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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二〉〈文章二〉

食物回收义工食物回收义工

根据环保署统计，香港每日被扔掉的食物约 3640 吨，当中三分之二来自家庭，
其余来自工商业界。近年，不少义工积极参与食物回收运动。记者访问了
其中一位义工梁绍龙。

记者：记者： [ – 例例 – ]

梁：梁：我明白到浪费食物的严重后果，希望能与社区人士共同努力作出改变。
通过回收食物，能减少浪费，把过剩的食物捐给有需要的人，也能解决社
会问题。

记者：记者： [ – 11 – ]

梁：梁：我们部分义工在面包店收集卖剩
的面包，在菜市场里收集剩余蔬果，
然后挑选和回收品质较好的食物。
懂烹饪的义工会将剩食转为美味饭菜，
然后在社区中心让长者及低收入人士
享用。

记者：记者： [ – 12 – ]

梁：梁：很多大学生义工具有专业知识，可与大家分享减少食物浪费对保护环
境的重要性。透过和小朋友互动、游戏和说故事，可把珍惜食物的种子植
入他们的心中。长远而言，孩子们亦会逐渐地将珍惜食物视为生活习惯。

记者：记者： 那么，义工们的努力带来了怎样的改变和成果？那么，义工们的努力带来了怎样的改变和成果？

梁：梁：[ –例例 – ] 2011 年活动开始，在义工同心合力下已回收超过 400 万公斤厨余。
[ – 19 – ] 环保署的报告，香港每天平均的家居厨余从 2011 年的 43.4 % 下降
[ – 20 – ] 2016年的36.4 %，反映本港家庭在减少食物浪费的意识上有所提高，
成果令人鼓舞！义工们 [ – 21 – ] 会继续努力，希望取得更大的成果。

改编自www.hkej.com(24/3/2018)，感谢义务工作发展局提供资料及授权使用
图片：食德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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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华人下一代海外华人下一代

孩子该不该学中文，这个问题已没有太多
争议，现在大部分海外华人家庭在送孩子学
中文时，更多的是要面对身份困惑的问题。

华人下一代，对自己的身份有不同认识。
一部分华人后代基本不会说中文，对中国
传统文化缺少认识。另一部分是从小就对
中国文化有一些认识，长大后对学中文和
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有兴趣。

华人下一代对种族身份的认识，以父母的影响最直接。一类华人父
母认同自己的种族身份，重视孩子的中文学习，在家与孩子说中文，
一有机会就带孩子参加中文夏令营等活动。这一类华人的后代，
对关于种族方面的困惑比较容易面对。

另一类父母对子女的种族身份认识、对中华传统文化学习等问题都不
大关心。甚至有少数较极端的父母，在家从不说中文，他们自认为在
主流社会融入得很好，直到有一天孩子来询问自己的种族身份，他们
才发觉种族身份是无法改变的。这类华人的孩子对种族身份往往抱有
负面的看法。

面对种族身份问题，华人能做的，是积极面对。在全球化和中国崛起
的今天，学习中文、了解中华文化，既能帮孩子正确解决种族身份的
困惑，又能让他们在未来获得更多的工作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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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四〉〈文章四〉

“智能爸妈”“智能爸妈”

台湾社会把眼睛离不开电子产品的人群
称为低头族。近日，一项调查发现，
在 50 岁以上的人群中，超过七成使用
智能手机，而 50 岁到 64 岁的平板电脑 
使用率已经高于年轻人，越来越多老年
人正在跨入低头族行列，“智能爸妈”
成为台湾社会的新景象。

“智能爸妈”的出现主要由于社区大学开办电脑课程。虽然老年人
接受电子产品不像年轻人那么容易，但社区大学的课程把不少已 
经 70 多岁的人带上网。不仅是上网，老年人更学会用手机拍照、 
用手机程式与亲友联络。这些课程成为老年人的时髦，如果不学，
就好像自己跟不上潮流。

老年低头族越来越多，有机构研发老人手机程式，不仅能使字体变
大便于阅读，甚至把手机短讯变成“有声”讯息。还有一些道路救 
援程式，子女只要传送简讯到爸妈手机，手机就会搜寻长辈位置，
并自动回传简讯告知。随着全球迈向老年化社会，商家相信老人照
顾和长者保健这两类的手机程式的发展前景最好。

“智能爸妈”利用电子产品与子女沟通，不少家庭关系变得紧密。
而不少中老年人聚在一起就掏出手机来“摇一摇”，不断增加社 
交圈子，无论是和家人还是和朋友，也多了不少话题。

但“智能爸妈”也遇到新的麻烦，那就是增加了用眼过度的问题。
台北医院医生表示，今年因长时间看屏幕而眼睛不适的中老年人 
比去年增加两倍。医生提醒中老年人每玩 10 分钟就要休息一下， 
并选择大屏幕的产品，避免伤害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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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二〉〈文章二〉

