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書局及嶺南大學人文學科研究中心合作之「一九五○年代的香港

文學與文化」叢書出版計劃，共有6本評論集及創作集，當中重印上世紀

50年代文學作品部分是嶺南大學人文學科研究中心從搜集多年的珍稀材料

中發掘，彌足珍貴。中華書局希望叢書雅俗共賞，為學術研究者帶來啟悟，為大眾同好燃起上世紀50年代

香港文學和文化的興趣。

「全球化」對
我們個人、國家
經濟、政治、文
化及資源環境均

是一個重要影響因素。透過閱讀本書，我
能多角度思考其成因、利弊、解決方法及
未來趨勢的預測。

根據作者多年的研究，全球化在1850年
逐漸形成。當時日漸開放的商貿交流、資
金自由流通、移民及航海技術進步等因
素，都是促成全球化出現的因素。當然，
20世紀末的通訊科技普及化，更令全球化
成為一個明顯趨勢。

全球化亦改變全球經濟模式，部分產業

紛由已發展國家移往發展中國家，如精密
配件由已發展國家生產，簡單產品則由發
展中國家製造，形成全球工業分工。這種
現象利弊皆有。作者推測，全球經濟統合
運動令世界經濟在未來提升約80%，人均
收入提高50%；不過也容易導致骨牌式全
球經濟衰退。

此外，作者也探討全球化所涉及的不合
理國際經濟問題。部分反全球化分子認
為，發展中國家的勞工權益備受嚴重剝
削。但作者引用的數據顯示，全球化令各
國貧富懸殊差距在1970年後逐漸縮小，並
以「金磚四國」─中國、印度、巴西及俄
羅斯為例，指出全球化能加速國家經濟成

長，提升國民生活水平。
作者又強調，政府在解決問題中擔任重

要角色。雖然國際組織會援助發展中國家
脫貧，但世界銀行指出，政府是否擁有優
良政策及運作系統，是影響國民能否獲益
的關鍵因素。另外，高耗能和高污染的生
產活動轉移至發展中國家，影響環境。聯
合國教科文組織推測，若再不解決水污染
問題，到2025年，地球將有七成人口的水
資源不足。針對環境問題，各國政府在
1970年起開始管制鉛、二
氧化碳及硫
化物的排放
量。最後，

作者預測資訊科技對全球化的影響，以及
這種現象如何提供更多工作機會。

針對全球化這項議題，作者引用研究數
據及經濟學理論作出分析，引導讀者摒除
舊有思想，從而客觀且多角度地思考：
全球化是否真的加劇
貧富懸殊差距？是
否環境污染的罪魁禍
首？

這是一本值得推薦
的書，能令讀者以

嶄新觀點了
解全球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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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稿啟事本報教育版最近新增投稿專欄，廣邀全港中學

生撰寫書評，藉此推動學界閱讀風氣。投稿作品

每篇介乎500字至800字，須為原創，不得一稿

兩投。作品一經刊登，可獲由中華書局贈送50元

書券乙張，以及「一九五○年代的香港文學與文

化」叢書一本。投稿者請把書評電郵至wwp.edu@gmail.com。

電郵標題請註明「書評專欄投稿」，並列明學生

姓名、就讀年級、所屬學校、住址、聯絡電話和

電郵，以便編輯跟進。

中華書局總編輯李占領點評：全球
化與生活息息相關，文中能說明全球
化對社會以至世界的影響，不錯！

學生：林樂頌
學校：匯知中學《這就是你面對的全球化》影響息息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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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2016年落成 可開八班小一 紓北區負擔
建新校迎雙非高峰
東華馬錦燦小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婷芝）現時香港每天
生產近1萬公噸都市固體廢物，當中約四成

（3,500多公噸）屬廚餘，不但增加堆填區負荷，
更是對寶貴食物資源的浪費。中文大學昨起開展
為期兩年的「惜食在中大—教育運動及廚餘再
生計劃」，以惜食及減少廚餘為主題，透過不同
推廣活動包括製作微電影、向不浪費食者派發餐
券等，鼓勵校內員生珍惜食物，期望兩年後全校
廚餘可減少兩成。

中大協理副校長兼環境、能源及可持續發展研
究所副所長馮通在計劃開幕禮指，香港廚餘問題
嚴重，作為社區一分子，必須加倍努力去減少廚
餘及浪費，「我們期望在推出『惜食在中大』教
育運動後，大學的廚餘在兩年後可減少兩成」。
他又引用「誰知盤中飧，粒粒皆辛苦」名句作比
喻，浪費食物既苦了農夫的心血和努力，又苦了
種植農作物和飼養牲畜所使用大量的土地、養分
和水源資源，更苦了一些不得溫飽甚至營養不良
的貧窮人士。

