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共有108道菜餚的
「滿漢全席」堪稱中華飲食文化瑰寶，不過在現實
生活中，卻極少有機會親身見識或品嚐，以香港來
說，上一次出現已是1977年。為慶祝成立30周年，
職業訓練局將會於下周五舉辦「滿漢新滋澤桃李」
籌款晚宴，屆時將筵開10席，35年來首次將「滿漢
全席」重現，雖然只提供15道菜式包括「雁塔題
名」、「揚名四海」及「翡翠夜明珠」等，但亦會
安排賓客穿上清裝，讓其恍如置身宮廷般享用一頓
現代版的「滿漢全席」，估計活動能為學生發展基
金籌得150萬元。

擬邀特首 賓客或穿清裝
職訓局副主席鍾志平表示，香港對上一次舉行大

型「滿漢全席」已是1977年，希望能透過是次晚
宴，傳承中華飲食文化，同時讓該局相關課程學生
有機會發揮所學。籌款晚宴有意邀請行政出官梁振
英出席，而自推出以來反應熱烈，所有席位都已獲
認購售罄，估計可籌得150萬元。
鍾志平指，該局轄下的中華廚藝學院打算將傳統

的「滿漢全席」重新演繹，除會參考宮廷規格布置
場地，也可能學生和賓客穿上清朝服飾赴宴；菜式
方面，由於傳統的滿漢全席食材，如熊掌和猴子腦
已不能合法食用，而龍躉皮和鴿蛋等也難搜集，所
以會在原有的108道菜中精選出15道菜餚並加以改
良。中華廚藝學院課程經理（廚藝培訓）盧漢輝透
露了部分菜色，如配以雕花蘿蔔塔的「雁塔題
名」、以多種海鮮為主打「揚名四海」及以巧克力

配杏脯汁甜品「翡翠夜明珠」等，款款精緻，所選
用的鮑魚也比知名的禾麻鮑更高級。

薑山蓮藕山變流水古橋
他又指，是次晚宴單是裝飾也特別講究，如3尺

乘以7尺的薑山和蓮藕山，在巧妙的刀功下，麗
山、流水和古橋栩栩如生，有如的中國名畫呈見眼
前。為求完美，學院更特地邀請有份參與1977年滿
漢全席的廚師做顧問，務求盡善盡美。
晚宴有逾150名中華廚藝學院及旅遊服務業培訓

發展中心學生及約10名導師參與，學生需要參與籌
備、迎賓、招待和入廚等工作。在活動中負責雕飾
食材的學生鄺穎琪表示，一個蘿蔔塔要由10名同學
用兩小時完成，自己學習雕功就花了半個月，頗有
難度。

盤子最重30磅 考起上菜生

負責上菜的學生龍志濤則指，盛菜器皿以金屬和
瓦製做，最重的盤子達30磅，要特別小心。他在練
習時曾試過失平衡令桌上的轉盤傾斜，幸好有驚無
險。他又指，「滿漢全席」重視服務和禮儀，要3
人同時伺候一席賓客，上菜時角度也要加倍注意。

近年，外國校園槍擊或
校園暴力事件時有發生，
除了媒體報道，在各搜尋
器上亦找到不少有關資料

或討論，情況令人惋惜。幸好香港未有出現外國的
極端例子，但校園暴力已逐漸成為某些學校的首要
處理問題。據「港澳青少年欺凌行為調查」顯示，
近90%的中學生曾目睹校園欺凌或暴力，半數受訪
者曾於3個月內欺凌他人最少1次。這些都是朋輩關
係上的衝突，為何這些衝突無法和平地解決？
了解原因前，必須明白青少年的特徵。他們正經

歷一個自我探索和自我認識的階段，許多事情尚在
萌芽期，他們對於自己也有不同的疑問或疑慮。不
過，大部分人未必想直接找父母傾訴，亦不願意接
受專業社工輔導，他們大多傾向在網上找資料或與

朋友分享。

未明多元性 易生比較心
在這個階段，他們會特別 重於自己的外貌、身

形、學業成績、運動成就或與異性的相處，並透過
他人的認同，以肯定自己。或許，年輕人還未真正
明白社會的多元性，所以，認為各人的不同是一種
比較，渴望藉此強調自己的獨特性。
朋輩關係本來應是一種正面的關係，或者從小已

教導朋友間需要互相幫助，但這種思想在中學生活
上已逐漸被遺忘了。而每天面對不同的同學，他們
不是每一個都是社交高手，所以，朋輩間的衝突是
無可避免的。引致這些衝突的原因甚多，如性格、
價值觀、溝通方式和自我管理等，他們往往會因見
解不同與他人發生爭執，甚至有進一步的行動。這

