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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透視眼

新學制掀挖角潮
8大教員離職達5%

浸大流失率增兩倍 教院9.4%「損兵」最慘重
8大教學人員離職率及人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大學「雙
軌年」即將殺到，各校為應付新生人數倍
增，早已提早「招兵買馬」
，從其他院校挖角
學者加盟，令大學教員流失率漸升。根據教
資會最新統計資料顯示，2010/11年度8大院
校整體教學人員離職率平均高達5%，較前年
度增加0.4個百分點，見近5年新高。其中教
育學院的流失率達9.4%，即10人就有1人離
職，成為「兵力」損失最慘重的院校；而浸
會大學亦由前一年度的1.9%，大增至去年度
的5.4%，上升了近兩倍。

８與2006/07年度的4.2%流失率相比，至2010/11
大院校近5年的整體教學人員流失率持續攀升，

院校
2010/11學年
2009/10學年
2008/09學年
2007/08學年
2006/07學年
教院
9.4%(26)
10.8%(29)
6.4%(17)
5.2%(13)
10.7%(27)
城大
7.2%(47)
6.6%(42)
7.7%(46)
6.5%(38)
4.2%(24)
理大
6.2%(52)
4.4%(40)
3.4%(32)
4.9%(45)
4.1%(35)
嶺大
5.7%(7)
5.8%(7)
7.3%(9)
5.6%(7)
1.7%(2)
浸大
5.4%(17)
1.9%(6)
2.4%(8)
3.8%(12)
2.1%(6)
科大
3.8%(17)
5.0%(22)
7.1%(31)
4.7%(20)
5.3%(22)
中大
3.7%(32)
3.9%(33)
3.7%(32)
3.6%(31)
4.2%(35)
港大
2.6%(24)
2.9%(28)
3.0%(27)
1.6%(14)
2.8%(23)
總數
5.0%(223)
4.6%(207)
4.5%(201)
4.2%(180)
4.2%(173)
註：數字以「相當於全職人數」並約為整數計，個別院校數字加起與相對總計或略有出入
資料來源：教資會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任智鵬

年度已累積增加了0.8個百分點。除了教院及浸大流
失情況明顯，其他流失率較高的院校為城大及理大，
兩所院校在2010/11年度的流失率分別為7.2%及
6.2%，各有47名及52名教學人員離職。

滿、退休加上轉制至非學術人員的個案，佔總數逾
46%，扣除這些個案，該校的實際流失率大約是
5%。
浸大發言人表示，2010/11年度教學人員流失率上
升，主要是因為退休教職員人數上升，如減去這部分
的人數，離職率只為2.5%。

教員退休 離職主因

各校招賢 流動性增

教院發言人回應指，教資會有關「離職的教學人員
數目」的計算方法，涵蓋各項離開學術人員隊伍的原
因，包括達正常退休年齡、合約期滿、辭職、轉制至
非學術人員職位等。在2010/11年度，該校因合約期

理大則表示，隨 8大院校因落實4年制大學而增聘
人手，教職員的流動性增加屬正常現象，但強調該校
會定期檢討教職員的薪酬與福利，以確保理大的薪酬
與福利水平在本地及國際高教界保持競爭力。

身兼城大教職員協會理事的教協會長馮偉華指，自
各院校籌備新學制開始，挖角潮就一直沒有停過。他
認為造成高流失率的主要原因，在於當中不少大學教
職員都以合約制形式受聘，「當他們看到其他地方有
更好的待遇，又或者認為在原本的院校沒有甚麼前景
時，就很容易被挖走」
。

只顧挖角 未有「止血」
馮偉華又指，大學的管治方式以及薪酬制度，都會
影響教學人員的去留，但目前多數院校只顧挖人，而
未有留人，導致流失率持續上升，建議院校要考慮調
整合約教職員的比例等去改善問題。

港大成立浙研院 重科技成果轉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勞雅文）香港大學與浙江
省科學技術廳決定合作成立浙江研究院，初期將
設立3個研究所，包括「工業物聯網」、「納米流
體與熱能工程」及「氣動力學與聲學」研究所，
將研發工作向長三角一帶伸延。有關研究所會透
過港大在科研發展的優勢，配合國家「十二五」
科學及技術發展規劃，在設計、研發、技術服
務、人才培育等方面加強合作及發展。
港大浙江研究院將選址浙江省臨安市青山湖科
技城，並由杭州市人民政府及臨安市人民政府共
同建設，是港大繼深圳研究院後，再次與內地協
作的科研基地，肩負將大學科技成果轉移的使
命。研究院的設立，是以浙江當地發達的工業及
經濟為基礎，配合港大在科研發展的優勢，建設
一個科技創新平台，與當地經濟、產業界密切合

