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孫明揚歷年「拆彈」戰績
「炸彈」 感言

教學語言政策微調 最滿意，比較多時間去拆，算是這樣啦。

自願優化班級結構 推行過程艱鉅，但任何政策都不可能面面討好；對於吵
得最厲害的英皇書院，不能說他們不對，但大家看的角
度不一樣，他們將自己學校的利益擺到最高，只說中西
區，但沒有看大局，觀點狹隘。

教科書分拆 做人要有責任感、有始有終，多年來的工夫，(即使多
次進出醫院)不甘心就此放棄。(回應教科書商拖延分
拆，及以高價售賣教師用書)書商並不值得我出來鬧。

推動電子書發展 電子書是好東西，不是炸彈，可以領功。

雙非童湧港就學 想不到雙非會這麼多，很難預計；即使梁振英現在說截
停雙非，也不知道未來結果會如何，但一下子大量建校
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

推德育及國民教育科 推行國民教育是天公地義的事。是否洗腦呢？其實大家
都應該抱 平常心，應該做的就去做，用行動表達，無
需要避忌。

自資院校 不要仿傚香港大學開辦同一樣的學科，要有自己特色，
可因應新興行業開辦獨特的課程。

「領匯」問題 我到今時今日都認為領匯是應該做的，不過做的方式
呢？不應該一次清除所有的個體戶，令現在不同屋 都
商場化得很厲害，但我相信最終會慢慢修正，但沒有可
能回購領匯。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歐陽文倩、勞雅文

5%中學生見過同學吸毒

最滿意推教語微調 電子書非「炸彈」贈新政府領功
減班最難「拆彈」
孫明揚盡論教育

下月辦國際教育展
參加學院破紀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思諾）第十三屆香港國際教育
展將於7月7日至8日舉行，今次展覽破紀錄邀請了250多間
來自14個國家及地區的學院參展，費用全免，歡迎應屆高
中畢業生、家長到場參觀。今年大會特設「社企創新教育」
的專題展館，以推廣社會企業運動。

含英加瑞校 奧地利首參展
一連兩日的第十三屆香港國際教育展將於灣仔會展3G

和3F展館舉行。今年有來自14個國家及地區，合共逾250
間的教育機構參展，包括英國、澳洲、加拿大、瑞士等的
院校，其中奧地利更是首次參展。除了有各國學院的展覽
攤位外，大會更安排超過30場由資深教育工作者主講的升
學專題講座，剖析各地最新的升學及就業前景。

料吸逾2萬人到場
主辦單位立新國際展覽有限公司經理王秉耀表示，今次

是歷屆最大規模的展覽，預計將吸引超過2萬人到場參
觀。他指，是次展覽除了有傳統學位課程介紹之外，當中
更有不少專業課程，助有意進修的學生及在職人士找尋合
適課程。針對欲到海外升學的中學生，部分外國寄宿學校
設專人介紹學制。

特設「社企教育館」關懷社區
另大會今年特設「社企教育館」，其中一個參展機構達

文西教育機構執行董事張盧玉珍表示，自去年起機構開始
主辦社區關懷計劃「小行動．大改變」，今年活動招募了
300名中四生及中五生，在6月至10期間走訪本地多個社
企，並與各機構領袖交流，「去年學生要參與社企『關懷
貧窮學校』的訓練，去拾紙皮、撿垃圾等等」。她本人亦
有親身參與，「去年我撿紙皮，賺到36元」。雖然只是36
元，但張已覺得來不易，她希望藉計劃加深青少年對社企
的認識，並以行動服務社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上周
六舉行第八屆優秀教師選舉頒獎禮，共有25位傑出教師獲
得嘉許。不少得獎者親友及所屬學校校長亦有到場支持，
場面溫馨感人。

李魯黃玉山主禮
當日典禮邀請中聯辦教科部副部長李魯、科技大學副校

長黃玉山主禮，並有多名得獎者分享其感受與教學心得。
李魯致辭時表示，老師的教導對每個人的成長非常重要，
學生應好好報答其栽培。黃玉山則指，近年社會功利風氣
掛帥，理能加強培養對教師的尊重，重塑其社會地位，以
更佳發揮教育功能，讓學生得益。
教聯會副主席蔡若蓮亦稱，香港教育水平處世界前列，

實有賴一眾老師共同努力，並希望教師繼續努力，為學生
創設更多機會。

教聯嘉許25良師

334落實 陳維安最開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思諾）香港兩隊中學生代表隊
伍於2012墨西哥青少年機械人世界盃總決賽奪佳績，各人
分別在自主機械人「舞蹈」及「拯救」兩項賽事中，取得
2個冠軍、1個亞軍及最佳表達獎。

墨總決賽 何南金校雙冠軍
香港青少年機械人世界盃委員會早前在澳門舉辦「青少

年機械人世界盃2012港澳區公開選拔賽」，香港兩隊中學
生代表隊伍成功出線，代表香港參加於本月19日至23日在
墨西哥舉行的世界性總決賽。佛教何南金中學在世界賽中
舞蹈組包辦個人及聯隊2項賽事的第一名，勇奪「雙冠
軍」。至於保良局百周年李兆忠紀念中學，則於拯救組賽
事中，奪得個人項目的亞軍及最佳表達獎。
青少年機械人世界盃今年已舉辦第十六屆，一直是全球