些互不相讓的行為大多出現於自我中心、情緒控制
力較低或自控力較弱的青少年身上。學校和家長應
盡早找出問題的根源，並及早找專業人士輔導。

社會變複雜 青年需扶持

在迷茫和尋找自己的時期，心靈特別脆弱，有些

家長認為是現今一代經不起考驗，但客觀地看，隨

時代轉變、經濟轉型，社會變得比上一代更複

雜。因此，這一代的年輕人的確需要更多扶持和鼓

勵，家長也需要了解他們的特性和喜好，以便更好

地溝通。

學校還可舉辦有關自我成長和如何解決衝突的講

座和工作坊，以及好好利用朋輩調解員這角色，在

學校的層面上去幫助同學，而同學亦多一個渠道去

抒發，達致雙贏局面。

HKDI 及IVE（李惠利）學生發展處

（VTC機構成員）

（標題與小題為編輯所加）

職訓局新「滿漢全席」料籌150萬

少年自我探索 朋輩衝突難免

課時奇缺師生難兼顧 建議精簡已開展科目
學界促11科煞停
校評費時佔分少

其士2,000萬捐科大
獲研習坊命名表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思諾）為應對升中人
口下降，教育局早前已提出降低「殺校線」及延
長超額教師保留期等措施，近日再進一步向學界
提出「1-1-1」至「2-1-1」減派方案，即未來3年中
一每班派位一數逐年減少1人，部分學校首年最多
可每班減派2人。據了解，多個地區對方案反應正
面，大埔、荃葵青和東區中學校長會都指接受當
局方案，但亦有部分地區仍有所保留，認為未能
完全解決問題。
多個地區的中學校長會昨日分別召開會議，討

論教育局初步提出的「1-1-1」至「2-1-1」減派方
案，其中大埔區中學校長會已達成共識全面接受
方案。荃葵青區中學校長會主席何滿添也稱基本
接納方案；但他亦表示，即使實施當局上限的
「2-1-1」減派，葵青區來年仍剩餘超過600個學
額，促請當局在明年的派位程序完成後，再檢討
之後兩年的安排。

沙田黃大仙區有保留
但沙田區中學校長會成員張文偉直言對方案有

保留，因該區升中人口下降屬全港最嚴重，每班
派位人數要減至30人，才可保得住所有學校不縮
班、不殺校。他形容政府現時的做法「唔湯唔
水」，未能解決問題。
黃大仙區中學校長會主席劉瑤紅則指，區內校

長都認為校長聯席早前的「3-2-1」方案相對理
想，擔心局方做法未能解決人口下降引起的問
題，期望最終方案能穩定教育生態。該區校長會
將繼續區內及全港情況，再決定是否支持方案。
據了解，教育局未來幾日將收集各區意見，盡快
於下星期或之前作定案。

教育界立法會議員葉建源昨重申，無法接受「1-1-1」和
「2-1-1」方案，他稱人口下降效應會累積，推算至2016年中
一級較現時縮減約160班，或有48所中學面臨「殺校」危機，
而到了2018年，「超額教師」數目更將達高峰至1,200多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由香島中學校友會主辦，合
記行贊助的「合記煙花盃」友會歌唱比賽2012早前順利於將
軍澳香島中學禮堂舉行，超過500多名嘉賓校友出席活動，
氣氛緊張熱鬧。
是次比賽，共得到14間友會參與協辦，包括培僑中學校友

會、漢華中學校友會、福建中學校友會、香港勞校校友會、
中業校友會、中華中學校友會、育華中學校友會、重生校友
會、育群校友會、民權校友會、衛文師生同學會、新僑南中
大同三校聯會、城坊薈、海陸豐公學、用明學校聯誼會等。
大會並邀請到著名歌星張立基、資深歌唱老師許蓮香及姜培
莉等擔任評判。
當日賽事由香港勞校校友會廖芷芊奪得流行歌唱獨唱冠

軍，而民歌、藝術歌曲獨唱組冠軍則由香島中學校友會周潔
華奪得。
至於小組唱和大合唱比賽，大會也邀請到香港聲樂殿堂級

人物費明儀，美聲合唱團藝術總監及香港重唱藝術團音樂總
監張朝暉和禮賢會香港堂女聲小組詩班指揮、華英中學音樂
主任何小馨任評判。小組唱冠亞季軍分別為育華中華校友
會、漢華中學校友會及中華中學校校友會。而今年大合唱比
賽冠軍則由漢華中學校友會榮獲，亞軍及季軍分別是培僑校
友會及香島中學校友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科技大學獲其士國際集團主
席周亦卿捐款2,000萬港元，支持大學發展，校方遂將大學圖
書館綜合研習坊以其士國際集團命名，以表揚其慷慨捐贈。
有關命名儀式早前在科大校園舉行，由周亦卿、科大顧問