作，形成產學研聯盟。研究院一方面積極開展科
技研究及科技產品開發，推動浙江企業轉型升
級；一方面培養及引進國際級優秀科研和應用研
發人才，為當地經濟可持續發展提供適切的人力
資源。

徐立之訪浙 洽研院發展
因應上述3個在初期設立的研究所，研究院將先
集中在物聯網、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裝備、節
能環保、海洋經濟、生物工程等多個領域之研發
工作，未來並發展至涵蓋各個學術及技術領域。
而港大及浙江省科學技術廳雙方亦將建立長期、
穩定、全面的科技合作關係。港大校長徐立之上
星期訪問浙江，並與省委書記趙洪祝會晤，就港
大浙江研究院的建設和發展問題進行交流。

中大遙感監測粵港澳水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
熙）中文大學日前啟動「粵
港澳水質水量遙感監測系統
關鍵技術及示範」計劃，運
用衛星技術監測東江、珠江
及香港水域的水質變化，收
集數據製作模擬水環境，再
做進一步研究，以便各地政
府掌握最新情況，跨地域合
作進行環境規劃。

■廣東省科技廳副廳長龔國平(左二)早前
率團訪問中大「太空所」
。
中大供圖

兩地合撥逾千萬經費
今次粵港跨境監測環境計劃花費
逾千萬港元，其中香港創新科技署
資助800萬港元，國家科技部亦撥
款800萬人民幣。此外，深圳市政
府亦快將通過專項經費，支持這項

跨境合作研究。負責計劃的中大太
空與地球信息科學研究所所長林琿
表示，近年環境污染「跨境」發
展，有需要加強相關研究，但以往
從地面進行調查進度較緩慢，而航
空調查則涉及飛機出入境問題，希
望能通過是次協作落實遙感監測水
質，提高處理環境問題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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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遊記」，大家聯想
到甚麼呢？一個旅客到異地
遊歷，體驗當地文化及飽覽
湖光山色，何等逍遙快活！
然而，《老殘遊記》一書的
主人翁老殘的遊歷卻非如此輕鬆自在。在旅途中，老殘
不但體會到民間疾苦，而且更要與酷吏對抗。
老殘是替人治病的郎中，他憤世嫉俗、痛恨酷吏。在
遊歷中，他見識「苛政猛於虎」的實況，而且更了解到
自以為「清廉得格登登」的清官比贓官更可惡，正因他

說
不
完

學生反對校園遷回本部
浸大自2005年起，以優惠租金向政府租用位
於啟德的前皇家空軍基地一級歷史建築，作為
視覺藝術院臨時校舍，租約將於今年8月底到
期。由於續租後將要繳交較現時高5倍的市值
租金，該校考慮將視覺藝術院遷回本部傳理視
藝大樓，但遭學生校友強烈反對，不少人均認
為視藝大樓不適合作藝術創作，希望可以繼續
留在啟德校園，早前更向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
遞交請願信，要求處理問題。

與藝發局合租 各取所需
因應有關風波，陳新滋於4月30日向全校師
生校友發信，表示希望在滿足同學需要和運用
公共資源間取得平衡，並闡釋兩個解決方案供
參考。在與藝發局合租的方案中，校方將爭取
以最低租金水平繼續租用部分啟德校園，主要
為學生提供有重型機器或設備的工作室
（heavy duty workshops）
，而藝發局主要租用辦
公室、展覽廳等，其他部分則由雙方共用。

另一個方案則是為啟德校園申請活化，用以推動社
區藝術，例如成立視覺藝術研究與發展中心、設立藝
術家駐校計劃等，詳細情況有待與決策當局再作商
討。浸大學生可以參與社區藝術推廣，並在該活化項
目內進行大型創作。
對校方的新方案，視藝校園發展關注組主席張景威
指，兩個方案均會令學生上課及創作空間大減，未能
回應學生的訴求，關注組希望有關當局能更積極處理
問題，例如在未有其他團體使用啟德校園之前，繼續
讓視藝學生使用該地。

