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諉過他人挨批
張仁良允嚴格把關 不出產「次等教師」

教院生實習不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香港大學
昨日舉行第一百八十九屆學位頒授典禮，首
次由上任逾11年即將離任的校長徐立之主
禮。典禮上，徐立之與畢業生分享以往從事
研究工作的歷程，以自身經歷勉勵即將踏入
社會的學生，「隨自己的喜好和所鍾情
的，做你們希望做的事」，並「勇於接受一
路上出現的改變」。此外，他又借這次機
會，感謝一直支持大學及其工作的人士。

勉勇迎改變 視作「進化」
近年港大學位頒授典禮都由校監或副校監

主禮，任期尚餘4個月臨別在即的徐立之，
昨日作出「歷史性」突破。他致辭時引用希
臘先哲赫拉克利特的名言「萬物無常，萬事
恆變」，講及「香港改變了，世界改變了，
而這一切都會繼續地變」。他又以自身經歷
分享，把「改變」視為生物學的「進化」，
並講述「掙扎求存」的經驗。
他回顧當年開展對遺傳病「囊狀纖維症」
的研究時，自己採取前人從未採用的方法，
糅合傳統人類基因理論與最新的分子生物技
術。雖然經歷了很多焦慮和壓力，他很幸運
能走出一片天，為遺傳病基因學作出一點貢
獻。他以此勉勵學生，「我希望你們都能跟
隨自己的喜好和所鍾情的，做你們希望做的
事。然而，你們一定要勇於接受一路上出現
的改變，並冒上一些風險」。
此外，他勸勉即將踏入社會的畢業生忠於

自己，待人以誠，持守最高的道德操守，聽
取他人意見。他又特別提到，要做一個負責
任的人，「領袖能力始於責任感，成功與否
在於處事態度。要遠離抄捷徑的不當行為，
對於有違個人操守和有損別人尊嚴的事，絕

對不能妥協。」

對候任校長馬斐森有信心
最後，他分享在大學工作所學到的事情，坦言

「不敢肯定是否有一套完美的管治大學方法」，但認
為大學主管應如一幅畫的背景，提供最佳環境，讓畫
前方的學生和人員有出色表現、有所貢獻。他於典禮
後回應記者問題時表示，對候任校長馬斐森有信心，
認為香港人未必完全了解馬斐森，又指自己剛出任港
大校長時，也曾被質疑無行政經驗。
徐立之昨日頒授學位予7,882名畢業生，其中429人

獲博士學位，4,081人獲碩士學位，學士學位畢業生有
3,37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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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小議會昨日舉行2013年度周
年大會，張仁良與小學業界

分享教院如何培訓準教師。答問
環節上，慈雲山天主教小學校長
阮瑞嫻透露，曾有教院學生實習
期間因個人操守及語文能力惡
劣，被該校中途中止實習，故該
校有2年至3年拒絕接受教院實習
生。今年該校再次接收2名教院生
實習，但校方發現他們發音不達
標，對方卻回應指「大四才說我
英文發音不達標？」她坦言：
「學生既不接受批評，反指導師
或評課老師有問題，令人失
望。」

實習不及格或會踢出校
張仁良承認，曾有同事反映，
有學生缺席實習簡介講座，擔心
學生實習遇上問題。不過，他強
調，教院不會出產次等教師
（Sub-Standard Teachers)，「如
果實習『肥佬』，我會『kiss
them goodbye』」，學生需為自
己負責，教院將嚴格評估實習表
現。

加強兩文三語教育
對於學生語文能力受質疑，張
仁良指，教院收生成績雖在八大
資助院校中「包尾」，但校方會
加強兩文三語教育，校方會讓學
生明白語文的重要性，「若準教
師只懂用廣東話教學，競爭力連

華南師範大學都不如」。為提高
學生英語能力，張仁良透露，將
在全球性學生組織Aiesec中，揀
選約20名外籍畢業生到教院擔任
宿舍導師，鼓勵學生使用英語溝
通。校方又會根據學校校長及商
界人士意見微調課程。