微電影宣傳 派300餐券

是次運動得到中大綠色天地、豐盛及綠領行動
的支持和參與，並將推出各種講解廚餘問題及解
決方法的宣傳刊物、海報及工作坊，又由學生編
導演製作了微電影《少飯》，至今也已於校園餐廳
向「惜食」人士派贈逾300張餐券，校方並購置了
兩部機器廚餘將分解為堆肥，用以綠化校園。

中大「惜食」兩年
盼減兩成廚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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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防職場社交網絡陷阱

小六生跨校越級上英語課

本 內容：文匯教育 社團新聞 台海新聞 神州大地 國際新聞 娛樂新聞 體育新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婷芝）港童
的學習壓力越見沉重，從孩子書包的平
均重量不斷上升已能反映出來。民建聯
近日到深水 和大埔區進行學童書包重
量調查，被訪學童有213人。結果發現，
若以書包重量不超過體重十分一為標準
的話，被訪學童中有93%書包過重，超
標情況見歷年新高，較2011年多出超過
16%；整體書包重量平均有4.37公斤。

鄭泳舜倡資助買「共用課本」

民建聯家庭事務委員會主席鄭泳舜建
議，教育局應資助學校購買「共用課
本」，大量購入某些科目的課本，並存
放於學校供學生上課時使用，以減少學
童需購買和攜帶的課本數目；家長則應
督促子女執拾書包，並教育子女不要攜
帶多餘的物品回校；為子女選配符合體
型、質料較輕的背囊式書包。

民建聯家庭事務委員會委員譚榮勳亦
表示，出版商應出版精簡和實用的課
本，減輕課本的重量。譚亦提醒學生，
學生應經常保持正確和良好姿勢；家長
宜留意及觀察子女是否有脊柱側彎情
況，如有懷疑，應及早請教醫護人員。

近日大家可有留意一則新

聞，有一名在律師行實習的準

律師，因拍下自己第一次上庭

的照片，然後用手機App上傳

至社交網站，以宣示自己「用

法律行公義」的志向，結果他

不單觸犯法例，亦因犯下錯

誤，很可能受到公司處分。

在報章上，大家經常看到在職場上不當使用社交網

絡的新聞。何解有這個現象？筆者認為是我們一方面

樂於享受智能手機與社交網絡的方便，但另一方面卻

以舊有態度對待社交網絡及智能手機，忘卻了社交網

站與個人私隱，甚至與職場的關係。

私人與工作界線變模糊

社交網絡的出現，可以說是模糊了私人空間及工作的

界線。以筆者的經驗為例，作為教育工作者，少不免要

在課餘時間與學生聯絡。現今很多學生都擁有智能手

機，為了方便聯絡，筆者亦會將學生加入為自己的聯絡

人。無錯，在公餘時間與學生之間的聯絡是方便了，但

相反學生亦可以透過你「個人空間」搜尋訊息，包括我

以往的日記、狀況訊息、照片等資料。

上課時，曾有學生突然問我：「阿Sir，你中學個頭

成個椰子咁！」、「原來阿Sir你以前識女仔很有辦法

喎！」當時我真的始料不及，又十分尷尬。試想想，

如果筆者放工後，無心插柳地在facebook「貼文」：

「今年班港姐真係樣靚身材正喎。」筆者的學生、甚至

同事，只要是我Add的聯絡人，都會有機會見到。文

章雖然在公餘時間發布，但觀感無分Office Hour，一

句說話分分鐘弄到自己「一身蟻」，破壞了職場上的專

業形象。

開設兩賬戶 公私更分明

為了保障個人私隱，同時又想有暢所欲言的空間，

筆者花了點時間作打點，希望可以供讀者參考。對於

只在工作上接觸到的人，例如學生、上司、客戶等，

筆者會為他們開設一個工作用的賬戶，除了可以保持

聯繫，亦可以避免不慎發布不合宜的文字及照片。對

於相熟的同事，則於私人賬戶內開設聯絡人群組，發

布文字或影片時可以指定某一群組人才可以看到所發

布的內容。當然，在工作時應盡量避免使用社交App

溝通，即使用都應該應用於工作的事宜上。

最後想跟大家分享一則趣事。筆者在進入機構工作

前，曾參與一家本地科網公司的面試。當筆者坐下

時，公司負責面試的人就跟我說：「得啦，我已經上

網搜尋過你的資料，了解你的實力，你現在只需向我

介紹一下你做過的作品就可以。」當時我覺得該公司

既靈活又有魄力，不過現在就覺得凡事要小心，因為

社界網絡無遠弗界，可能你在考進公司前，你的準老

闆、準同事經已透過社交網絡掌握你的資料了！

IVE（沙田）電子計算系署理講師 郭譽豪

（VTC機構成員）

(標題與小題為編輯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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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跨境學童持續增加，北區學額不足問題擾攘多時。

