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0教師臨失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嶺南中學
校園緝毒犬「Honey」，被指「執勤」以來作用
不大，又有教師害怕犬隻，結果被逐出校園，
傳聞遭「人道毀滅」，事件引起譁然。有網民
在社交網站成立「聲討杏花 嶺南中學毒殺緝
毒犬」群組，數小時內吸引近800人關注。該
校校長羅燦輝匆匆在學校網站刊登公告解釋事
件。但事件峰迴路轉，狗主後來與領養人見
面，證實「Honey」尚在人間。

領養人稱「搞掂 」惹誤會
昨日有傳媒報道，嶺南中學校園緝毒犬

「Honey」，2年多前被校方引入執行緝毒工作，
但一直以來僅搜獲香煙2次，再加上怕狗教師
反對，最終被逐出校園，輾轉之下遭「人道毀
滅」，但原來擺了「大烏龍」。

本來負責飼養「Honey」的嶺南中學德育輔
導員莊鴻鳴指，由於領養人太喜歡「Honey」，
生怕飼養不來被莊取回，所以向莊宣稱「搞掂
」，引發「死亡誤會」。
但事件得以澄清前，已引起軒然大波。有自

稱舊生、以「盧加樂」為名的網民指，引入
「Honey」是校長決定，但校方卻把責任推卸給
莊，消息於網上廣傳。不少巿民為此致電教育
局及學校投訴，頓時群情洶湧，紛紛批評學校
「冷血」。

校網登公告釋疑慮
教育局接獲市民查詢後，促請學校與各持份

者加強溝通，以釋除他們的疑慮。結果校方昨
日於學校網站刊登公告，表示「Honey」非校
方所擁有，又指校方一直有為「Honey」尋找

新歸宿，對「人道毀滅」一事並不知情。校方
計劃稍後邀請教育局合作安排活動，向學生重
申生命的寶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熙）近年本港自
資院校積極招收內地生源增加收入，報讀香港
大學附屬學院副學士課程的內地生，由2005年
30人至40人增至去年近170人。由於巿場反應
好，校方新學年把內地生學費由6.48萬元上調
至6.75萬元，增幅4.2%。至於本地生學費則由
4.98萬元增至5.25萬元，加幅5.4%。校方解釋
指，內地生學費較貴，是因為他們較港生需要
更多學習支援。

校方稱報讀人數續升
港大附屬學院外務總監李錦龍指，學院2005

年起到內地收生，起初只有10人至20人報讀。
在該校努力到北京、上海等內地城市宣傳下，
7年來報讀人數持續上升，去年約170人報名，
其中50人獲取錄，內地新生人數約佔全體學生
比例2%。他又指今年已收到逾30份入學申請
書，較去年同期多10份。
李錦龍透露，有內地生筆試成績優異，但面

試卻大失水準，「竟然連Yes、No問題都不懂
回答」。但有學生表現令人驚喜，對方看過一
幅圖片，已可用流利英語介紹圖片出處是「西
班牙蕃茄節」。

內地生欣賞港教育制度
內地生劉波妮及趙越均是港大附屬學院應屆副學士

畢業生，前者修畢文學，即將升讀港大教育學士（通
識教育）一年級；後者則完成工商管理課程，升讀澳
大利亞國立大學商務學士二年級。她們表示，香港教
育制度與內地不同， 重英語運用、小組討論等，令
她們獲益良多。劉波妮希望將來留港工作，志願是當
記者。而趙越學成後則會打理家族生意。

順聯李兆基高中生
美創意賽奪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思諾）
香港青年協會早前率領6支本地冠軍
隊伍、共42名中小學生，出席美國
愛荷華州立大學舉辦的「2012創意
思維活動世界賽」。順德聯誼總會李
兆基中學在「交通工具題」高中組
比賽勇奪世界冠軍。聖士提反女子
中學附屬小學及博愛醫院陳楷紀念
中學在「戲劇題」中，以「創意天
使」分別獲亞軍及季軍，創出香港
參賽以來最佳成績。

「情感動車」擊敗45隊伍
順德聯誼總會李兆基中學在「交

通工具題」高中組中，以「情感動

車」擊敗45支國際隊伍，勇奪世界
冠軍。學生以蝴蝶造型設計一輛可
以載人的小車，利用具心思的裝置
設計，如「骨牌效應」、「水的浮力」
等方法變換小車表情。香港隊於
「橫額及花車巡遊」項目中，成功晉
身10強。
「創意思維活動」由香港青年協

