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浸大兩學者獲國際論文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熙）學

童痴肥問題令各國政府大為頭痛，為
找出如何鼓勵青少年進食健康食品的
法門，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傳播系
系主任陳家華(圖右)，與市場學系系
主任彭嘉諾(圖左)共同合著相關論
文，近日獲頒2012年Emerald Literati
Network最佳論文獎中的「高度推薦
獎」。

夥丹麥學者 研健康飲食
這項名為〈Danish and Chinese

adolescents' perception of healthy eating
and attitudes toward regulatory measures〉
的研究，由浸大研究基金資助，當中
陳家華與彭嘉諾聯同兩位丹麥學者，
以問卷調查了386名丹麥及中國青少
年，研究他們對健康飲食的看法和各
項管制措施的態度。

研究發現，大多數被訪者對健康飲

食的感覺，主要來自「平衡」、「適
度」等概念。他們平常不健康的飲食
模式，最多來自派對及節日期間。此
外，香港的被訪者較喜歡將飲食習慣
與健康飲食關聯起來，而丹麥被訪者
則較喜歡在學校進食健康食物。

陳家華對獲獎感到非常高興，並希
望決策者在管制不健康食物時，能夠
多聆聽作為消費者的青少年的心聲。

三大學「門常開」 宿舍保安如虛設

「獨菇一味」研逾50載 訪30多國傳授蕈菌好處
獲頒榮譽院士

中大「菇爺」張樹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勞雅文）立法會教育事務委

員會昨日通過，向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獎學金及自
資專上教育基金各注資10億元，為傑出專上學生設
立更多獎學金及獎勵計劃。不過有立法會議員指，
非本地生申請政府獎學金的成功率遠較本地生高，
質疑安排的公平性，並建議提高本地生的成功率，
減少兩地學生對大學資源分配的矛盾。

議員質疑非本地生高成功率
立法會議員張文光指出，部分院校非本地生及本

地生成功申請政府獎學金的成功比例有明顯差距。
其中，港大於2010/11學年，非本地生及本地生成功
申請有關獎學金比率分別為86%及18%，相差68個
百分點。張又指，由於非本地生及本地生的學費有
別，分別為8萬元及4萬港元，造成獎學金金額有

「先天性」懸殊，反映機制對本地生不公，他建議
當局應拉近兩者距離。

教局稱已發本地生為主信息
教育局資料顯示，非本地生與本地學生申請政府

獎學金的成功率仍以港大差異最大，非本地生高出
39個百分點，而中大其次，相差27個百分點。教育
局副局長陳維安解釋，各院校會按不同方式選取獎
學金得主。他強調，不少非本地生要靠獎學金資助
才能來港升學，「眾所周知，本港大學學費較鄰近
地區高，所以不能完全以兩地學生的申請成功率作
比較」。陳維安表示，當局已向院校發出清楚的信
息，上述獎學金的得獎者，要以本地生為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香港城市大學近日有學生
在民主牆張貼大字報，抗議校方大幅削減34個暑期課程，除
了外語科目外，就連必修科目也不能倖免，對學生的學習安
排造成不便。城大發言人回應指，該校今年暑假開設的科目
由202個減至168個，主要原因是部分科目的需求減少，但相
信新安排仍可滿足同學的需要。

有城大學生在民主牆上羅列了多個被削課程，除了有德
文、法文及西班牙文的語文初階課程外，還有一些工作量
大、不便在一般學期修讀的必修課程亦被削去。有學生擔心
校方此舉會加重學生平日的學習壓力，甚至導致學生要延期
畢業。

輔助課程 按年調節
城大發言人強調，各學術部門提供的科目及學額，一般是

以每學年兩個學期為基準，暑期開設的科目屬輔助性質，每
年會因應需要及實際情形，如教學人員的休假安排等予以調
節。城大亦表示，如個別學生在選科上遇到困難，令學業計
劃受影響，可與大學聯絡，以便校方提供輔導和協助。

城大削34暑期課
學生憂阻畢業

注意忌諱 說話有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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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思諾）不少港人

愛栽種花草，貪其養眼又能怡情養性；但年

屆83歲的張樹庭卻「獨菇一味」，研究種菇

技術50多年，其中特別鍾情草菇，更周遊

列國推廣食菇的好處，最終成為國際知名的

蕈菌專家。原來這位「草菇爺爺」早年曾任

職香港中文大學生物系系主任、理學院院長

等職務，校方為表揚其貢獻，昨向他頒發榮

譽院士銜。

第十一屆頒授禮 6人獲銜
中大昨舉行第十一屆榮譽院士頒授典禮，向種菇

專家張樹庭、工程師潘兆滔、翻譯家金聖華、版畫
雕塑家利漢楨、羅桂祥基金主席羅德承及東方表行
集團有限公司集團創辦人楊明標共6人頒授榮譽院
士銜。

其中一名榮譽院士張樹庭，早於1960年已加入了
當時還未正式成立的中大，成為生物學系助理講
師，並開展其種菇生涯及相關研究。當年第一任校
長李卓敏給他起了外號─「草菇先生」。直至1995
年，他以講座教授榮休，並獲委任為榮休講座教
授。