委員會及校董會成員暨其士國際集團執行董事周維正、科大
校長陳繁昌、首席副校長史維、副校長翁以登等主禮。陳繁
昌讚揚周亦卿熱心支持教育，長久以來其家族已對科大作出
多項捐贈，也為大學發展提供寶貴意見。他又表示，該綜合
研習坊超越圖書館固有傳統，特別採多用途設計及特長開放
時間，可配合21世紀的教學需要，可幫助學生做學問、研究
及自學，成為集資訊及多媒體應用等多功能於一身的學習樞
紐。
周亦卿則指，年輕人是社會未來的領袖及重要資產，希望

過是次支持科大綜合研習坊，能夠幫助推動學生之間學習交
流，並為社會帶來裨益。他指科大在提升香港高等教育水平
方面不遺餘力，成績有目共睹，很高興能與科大攜手促進教
研發展，推動香港成為知識樞紐。

香島校友會辦友會歌唱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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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進校本評核問題多年的教育評議會副主席、
風采中學校長曹啟樂，在接受本報訪問時以

「費時失事，勞而無功」8字總結整體校評工作。
他質疑，校評只佔科目總分約15%至20%，公開試
仍是最後成績關鍵，但3年高中間師生付出和收穫
不成正比，實在得不償失。特別是不少學校同時
面對課時不足問題，難以有效兼顧校評。

1師負責60人校評 工作量重
鳳溪第一中學校長黃增祥則指，能力較高的學

生或可自行處理校評，但能力稍弱者則肯定需要
老師大量支援，「每個老師最少負責兩班約60人
的校評工作，工作量極重」。天主教伍華中學校長
劉柏齡則稱，許多科目如英文、通識和理科科目
等的校評工作量極大，要求師生於不同科目密集
和瑣碎地進行校評，對學習未必有效。

專家倡長遠應研減校評科目
首屆文憑試共有中英通識及5個選修科已全面推

行校本評核，另4個理科科目部分推行，按當局今
年初新修訂的時間表，至2016年，其餘11科校本
評核也會開展。屆時，每個學生身兼最少5份校評
(4個必修科加1個選科)，老師亦要逐一處理，師生
苦況實在雪上加霜。曹啟樂指，校評雖有存在價

值，但卻非每科都需要，所以11個尚未開展的科
目應考慮立即煞停；至於已推行者也需要精簡，
長遠並研究進一步減少要作校評的科目。

耗時無益考試 學生怨不值
校評對學生負擔甚重，中六生林志遠便以通識

科的獨立專題報告(IES)舉例指，報告要常常修改，
並在課後花大量時間向老師討教，但未見對學習
和考試有很大幫助，直言「不值得」。另一中六生
梁藝耀稱，單是於IES設計問卷及搜集資料，已要
花整整3天才能完成，感覺很花時間卻難以掌握。
中六生陸同學修讀的視覺藝術科亦要製作校評

報告，她表示，學生交報告需要詳細和高質，但
卻非全部計分，質疑工序太繁瑣，徒添壓力，認
為可考慮以工作紙方式，讓同學按所需完成報
告，避免浪費時間，影響其他科目學習進度。她
又不諱言，很多同學都覺得校評佔分少但工作量
大，根本無甚心機做，最終都是敷衍了事。
津貼中學議會主席廖亞全認為，當局應以「減

輕師生工作量，維持優質水平」為原則，精簡校
評內容，也需要藉是次新學制檢討的機會，讓不
同科目的委員會重新檢視該科校本評核計劃，例
如是否要求過高，對師生負擔是否太大等，甚至
停止開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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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除了公開考試成績，校

本評核(校評)亦是新高中課程下學生在學科表現的另一個指

標。不過，由於佔分比重不高，工作量卻極大，在課時緊

絀下，師生均直言已無多餘時間和心力應付。學界人士形

容，校本評核可謂「費時失事，勞而無功」，因應教育局及

考評局正就新學制進行檢討，學界認為將於2016年才落實的11個科目的校本評核部

分，應全面煞停，而其他已開展校評的科目則盡量精簡，如只需要向考評局呈分1次，

部分選修科的校評長遠也應考慮取消。

現代滿漢全席部分菜式
菜式名稱 特色

雁塔題名 配以雕花蘿蔔塔，冷熱食皆得宜

揚名四海 多種海鮮為主打

翡翠夜明珠 巧克力配杏脯汁，中外合璧

資料來源：職訓局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馮晉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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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廚藝學院將於下星期五舉行模仿滿漢全席

的晚宴，宴會中使用的器皿也別具特色。

曾慶威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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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評判頒發

藝術歌曲獨

唱獎項。

校友會供圖

■（左起）

翁以登、周

維 正 、 史

維 、 周 亦

卿、陳繁昌

等進行綜合

研習坊剪綵

儀式。

科大供圖

■劉柏齡指，許多科目

校評工作量極大，質疑

密集和瑣碎地進行校評

的有效性。 馮晉研 攝

■林志遠認為，通識科

的獨立專題報告(IES)無

助學習和考試。

馮晉研 攝

本 內容：文匯教育 紫荊廣場 娛樂新聞 體育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