會、教育局及一眾教育界人士1995
年從美國引入香港，至今已舉行第
十六屆。
剛於本月27日（上周日）結束的

「2012創意思維活動世界賽」共815
支隊伍參賽，來自美國33個州和15
個國家及地區。

龍華街宿位分配
港大生指欠諮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
港大學學生會昨日向校方發出公開
信，對龍華街新宿舍宿位分配細節
表示高度關注。港大學生發展及資
源中心早前建議在1,800個新增宿位
中，分配50個及100個宿位予本地及
非本地本科已入學學生，但本地及
非本地新生配額多達350個及800
個。學生會質疑安排不公，又指校
方欠缺諮詢。
港大學生會會長陳冠康指，據教

務委員會2010年決議，龍華街新宿
舍將優先取錄高年級學生，校方最
近亦有與學生代表開會，但從未提

及上述配額建議，同學完全不知道
校方改變宿位分配方針。

盼增入學本地生分配額
學生會本月18日至23日進行問卷

調查，了解同學對龍華街新宿舍宿
位分配建議，收到360份有效回覆。
結果顯示，逾九成同學要求增加已
入學本地本科生配額，大部分受訪
者建議分配約200個宿位予已入學本
地本科生。學生會要求校方在不減
少已入學非本地本科生配額下，增
加已入學本地本科生宿位，並檢視
新生配額。

嶺中緝毒犬「被殺」證虛驚

求職信倍增 教師「自貶」申教助

新聞教育基金20人赴美考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思諾）新聞教育基金早前組織

一行20多人考察團到美國訪問，探討當地傳媒最新發展及
經營情況。他們又到訪政府機構，了解中美關係最新發展
及美國總統選舉兩黨部署情況。
考察團成員是來自本港多間傳媒的新聞工作者，亦有各

大學新聞系教授。他們先後到訪美國三藩市、華盛頓和紐
約3個城市，參觀當地電台、電視、報章、雜誌媒體機構
舉行的座談會交流。
新聞教育基金主席和考察團團長陳淑薇表示，透過雙方

交流，香港傳媒可更了解現時美國媒體如何利用新科技配
合網絡及社交網站發展。而美國媒體商業經營模式和經
驗，更可供本港傳媒借鑑和參考研究。
考察團又到訪國家駐美大使館、駐聯合國使節團、國際

貨幣基金組織。成員與特區政府駐美國經貿專員唐智強及
紐約經貿辦事處處長陳淑華晚宴，了解特區政府於美國的
工作。

最多一校炒14人 教界盼增師額推小班
班級「轉型」削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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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熙）由於中一收生減少，中學「雙班年」

結束，加上部分新高中額外津貼即將屆滿，部分學校將大削教學人手。

調查顯示，受訪官津學校新學年起平均裁走5.5名教學人員，部分甚至解

僱10人至14人。根據推算，未來多達2,000名教師或教學助理失業。教

育界人士期望新政府維持現有新高中津貼，讓學校繼續聘用年輕教師；

長遠增加常額教師名額及推行小班教學。

教協本月中向全港400多間官津學校
發問卷了解學界裁員情況，最後成

功收回問卷47份。結果顯示，上述受訪
學校明年裁員共260人，包括88名常額教
師、138名合約教師及34名輔助教學人
員，平均每間學校削減5.5人。
該會以此推算，全港官津學校明年至

少解僱2,000名教學人員。另有10間受訪
學校坦言，計劃減少10名或以上教學人
員，最多一間稱要裁員14人。

被裁多屬年輕人或釀斷層
調查又指，首3個削減教學人員原因，

依次為「新高中班級結構轉變」、「削減
新高中津貼」及「收生人數減少」，分別
佔43%、30%及13%。面對聘請教學人手
資源減少，六成半學校「動用儲備解決
問題」；半數學校「減少分組教學節省
人手」；37%學校計劃「增加現有教師
教學節數」。
教協會長馮偉華分析指，裁員情況對

教育界影響極大。他指大部分被裁教學
人員都是年輕且具經驗教師，他們離開
後未必再留在教育界發展，將會導致青
黃不接斷層問題。至於有學校有意減少

分組教學或增加教師節數，均會加重教
師負擔，影響教學質素。
他建議新舊政府交接之際，應停止殺

校1年及凍結中一開班人數及人手。另由
於各區中一生人數不均，希望教育局調
低61人開班線和容許學校以2班開班。就
早前教育局局長孫明揚曾指，部分學校
「通識教育科課程支援津貼」尚有餘額，
學校有需要可再次申請，教協今日會就
此問題與教育局開會商討。