萬鈞教育3校合辦陸運會
■徐立之(左)早前與趙洪祝會面。

港大供圖

黃楚標校師生台南考察生態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高鈺）為鼓勵
同學親親大自然，教聯會黃楚標
中學本月初安排師生一行31人，
到台南作生態考察，了解當地生
態環境及保育工作。
黃楚標中學一行人在台南參觀
牛埔農塘、四草紅樹林保護區等
■教聯會黃楚標中學本月初安排師生到台南作生
生態景點。教師向同學介紹生態
態考察。
學校供圖
知識，以及互相討論及反思人類
與環境的關係，讓同學了解生態保育的 人類的影響有多深遠，「當中一瓶一瓶
病患肢體的標本，給我極大震撼」
。烏腳
重要性，認識台灣的保育工作發展。
病是一種盛行於台灣西南沿海的疾病，
訪烏腳病紀念館印象深刻
發病原因是飲用含有過量砷（Arsenic）的
至於到訪台灣烏腳病醫療紀念館則令 深井水，造成慢性砷中毒。紀念館以收
師生留下深刻印象。有學生表示，參觀 藏烏腳病患者醫療資料為主，展示許多
紀念館後，體會到自然生態「健康」
，對 以防腐劑泡存的患者殘肢。

們不分青紅皂白，殘害無辜，以致冤案頻生，百姓叫苦
連天。老殘目睹此慘況，挺身而出，為天下除害，讓百
姓沉冤得雪。
本書的內容是異常沉重的。由於作者劉鶚身處清末腐
敗的時代，當時百姓正處於水深火熱之中，本書故事是
這段屈辱史的縮影，而老殘亦是作者自身的寫照。
老殘的滿腔熱血以及憂國憂民的情操，令人敬佩，亦
足為後世執政者的榜樣。作者的憂患意識每每在字裡行
間流露出來。他把當時的中國比喻為「無一處沒有傷痕
的帆船」
，那危舟在洪濤巨浪之中，「船上的男

中華書局為紀念成立100周年，於今年推出《香港散文典藏》系列，邀請
多位著名本地散文名家，包括劉紹銘及林行止等，精選他們多篇散文名作，
輯錄成書。此系列更請來本地文化界重量級人物、著名作家劉紹銘教授和陳
萬雄博士作顧問，主編則為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黃子平教授，其選篇嚴謹準
繩不在話下，導讀更是水準之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浸會大學
視覺藝術院啟德校園因租約期滿面臨遷校問
題，近日引發連串風波。浸大校長陳新滋前日
向全校發信解釋事件，並提出兩個新的建議解
決方案，包括與藝術發展局合租校園以減輕續
租後的租金負擔，及向政府申請將啟德校園納
入活化項目，初步諮詢獲正面回應。不過，由
學生及校友組成的浸大視藝校園發展關注組直
言不滿方案內容，批評校方建議未能回應視藝
學生希望保留創作空間的訴求。

申請啟德活化 推廣藝術

■匯知中學的學生啦啦隊以街舞
■匯知中學的學生啦啦隊以街舞
■匯知中學的學生啦啦隊以街舞
表演為參賽者打氣。
表演為參賽者打氣。
表演為參賽者打氣。 大會供圖
大會供圖
大會供圖
大會供圖
表演為參賽者打氣。
表演為參賽者打氣。
表演為參賽者打氣。
大會供圖
大會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萬鈞教
育機構屬下3校包括匯知中學、伯裘書
院、賽馬會毅智書院早前在天水圍運動
場合辦聯校陸運會，同學透過運動場上的
競賽，發揮各自運動天賦。3校同學更以此機會互相交
流，增進友誼。當日比賽健兒均竭盡全力突破自己，
氣氛非常熱鬧。
聯校陸運會邀得基督教宣基小學校長鄭堅民及聖公
會天水圍靈愛小學校長孔偉成主禮，他們都對各運動
員的努力感到欣喜，又勉勵學生能藉 運動比賽挑戰
自我，及發揮奧林匹克體育精神。除場上競技外，3校
全部同學總動員參與的啦啦隊比賽，亦為當天高潮。3
校學生各出奇謀，盡最大努力為母校的運動員打氣，
也讓當天氣氛達致高峰。

作者：陸錦輝
年級：中二乙
學校：聖士提反堂中學

《老殘遊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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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女不計其數，面上有北風吹 ，身
上有浪花濺 ，又濕又寒，又饑又
怕」
。這讓讀者想到活在暴政下的百姓的
處境。而黃河崩決，百姓流離失所，苦
不堪言，還有種種冤假錯案，令人痛心疾
首。劉鶚以其健筆細訴民間苦況，可見其
對國家的關心，對暴政的痛恨，對人民的同情。
雖然劉鶚最終不能一展抱負，報效國家，但他以銳利
無比的筆鋒寫下《老殘遊記》
，替人民發聲，將「清官」
的面紗撕下來。「縱死志未酬，不慚世上名」
，其憂國
愛民之心是可敬的。

中華書局總編輯李占領點評：文筆流暢，充分
代入老殘身處的社會環境，明白其為民請命的
心情。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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