後活動已經順利完成: 1) 17位社工系學生與假期內到
雲南建水窖；2) 中大青年公民社會的同學在3月23日帶
基層學童暢遊中大、上「迷你音樂課」;  3) 聯合書院扶
輪青年團則在4月6日及13日探訪獨居長者，為他們進
行家居打掃和清理、提供簡單健康資訊。
小額資助申請全年開放申請，歡迎同學遞交計劃書。

博群計劃電子通訊

博群社會服務計劃2013 (第一輪)於二月底
開放申請，並已於4月底截止，我們共收到
16份申請。申請來自不同書院的扶輪青年
團，校內的學生組織，甚自個別學生。服
務對象包括: 本地基層家庭、本地小數族裔
婦女、內地山區兒童、內地留守兒童、印
度末期病症病人及第三性人士、馬來西亞
原住民等。服務內容包括: 家庭活動日、義
教、探訪、建屋等。報名結果最快於6月尾
揭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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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群領袖課程

博群領導課程(ILP)為博群計劃的獨立伙伴單位。經過兩個月的宣傳、招生、筆試、面試，終
於選出50位學員。學員將接受為期兩年的重點培訓。課程將加深他們對文化、社會、政經、
政策的認識，透過課堂及課餘活動提升他們的領導能力。

迎新活動
ILP的新學員將於5月27至28日參與兩日一夜迎新營。學員
會先在中大校園參與藝術體驗工作坊，課程很榮幸能邀請
獨立藝術家、郭嘉源先生帶領學生進行一系列舞蹈、形體
練習，鼓勵同學以非語言方式表達自己，擴闊他們的藝術
視野。一行50人下午會到石崗的香港大學嘉道理中心進行
其他活動並在中心留宿一夜。希望透過活動增加學員對課
程的歸屬感，亦讓他們彼此了解。

英國學習團
領袖培育課程(LDP)英國學習團2013將在7月6至20日於
倫敦進行。今年的學習團特別開放給全校本科生報名參
與。報名同學須於6月修讀LDP的全球化與文化多元主義 
(Globalisation and Multiculturalism) 一課、擬定一個在
倫敦參與此學習團時實行的社會研究題目，附上大概300
字的簡介。課程收到差不多100位同學的報名; 最後挑選了
21名同學參加，與幾位LDP學員一同於7月赴英。
課程邀請了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協辦。學習團活動非常豐富; 
有別於一般海外遊學團，學員每早會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
上課，了解倫敦社會、文化、政經發展，下午會參觀多個
位於倫敦市內外的社區組織、另類文化群聚腳地、英國廣
播公司(BBC)、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Chatham House) 等地方，與多
位組織負責人訪談。

2013年1月，參與博群大中華實習計劃2012的六組同學們進行了一次公眾分享會，把他們
在去年暑假兩個月裡，在中國大陸大江南北的成長歷程和見聞與200多位參與者們分享。
回顧實習計劃，不少同學認為當他們與不同人生活了一段日子以後，感受到農村社區濃厚
的人情味，也發現原來幸福可以很簡單；他們也體會到大自然有著安撫人心的力量，也不
斷反思著考城市文化和在地文化如何磨合。除了這個分享會，實習的一系列簡介會每場都
吸引了近一百人，最後選出了約30位同學，前往內蒙，北京，廣東和台灣等地，到8個不
同NGO。實習八星期，在環境各異的社區裡探索不同的社會議題，並協助NGO 的不同工
作。實習前我們還提供兩個階段的培訓，第一階段的培訓包括四次的電影分享會，同學們
除了一起探討年輕，夢想與社會關懷，也對中港台三地的公民社會發展進行初步認識和討
論；第二階段的培訓則會包括對公民社會理論，社區工作技巧，社區訪談，社會研究的深
入學習。

博群大中華實習計劃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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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群社企創業計劃自去年開始，首屆獲得
資助的兩隊得獎隊WOOF 及 Oops! 分別從
沈祖堯校手上接過奬狀，並各得十萬元創
業資助。而博群社企創業計劃2013現已接
受申請，凡香港社會企業挑戰賽2012的總
決賽隊伍均可申請。 

香港社會企業挑戰賽2012總決賽隊伍簡介 : 
http://hksec.hk/page/results-hksec-2012

你可以瀏覽以下網址了解博群計劃：
https://www.cuhk.edu.hk/icare/
亦可以瀏覽以下網址重溫各場講座及其他活動影片：
https://www4.cuhk.edu.hk/icare/index.php/zh/resources/video

讚好博群計劃的facebook專頁，收取最新資訊：
博群計劃:  https://www.facebook.com/icareprogramme
博群大講堂:  https://www.facebook.com/cuhkcivility
博群大中華實習計劃: https://www.facebook.com/iCareIntern