規模最大、最具影響力的機械人科教活動，比賽目的是讓
各國機械人組織，為青少年提供一個糅合教育及科技的競
賽平台，讓青少年進一步了解國際最新科技、開拓世界視
野及互相交流。

機械人世界盃
港生奪2冠1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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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勞雅文）為官44年、即將卸任退休的教育局

局長孫明揚，上任以來為現屆政府解決了不少棘手教育問題，被冠

以「拆彈專家」之名。孫明揚笑言，在教育局期間的確要拆不少

「炸彈」，又形容「有滿意也有不足，夠時間的會處理得較好，無就比

較『論盡』」。其中他最感滿意的，是成功推動教學語言政策微調，而

「中一減班」則為當中最艱鉅；至於仍在「進行式」的教科書書價及

電子書議題，他強調當局已策組全盤計劃，絕非留予下屆政府的棘

手問題，「這不是炸彈，係好東西來的，可以『領功』啊！」

對孫公「拆彈專家」風範，新聞界可
謂感受最深，所以在昨孫公的告別茶
敘傳媒亦送上以此為主題的「二次創作」
紀念卡，惹得其笑逐顏開。回想一個
又一個的政策「炸彈」，孫公稱優化班
級是當中最為艱鉅，由於一開始全港
只得20多間學校願意減班，當局實欠
把握，故游說工作非常密集，「講完
又講，一齊講完分開講，要逐間學
校、逐個校長講」，其後又遇上英皇書
院校友反對，掀起連串風波，幸最終
效果不錯。對於升中學生持續減少，
孫公直言過兩年要再想辦法應付，但
否認是缺乏遠見，只因跨境童及雙非
童人數影響難以準確預計，「問題出
現就要解決，船到橋頭自然直」。

分拆教科書 抱恙拒「退場」
雖然近年身體狀況轉差，但孫公堅

持不退下火線，即使多次進出醫院，
但「從來都沒想過離開」，其中一原
因，是因當時正 力處理教科書分拆
問題，自己與團隊已做了很多工作，
「我不甘心就這樣退下」，孫公又說，
做人要有責任感、有始有終，強調知
道自己身體狀況，笑言「小病是福，
當有機會休息下。」

應對書商壟斷 已有全盤計劃

早前當局終於推出「電子教科書市

場拓展計劃」應對教科書商壟斷，惟
日前簡介會上反應麻麻，被質疑會否
成為下屆政府的「炸彈」？孫公則強
調「這不是炸彈，係好東西來的，可
以領功」，說時一臉自豪，他透露當局
早已有全盤計劃，只是未是適當時候
公布其他配套。至於另一受爭議的國
民教育，孫公則稱讓學生認識國家實
在「天公地道」，自己是抱平常心「應
做就做」，他表示，「凡事都有光明
面，有不同角度的看法，我要用行動
表示，不用避忌」。

無奈缺機會教育「怪獸家長」
除「拆彈」外，孫公也擅於「破

冰」，因教師工作量及校本條例等問
題，教育局一度與教協及天主教香港
教區關係緊張，他表示經加強溝通後
雙方關係已得改善成功「破冰」。不過
孫公稱，任內仍未有機會推行家長教
育，對抗「怪獸家長」，「他們將自己
志願強加諸孩子身上，變得過分緊
張，甚至令一些原意是好的教育政策
都扭曲，實在無奈。」
在任職教育局前，孫公亦曾任房屋

及規劃地政局長，主力分拆領匯上
市，他昨回顧時直言，領匯趕絕小商
戶是不當的做法，也令全港商場特色
盡失，不過，因其估價將被炒高，現
時再由政府回購已不可能成事，而屋
商場亦不應回復以往的管理模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青少年吸毒問題
屢現，一項調查反映，有2%中學生稱自己曾嘗試吸
毒，5%人曾目睹身邊同學吸毒，曾聽過有同學在校
內販毒的亦有2.6%；而同一時間，年輕人對藥物警
覺性低，竟有多達75.5%學生不認為自行用藥會導
致成癮。負責調查人員指，如以全港中學生推算，
吸毒學生的人數將達數千名，情況嚴重，建議學校
增加駐校社工，做好預防及教育工作。

75.5%不知自行用藥會成癮
正生書院及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於5月至6月

期間，合作訪問了544位中一至中七學生，了解他
們的吸毒行為及有關認知，並於昨天「國際禁毒日」
公布。結果顯示，有11位受訪者(2%)表示曾經吸
毒，包括10位男生和1位女生，以就讀中四及中五
為主，此外，有5.3%人曾見過身邊同學吸毒，更有
2.6%受訪者曾聽過有同學在校內販賣毒品。研究同
時發現，只有24.5%受訪者同意自行用藥會成癮，