廢棉種草菇 環保易生長
回憶在中大的歲月，張樹庭指，當年會在大學

附近的田間撿稻草栽種草菇，但後來沙田、馬料
水一帶的稻田漸漸消失，能採集種菇的原料愈來
愈少。於是，他在1969年發明了以紡織業的廢棄
棉花栽種草菇，實行廢物利用，「草菇會自己分
解棉花的纖維素，轉化成糖分，然後自己吸收，
便能生長」，再加上它不用光合作用也能生長，變
相不會排出二氧化碳污染環境，絕對算得上是

「環保食物」。
為了推廣以環保方式種植方法簡易的菇菌，15年

來張樹庭周遊列國，應聯合國之邀到訪逾30個國家
宣揚菇菌的好處，並教導不同國家的人民培植和保
育方法，因此贏得「蕈菌傳教士」的美號。直至兩
年前，他因為身體難以負荷乘搭長途機，才結束

「代言工作」。

菇菌醫愛滋 減病人痛楚
張樹庭表示，很多發展中國家均對菇菌存有誤

解，「即使種了可供食用的菇都不敢吃」。張指其
實菇菌「可以食、可以補、可以醫」，只視乎人們
是否食得恰當，例如他曾在非洲研究出以菌類作醫
療用品，以減低愛滋病人的痛楚。

昔日的「草菇先生」變成今日的「草菇爺爺」，
張樹庭雖然年過80，但皮膚仍然很有光澤，問到他
的養生秘訣，他笑說︰「可能跟愛吃菇有點點關係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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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麗的表哥
俊誠從內地來
港探望她。今

天雅麗帶他上茶樓，把好朋友介紹給他
認識。小霞見俊誠長得氣宇軒昂，便
說：「你的表哥一點也不肥呢。」俊誠
撥弄了一下頭髮，高傲地說：「我當然
不肥，我又不是豬！」雅麗解釋道：

「在普通話裡，除了『減肥』、『肥胖』
外，一般都不會用『肥』去稱呼人的，
只會用來形容動物。」

「要飯的」意指乞丐
陳樂為緩和氣氛，便提議先點菜，

「這裡的西紅柿牛肉湯麵或湯飯都很好
吃，你們要嚐嚐嗎？」「我要湯飯。」

「我要麵。」「飯。」大夥兒七嘴八舌地
說。陳樂沒聽清楚，便先問俊誠：「你
是要飯的？」怎料俊誠卻生氣地說：

「我這麼一個大帥哥，怎麼會是個要飯
的？」雅麗笑道：「他只是問你吃飯還
是吃麵。他們不知道『要飯』是指向人
求飯或財物，而『要飯的』指的是乞

丐，別怪他們。」俊誠不屑地說：「他
就是你說的那個普通話很好的同學？連
有甚麼要忌諱都不知道？」

不吉諧音 換詞避說
陳樂感到被挑戰了，人急智生，拿起

菜單，指 上面的菜名問俊誠：「你知
道『勝瓜』的普通話是甚麼嗎？」俊誠
回答不出來。「不知道吧？這個普通話
叫『絲瓜』，因為廣東話裡的『絲』和

『輸』是諧音，所以就避免不說了；另
外，這『涼瓜』即是普通話裡的『苦
瓜』，而『豬紅』即普通話裡的『豬
血』，廣東人比較忌諱不吉利的字，就換
掉了那『苦』字和『血』字了；廣東人
也會把『雞爪子』說成是『鳳爪』、把

『空心菜』說成『通菜』，都是因為那比
較吉利。」

港空房子 多說「吉屋」
雅麗拍掌道：「你懂得真多！原來粵

普的分別，有一部分是跟忌諱有關的。」
小勇說：「想來也是，比如我們在香港

通常會把『空房子』說成是『吉屋』；
把『伯母』說成『伯有』。」雅麗不解地
問：「為甚麼不說『伯母』？」小霞解
釋道：「粵語的『伯母』和『百無』是
同音的，說出來不大吉利。」俊誠沉默
了，陳樂搭 他的肩膀，提起茶杯笑
說：「懂得要忌諱的詞，說話自然會比
較有禮，可是最重要的，還是要懂得互
相尊重。來，咱們乾杯。」

更正啟事
上一期的專欄中的「獮」字當為

「獼」，發音為「mi」，敬請留意。

■梁麗詩協恩中學普通話教師

電郵：misslaisze@gmail.com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英國建築課 環保又創新
英國的建築工程以至城市規劃十分出色。當