博群社企創業計劃 

博群計劃新設的「貧窮. 社會. 香港」講座系列，邀請專業界別的團
體、人士探討本地貧窮問題。第一講的主題為「誰的貧窮」，嘉賓有
何珮玲女士及社會工作學系的黃洪教授。何女士現擔任政務司司長轄
下行政署副行政署長（特別職務），協助政府制定扶貧及人口政策。

何女士透露政府希望讓市民大眾易於明白，打算以本港入息中位數數
據作制定貧窮線的準則，並會從教育、房屋等多方面的政策去解決香
港貧窮問題，包括讓不同階層的學童接受優質的教育，及提供足夠住
宅予低收入的家庭等措施。黃洪教授提到一人、二人的貧窮家庭較難
被發現，建議政府在這方面多作功夫，以免部份有需要人士得不到支
援，而政府長遠亦應以滅貧為目標。

誰的貧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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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ARE 博群計劃贊助：
周大福慈善基金、旭日集團、TYW Holdings Corporation 王培麗博士

其他捐贈單位：
一九七六崇基畢業生伉儷、陳志海先生、陳力旋先生經Goldman Sachs Gives捐贈、陳瑞球博士、銅鑼閣、
張李蘇女女士、富邦航運有限公司、回報社會助學計劃、恒生銀行、香港順龍仁澤基金會有限公司、羅國雄先生、
利希慎基金、梁英偉先生、莫禮恩暨各親友 (《超越時空的挑戰》新書銷售收益)、奧林巴斯香港中國有限公司、
黃桂林何慧瑜伉儷、香港全人藝術發展協會楊詠欣女士 (中大校友)

博群三月 ：
支援學生團體：領袖培育課程、中大青年公民社會
攝影：陳韜文教授 、 謝至德先生 場刊設計 ：呂穎芯同學     錄像製作: 曾慶宏@jcMotion
Music Director: Patrick Lui 雷柏熹 Producer: Kitty Tang 鄧潔婷    MC: Amber Au 急急子 & 呂銘謙
Keyboards: Patrick Lui 雷柏熹  Guitar: Victor Tsang 曾憲晞    Bass: ArWai Chan陳仲偉
Drums :Cheng Pan Ho 鄭彬浩  Keyboards:Kent Leung 梁戈華
Special Guest: 張懸 / 林二汶 / Supper Moment/ 6號 & Friends
Stage design: LOL Design Ltd  Audio System: Miso Tech Co. Ltd  Lighting Design: MaMui Ma 馬嘉慧
Special Thanks To: Hong Ka Chun康家俊, Law Siu Tung阿東
Performers: Song Bird 、中大學生會 、中大員工總會 、Shaw Band (Vocal:Jason,BMED & Lead guitar:Calvin,IBBA & 
Rhythm guitar:Henry,NURS & Bass:Kelvin,MATH & Drum:Don,MAE) 、Sodium (NA Band Vocal: Anthony IERG & Lead 
Guitar: Cheung IERG & Rhythm Guitar: Adam ENGG & Bass: Kei PAC & Drum: Ronald ENGG & Keyboard: Raymand 
ENGG) 、张秋荻 IBBA 、金鵬 CS 、Krizto Chan JLM 、George Huang JLM 、Lillian Huang PSY
 
博群大中華實習計劃：
合辦單位：公民社會研究中心，青年公民社會 
支持團體：學生事務處
合作單位：廣東省漢達康福協會、陝西省婦女研究會、廣東綠耕社會工作發展中心、反對家庭暴力網路/北京帆葆、
赤峰敖漢婦女發展協會、北投文化基金會、苗栗縣社區大學、新故鄉文教基金會

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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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份，博群將舉辦一系列社會服務活動:

博群 – 正生服務計劃
博群將於6月18日在中大舉辦交流日，邀請正生同學來中大，參與「中大 - 正生球類活動友誼賽」
和中大導賞團。6月26-28日，中大同學會到正生參與正生學生的活動、校園建設及進行義教。計
劃希望鼓勵正生學生努力上進，亦希望中大學生服務社會，關懷更新青少年，與他們建立友誼。

流金頌社區計劃 ：賽馬會高錕腦伴同行服務
博群義工將會參與賽馬會高錕腦伴同行服務計劃，由6月開始，義工將會於透過流動教育車走訪全
港18區，宣傳及教育市民腦退化症的資訊，亦會在長者中心或社區中心舉行講座活動，向長者們
介紹相關訊息，同時提供初步評估，協助轉介懷疑個案，為腦退化症病人及照顧者提供方便的支援
服務。此計劃由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贊助，聖雅各福群會及高錕慈善基金舉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