教育局上月將粉嶺36區一幅空置用地批予東華三院馬錦燦紀念小學發展新校舍，該校

表示，新校可建36個標準課室，計劃2016年度落成，屆時可開辦最多七八班小一，提

供逾200個學額。事實上，根據雙非嬰兒出生數字，未來幾年適齡讀小一的學童繼續增

加，至2016年及2017年為最高峰，該校小一大增至8班，有望紓緩北區學額問題。

據政府統計，2010年及2011年分別有約8.9萬
及9.5萬名嬰兒出生，當中雙非嬰兒分別有

近3.3萬及3.6萬名，屬歷年來最高。有關兒童將於
2016年及2017年入讀小一，屬雙非入學高峰期，
北區更是首當其衝，因應跨境學童增加，小一學
額料將更為緊絀。

校長：較現時校舍大逾3倍

東華三院馬錦燦紀念小學上月獲批粉嶺用地發
展新校舍，其佔地面積達7,200平方米，較現時在
上水彩園 的校舍大3倍多，設36個標準課室及
42個特別室與活動場地。

該校校長馮育意指，新校舍將於2016年度落
成後可以開設最多七八班小一，估計能取錄逾
200名小一生，遠比現時四五班多。不過，該校
未具體提及新校舍是否能趕及於9月新學年使
用。

憂「大肚班」佔課室致學額減
就區內學額問題，馮育意指，該校今年舉辦了

11場入學簡介會，吸引逾千名家長出席，較去年
約500多人大增逾倍，可見需求極大，當中不乏
內地家長，「更有內地家長坦言已走訪多區，包
括上水、元朗、大埔等，出席了20多間小學簡介

會；但仍擔心因學額不足，未能入讀心儀學
校」。

北區小學校長會主席陳紹鴻則表示，雖然暫不
知道2016年升一跨境學童的數額，但該校能多提
供約200個學額是好現象，特別是2017年是雙非學
童高峰期，相信該校可以紓緩北區學額不足的問
題。但他指出，區內有學校現時於部分年級開辦
班數較多，可能出現「大肚班」情況佔去較多課
室，若屆時該校「大肚班」仍未畢業，最終能提
供學額可能少於200個。另他亦表示，新校舍動
工建設需時，未必是否已開始，要審慎觀望學校
能否準時落成。

該校現於上水的舊校舍只有24個課室，但不足
容納700多名學生，要將視藝室四分三面積分割
作課室用。馮育意又表示，學校環境狹窄，令學
生需要在走廊踢足球及上敲擊樂課；另因雨天操
場未能容納所有學生，下雨天時有學生要撐傘站
於操場外圍，非常不便，但相信遷新校舍後將大
大改善。

學校發展方面，馬錦燦小學計劃於新校舍特設
3個英語學習中心，配合近年加強英語教育政
策，包括3年前起聘任3位外籍英語全職教師，鼓
勵學生課堂外與老師、校長以英語交流等，以邁
向「英文小學」水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香港作為國際大都
會，英語的重要性不容忽視，積極加強英語教育的馬錦
燦紀念小學，其小六生鄭昊斌屬英文資優，成績名列前
茅，今學年更獲學校安排越級挑戰，到鄰近同屬東華三
院的中學與中一生一同上英語課。他更揚言明年有意報
考文憑試英文科爭取佳績，希望盡力學好英文，回饋社
會。

上堂嫌太淺 畫公仔玩文具

鄭昊斌自小對英文有濃厚興趣，小一時上英文課就經
常畫公仔、把玩文具，但卻能正確回答老師所有提問。
馬錦燦紀念小學校長馮育意指出，老師察覺鄭從小一開

始就毫無心機上英文課，卻較同齡學生懂更多詞彙，英
語成績亦是全級第一，才知道當時的課程對他而言過於
簡單，於是額外教授更多英文詞語。自小三開始，校方
便安排他於英文課「跳級」英語到小四班上課。鄭昊斌
笑言，越級挑戰「學懂更多，非常有挑戰性！」

至今年升小六後，昊斌更獲「跨校協作」安排，每月
有三四天到鄰近的東華三院甲寅年總理中學與上中一英
文課，他形容內容非常充實，希望自己能學好英文，

「將來發揮所長，善用英語幫助社會上有需要的人！」昊
斌去年亦曾應考屬試驗性質的「TOEFL Primary」，考獲
90分成績；又稱有意會參加明年的文憑試英文科考試，
並揚言相信能奪取5*至5**佳績。

■鄭昊斌(右)表示，希望學好英文，將來發揮所

長，回饋社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伊莎攝

■東華三院馬錦燦紀念小學發展新校舍，屆時可開辦最多八班小

一，提供逾200個學額。校長馮育意指，該校致力發展為「英文

小學」。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伊莎攝

■由於學校環境狹窄，學生需要在走廊上敲擊樂課。

東華三院馬錦燦紀念小學供圖

■民建聯發現，學童書包過重情況普遍，超標情

況創歷年新高。 民建聯提供圖片

■為期兩年的「惜食在中大」計劃展開，協理副

校長馮通（前排右）與學生大使到校園餐廳向

「惜食」者送贈餐券。 中大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