地建築師愛護環境，作品的規劃和設計均以環
保為大前提，富有創意的建築業讓英國取得
2012奧運主辦權，倫敦Lower Lea Valley地區的
大規模都市更新計劃，更是讓倫敦在芸芸競爭
對手中脫穎而出的主因。對於有志投身建築業
的學生，英國的大規模新式運動設施及公共運
輸系統等發展，定能成為理想的研究課題。

訓練務實 全球認可
英國建築的專業訓練獲全球認可，以可持續

發展為教學重點。嚴謹的規範及專業組織的監
控，讓當地的建築行業維持高水準，而當地建
築師作品所展現的創意，在歐洲及其他國家亦
享負盛名。英國的建築訓練不僅實務，亦兼顧
理論及藝術層面，學生須在建築師事務所或相
關單位中取得兩年專業工作經驗。想知道更多
建築相關科系畢業後的就業機會，可瀏覽
www.prospects.ac.uk。

3階段課程 最少需時7年
在英國修讀建築，必須按部就班完成3階段課

程，往往花上至少7年，才可以取得建築師資

格。整個訓練的過程由負責規範建築大學部課
程的建築師註冊委員會（ARB）以及負責認可
英國建築大學部課程的皇家建築師學會（RIBA）
來監督，以確保課程質素。一般來說，為期7年
的建築課程流程如下：

1.取得三年制建築學士學位（BA、BSc或是
BArch）以得到RIBA第一部分的專業資格；

2.到建築相關單位進行實習，通常是擔任建
築助理以了解建築業的工作環境；

3.進修有關建築的文憑（diploma）或學位課
程（BArch），為期兩年，以取得RIBA第二部分
的專業資格；

4.累積最少1年的相關工作經驗，才有資格參
加RIBA第三部分的考試；

5.RIBA第三部分的考試是建築師教育與訓練
的最後一個階段，也是投身建築專業領域的基
礎。

如欲尋找理想的建築與建造工程課程，可利
用www.educationuk.org.hk網站內的課程搜尋功
能。有關建造工程業的工作發展，可瀏覽
http://www.bconstructive.co.uk/。

■資料提供：英國文化協會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思諾）部分大專院
校宿舍近日事故頻生，包括廁所密碼鎖被撬
開、浴簾遭 刀破壞、浴室範圍發現針孔攝
錄機、偷竊等，令一眾宿生人心惶惶。中大
最新一期《大學線》更揭露，中大、科大、
嶺大宿舍有多個保安漏洞，包括大門常開、
保安員易放行、宿舍入口眾多卻不設拍卡系
統等，極易被壞人有機可乘。

《大學線》的記者早前到不同大學的宿舍
視察，發現中大逸夫書院國楙樓及逸仙樓、
嶺大逸民樓、科大第五宿舍等的正門，在日
間時間均打開，即使設有「學生證拍卡」系
統，宿生及外人可自出自入，直至凌晨時分
才關門。另該刊物的學生記者到訪3間大學共
9幢宿舍，宿舍保安從未有查問過記者身份，
可謂通行無阻。

無裝閉路電視 廁所密碼統一
報道又指，大部分宿舍均有多個入口和通

道，有些更毋須通過任何密碼或拍卡系統，
只要輕輕一推門即可進入宿舍範圍。而且，
不少大學宿舍的走廊通道沒有安裝任何閉路
電視，即使有人潛入或發生事故，亦未能作
出及時監視，亦無從對證。

除了「中門大開」，部分院校宿舍內的廁所
雖設密碼鎖，但門亦常開，非宿生只要進入
宿舍範圍，即可隨便進出廁所。更有中大逸
夫書院逸仙樓宿生透露，全座宿舍的廁所密
碼都一樣，即使是男生亦會知道女廁的密
碼。

宿生會將改善 擬封地下入口
中大聯合書院陳震夏宿舍宿生會主席蕭泳

傑表示，宿生會已與書院舉辦討論宿舍保安
的諮詢會，並考慮封閉宿舍地下入口，改善
保安問題，最快下學期開始改善工作。另宿
生會已張貼多張海報提醒宿生關好門窗。

校園設施管理有限公司職工會主席楊偉平

則建議，宿舍大門可仿傚港鐵的拍卡系統，
而女廁亦可改用鎖匙甚至加裝拍卡系統，以
加強保安。

■昔日的「草菇先生」變成今

日的「草菇爺爺」，張樹庭雖

然年過80歲，但皮膚仍然很有

光澤。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思諾 攝

■中大昨向張樹庭、潘兆

滔、金聖華、利漢楨、羅德

承及楊明標共6人頒授榮譽院

士銜。 中大供圖

■中大紫霞樓宿舍在本年3月時發生偷竊衣服

事件。圖為中大紫霞樓宿舍外貌。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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