食物回收義工食物回收義工

根據環保署統計，香港每日被扔掉的食物約 3640 噸，當中三分之二來自家庭，
其餘來自工商業界。近年，不少義工積極參與食物回收運動。記者訪問了
其中一位義工梁紹龍。

記者：記者： [ – 例例 – ]

梁：梁：我明白到浪費食物的嚴重後果，希望能與社區人士共同努力作出改變。
通過回收食物，能減少浪費，把過剩的食物捐給有需要的人，也能解決社
會問題。

記者：記者： [ – 11 – ]

梁：梁：我們部分義工在麵包店收集賣剩
的麵包，在菜市場裏收集剩餘蔬果，
然後挑選和回收品質較好的食物。
懂烹飪的義工會將剩食轉為美味飯菜，
然後在社區中心讓長者及低收入人士
享用。

記者：記者： [ – 12 – ]

梁：梁：很多大學生義工具有專業知識，可與大家分享減少食物浪費對保護環
境的重要性。透過和小朋友互動、遊戲和說故事，可把珍惜食物的種子植
入他們的心中。長遠而言，孩子們亦會逐漸地將珍惜食物視為生活習慣。

記者：記者： 那麼，義工們的努力帶來了怎樣的改變和成果？那麼，義工們的努力帶來了怎樣的改變和成果？

梁：梁：[ – 例例 – ] 2011年活動開始，在義工同心合力下已回收超過400萬公斤廚餘。
[ – 19 – ] 環保署的報告，香港每天平均的家居廚餘從 2011 年的 43.4 % 下降
[ – 20 – ] 2016 年的 36.4 %，反映本港家庭在減少食物浪費的意識上有所提高，
成果令人鼓舞！義工們 [ – 21 – ] 會繼續努力，希望取得更大的成果。

改編自www.hkej.com(24/3/2018)，感謝義務工作發展局提供資料及授權使用
圖片：食德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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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華人下一代海外華人下一代

孩子該不該學中文，這個問題已沒有太多
爭議，現在大部分海外華人家庭在送孩子學
中文時，更多的是要面對身份困惑的問題。

華人下一代，對自己的身份有不同認識。
一部分華人後代基本不會說中文，對中國
傳統文化缺少認識。另一部分是從小就對
中國文化有一些認識，長大後對學中文和
了解中國傳統文化有興趣。

華人下一代對種族身份的認識，以父母的影響最直接。一類華人父
母認同自己的種族身份，重視孩子的中文學習，在家與孩子說中文，
一有機會就帶孩子參加中文夏令營等活動。這一類華人的後代，
對關於種族方面的困惑比較容易面對。

另一類父母對子女的種族身份認識、對中華傳統文化學習等問題都不
大關心。甚至有少數較極端的父母，在家從不說中文，他們自認為在
主流社會融入得很好，直到有一天孩子來詢問自己的種族身份，他們
才發覺種族身份是無法改變的。這類華人的孩子對種族身份往往抱有
負面的看法。

面對種族身份問題，華人能做的，是積極面對。在全球化和中國崛起
的今天，學習中文、了解中華文化，既能幫孩子正確解決種族身份的
困惑，又能讓他們在未來獲得更多的工作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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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四〉〈文章四〉

「智能爸媽」「智能爸媽」

台灣社會把眼睛離不開電子產品的人群
稱為低頭族。近日，一項調查發現，
在 50 歲以上的人群中，超過七成使用
智能手機，而 50 歲到 64 歲的平板電腦 
使用率已經高於年輕人，越來越多老年
人正在跨入低頭族行列，「智能爸媽」
成為台灣社會的新景象。

「智能爸媽」的出現主要由於社區大學開辦電腦課程。雖然老年人 
接受電子產品不像年輕人那麼容易，但社區大學的課程把不少已 
經 70 多歲的人帶上網。不僅是上網，老年人更學會用手機拍照、 
用手機程式與親友聯絡。這些課程成為老年人的時髦，如果不學，
就好像自己跟不上潮流。

老年低頭族越來越多，有機構研發老人手機程式，不僅能使字體變 
大便於閱讀，甚至把手機短訊變成「有聲」訊息。還有一些道路救 
援程式，子女只要傳送簡訊到爸媽手機，手機就會搜尋長輩位置，
並自動回傳簡訊告知。隨著全球邁向老年化社會，商家相信老人照
顧和長者保健這兩類的手機程式的發展前景最好。

「智能爸媽」利用電子產品與子女溝通，不少家庭關係變得緊密。 
而不少中老年人聚在一起就掏出手機來「搖一搖」，不斷增加社 
交圈子，無論是和家人還是和朋友，也多了不少話題。

但「智能爸媽」也遇到新的麻煩，那就是增加了用眼過度的問題。
台北醫院醫生表示，今年因長時間看屏幕而眼睛不適的中老年人 
比去年增加兩倍。醫生提醒中老年人每玩 10 分鐘就要休息一下， 
並選擇大屏幕的產品，避免傷害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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