另有86.1%學生表示對讀書感到壓力。

料吸毒學生人數達數千
理大應用社會科學系講座教授、禁毒常務委員會

主席石丹理表示，2%中學生曾吸毒的比率，與政府
禁毒處在3年前的調查相若，但如推算至全港，涉
及的人數達幾千名，情況實頗為嚴重。他又指，現
時學生吸毒越趨隱蔽，「很多都是在自己或朋友家
吸毒，警方無法查視；以往青少年吸毒後平均1年
半就會求助，現在則平均要3年半至4年才求助，問
題不容忽視」。至於多數學生不認為自行用藥會成
癮，他認為這反映學生的危機意識及警覺性均較
低，容易受外界影響而逐步走上成癮之路。
石丹理建議，當局應按中學學校組別及實際需要

增加駐校社工，以接觸有機會吸毒的學生，做好預
防工作，並針對現時年輕人習慣，加強網上禁毒的
宣傳。
Macy自初中開始吸毒長達6年，曾認定自己會一

直被毒品操控，後因藏毒被轉介入讀正生書院，經
6年時間才慢慢改邪歸正，3年前更加入正生工作擔
任舍監，以自身經驗幫助其他年輕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

除孫公以外，其左右手教育局副局
長陳維安及政治助理楊哲安昨均有
分享自己過去在教育局的工作感
想。陳維安稱，自己最開心是見到
334學制落實及香港學生基礎能力的
進步，至於未來去向，他笑言自己
在7月1日後「一定會做兩件事」，分
別是和家人看《蜘蛛俠》及去釣墨
魚。
過去常在孫公休養時署任局長主

持大局的陳維安表示，在教育局近4
年的工作，最開心是看到工作逐漸
得以落實，並慢慢地見到成果，除
中學、大學按部就班踏入334新制
外，「學生在PISA（學生能力國際
評估計劃）、PIRLS（學生閱讀能力
進展研究計劃）等方面的成績、多
角度的進步也有目共睹。」至於最
不開心的事，他則笑言︰「我學了
孫公那套，不開心的事不記得了。」

離任必做：和家人睇蜘蛛俠
陳維安又稱，不同時候會有不同

工作安排，詳細情況會待合適時間
公布，又打趣指於離任副局長後一
定會做兩件事，一是和家人看《蜘
蛛俠》，另一件是和家人去釣墨魚。

楊哲安：政助都默默耕耘
楊哲安則稱，當日跟隨孫公、幾

乎整個部門的人傾巢而出去進行
「自願優化班級結構」的大型諮詢，
是最難忘的工作經歷。對於一直曝
光率較低，他笑言政治助理都是在
背後默默耕耘地工作，「如要爭取
曝光率的話，或者當議員更為適
合」。他直言，在上任教局政治助理
時亦已沒有期望會留任，離開現崗
位亦不足為奇，又稱自己無意加入
下屆政府，所以「絕對不會在候任
特首辦出現(參與面試)」。

掌教局首重創意 三「錦囊」贈新政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勞雅文）外

界盛傳現任考評局主席吳克儉將接
替孫明揚執掌教育局，有人質疑吳
不是教育界出身，未必能勝任。孫
明揚表示，雖與對方合作的機會不
多，但他認為「做教育局未必需要
熟悉教育」，最重要是有創意，就可
以為教育界帶出新思維。臨別在
即，熱愛賽馬的他擬在退休後全力
鑽研統計學，相信在未來買馬時，
有助提高贏面。
被傳媒譽為「拆彈專家」的孫明

揚笑言，有3個「錦囊」贈予下屆政
府，「第一個錦囊，係叫你拆第二
個錦囊；第二個錦囊，係叫你拆第
三個錦囊；至於最後一個錦囊，就
係叫你自己搞掂」。他又指，候任行
政長官梁振英面對近日的僭建風問
波已在拆彈，「佢一定拆得叻過
我，唔係我就做了特首啦！」

推教育政策要合時宜

對於梁振英早前宣布「零雙非」
的新安排，孫明揚表示，由於教育
政策要合時宜，有時很難規劃，
「是否真係零都未知，但如果突然無
學生，學校、教師又怎辦呢？」他
稱，現時推小班是其中一個對策，
可維持學校數目，「有時會人數少
一點，人多時可以再填滿」。
有記者問他，如非因為健康情況

的考慮，他會否續任局長一職，孫
明揚即時「耍手擰頭」；至於未來
會否考慮出任其他公職，他笑稱
「等人搵我先啦。」

退休研統計學助買馬
至於投入退休生活後，首先會研

究賽馬，正由於賽馬要靠數據分析
及推測，故他有意研究統計學。為
怕退休會令生活失去目標，他已為
自修統計學買了幾本書及添置新電
腦，形容「像上學一樣」，令生活有
序。

■快將卸任

的 孫 明 揚

(中)、陳維

安(右)及楊

哲安(左)。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勞雅文 攝

■第十三屆香港國際教育展將於下月舉行，250多間來自

14個國家及地區的學院參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思諾 攝

■教聯會日前舉行優秀教師選舉頒獎禮，共25名傑出老師

獲表揚。圖為得獎者與嘉賓、親友等合照。大會提供圖片

■正生書院及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昨日就

調查報告舉行發布會，顯示有2%學生表示曾經嘗試

過吸毒。 香港文匯報記者歐陽文倩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