學校未盡用津貼
教育局發言人回應指，2009年新高中

學制實施，教育局已推行一系列支援措
施，如「新高中課程過渡津貼」、「通識
教育課程支援津貼」等，全為非經常性
津貼，學校可因應本身需要靈活調撥。
目前大部分學校未有充分使用「通識教
育科課程支援津貼」，故其使用期已延長
1年至明年8月31日。
倘若個別學校有需要額外增撥，可接

觸教育局。至於學生人口下降對教育界
影響，發言人指，當局已推出多項措
施，協助學校發展及穩定教師隊伍，並
不時作出檢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熙）大
批1年制教師合約即將完結，中小學界
教席爭逐情況漸變熾烈。有中學校長
表示，今年收到的求職信較往年明顯
多1倍，甚至有教師為求留在教育界，
不惜「自貶身價」申請教學助理；亦
有大學畢業生為求取得經驗，申請入
職要求較低的實驗室技術員。
津中議會主席廖亞全，現為宣道會

陳朱素華紀念中學校長。他表示，下
學年必定有教師及教學助理「無工
開」。據他觀察所得，今年合約到期的
教師，跟大學畢業生一同爭奪教席，
競爭極大。他以自己服務的學校招聘

實驗室技術員為例，「去年我總共收
到10封至20封求職信，但今年卻收到
超過50封！」

校長：剛畢業未必遜色
不少準教師對求職感到徬徨，廖亞

全指，剛畢業與具經驗教師未必「無
得打」，主要視乎學校實際需要，「如
果我要找人教高年班，當然是找有經
驗老師。但如果我要找教低年班，則
年輕畢業生可能較合適」。他又指，學
校面試時會 重求職者表現以及過去
成績，強調有實力的人才會獲得機
會。

本期續說
「顏色領」字
詞─清代有
「 紅 頂 商

人」，現代則有「紅領」。「紅領」
指內地政府部門各級公務人員，或
從事與政府相關工作的人員。如今
內地公務員職業穩定、收入豐厚、
享有多種福利，成為人人羡慕的
「鐵飯碗」，年輕人趨之若鶩，爭相
參加公務員考試，競爭越來越激
烈。當然作為「紅領」一員，必須
遵守國家法令，履行公務員職責，
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紅領」相對於「黑領」
相對於「紅領」的是「黑領」，

「黑領」往往有強大背景─政治、
家庭或靠山，任職於公共部門或壟
斷企業，有較高政治和經濟地位，
擁有世襲傳統或特權。他們常穿黑
衣，開黑色汽車，工作、生活、收
入等等方面鮮為外人所知。換句話
說，「黑領」階層具有特權，一般
民眾望塵莫及。

「綠領」不愛錢追求品味
綠色是現代社會崇尚的顏色，

「綠領」即是崇尚現代生活的群體。
他們不為金錢而活，而是追求生活
品味、接近大自然、提倡健康、熱
愛環保、享樂人生。「綠領」要建
立友好、和諧、環保、健康、快樂
生活方式，尊重他人，也希望他人
尊重自己，常懷謙虛、關愛的心。

「粉領」指「自由職業者」
「粉領」是指「自由職業者」，大

多從事撰稿、廣告設計、產品營銷、
諮詢服務等工作。他們可在家中上
班，透過電腦網絡、電話或傳真與外
界聯繫。他們沒有固定上班時間，不
必天天穿職業服裝，毋須擔心開罪上
司，生活輕鬆。有報道指，如今越來
越多女性成為「粉領」。
順帶一提，其他方面也有不少

「顏色詞」。例如股市有「紅籌股」
和「藍籌股」，香港天氣預報有「紅
雨」和「黑雨」，政府文件有「白皮
書」、「黃皮書」等等。如果要問這
些詞語各有甚麼含義，相信一定難
不到絕大部分讀者。

■教院語言資訊科研中心

蔣震（語言科學）講座教授鄒嘉彥主持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再談「顏色領」字詞

■調查顯示，受訪官津學校新學年平均要裁走達5.5名教學人員，全港預料

2,000名教師失業。 資料圖片

■近年到港大附屬學院報讀副學士內地生人數不斷上

升。左起：李錦龍、劉波妮及趙越。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景熙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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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緝毒犬「Honey」與莊鴻鳴2年前玩樂片段。

網上截圖

■「新聞教育基金」美國考察團到訪美國Google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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