不達標列暫緩跟進
教院發言人補充指，教學實習

或學校體驗，評定分為優異、良
好、及格及不及格4個等級。過去
數年，逾八成學生獲評定為表現
優異或良好，不足2%未能通過教
學實習，校方已按既定程序跟
進。發言人指，不達標者會被列
入學校為期最少一周的「體驗暫
緩期」。校方會召開會議討論個
案、審視佐證及提出改善方案。
學生須按建議作出改善，提交報
告及證據證明改善情況。學生在
學校體驗暫緩期終結時，報告須
經個案會議主席審查及接納，方
可解除學校體驗暫緩期，否則有
關學生將不獲准進行教學實習，
直至學校體驗暫緩期解除。
津小議會主席冼儉偉及資助小

學校長會主席梁兆棠表示，滿意
近年整體實習生表現，相信未符
合要求的學生只是個別例子。九
龍城區家長教師會聯會會長陳鳳
雯表示，師資優良將直接影響未
來社會棟樑，建議教院嚴謹把
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香港教育學院校長張仁

良昨日出席津小議會講座時，有校長禁不住向他反映指，

教院派出的實習教師表現不濟，包括過去曾有實習因個人

操守及語文能力惡劣被辭退，今年兩名實習教師又被發現

英文發音不達標，而且拒絕接受批評，反把責任推卸給專

業的觀課老師，情況令人吃驚。張仁良強調，教院不會出

產「次等教師」，將加強訓練學生兩文三語，嚴格執行實

習政策。若準教師最後一年到學校實習「肥佬」，建議他

們留班、轉學系，嚴重者更可能遭踢出校，實行「kiss

them goodbye」。據了解，該校近年有不足2%學生未能

通過教學實習。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伊莎）
上任教院校長快將
3個月的張仁良表
示，身為教育界人
士，經常被要求評
論政治議題，他一
度有點不習慣。他
提醒教師，教學過
程中應堅守政治中

立的操守，避免把政治立場演繹或滲透到教
學層面影響學生。另一方面，教師應教導學
生接納社會上的正反意見。
津小議會周年大會上，番禺會所華仁小

學校長陳岡提及，學校教師或受辦學團體

立場影響選擇某些教材，難以做到真正的
中立。張仁良回應指，教師本身可以有政
治立場，但亦應抱有胸襟接納不同意見，
授課及選擇教學材料時應保持中立，「不
一定要兩極化，但兩邊立場也要提及，讓
學生自行討論」，避免因偏頗影響學生學
習。

倡教學生接納正反意見
他認為，香港社會價值觀不斷改變，以往
被認為屬禁忌的同性戀婚姻，宗教人士現時
也會討論。他又指，香港社會愈趨政治化，
開始難以接納不同意見，非友即敵是不健康
的社會現象，教師更應加以平衡、以身作
則，教導學生接納正反意見。

教學堅守政治中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教育局資歷架構秘書處昨日舉行
「過往資歷認可」分享會，就不同行業從業員把工作經驗經過專業
認證，化成實際的資歷證明書，從而銜接進修課程情況作介紹。教
育局副局長楊潤雄表示，「過往資歷認可」可讓各行業資深從業員
取得認可資歷水平。目前總計已有近9,000個「過往資歷認可」申
請，共頒發資歷架構第一級至四級近1.7萬張資歷證明書，成功率近
乎百分百，相信未來申請及認可數目將繼續增加。

更多行業參與 申請料續增
分享會內容包括總結推行「過往資歷認可」行業經驗，並讓其他

行業借鏡，吸引逾300名各界人士、僱主、人力資源管理人員、從
業員和培訓機構代表出席。楊潤雄表示，現時進修培訓機構已普遍
接受「過往資歷認可」資歷作為課程入學條件之一，有助推動業內
人士持續進修，達致終身學習目標。
在資歷架構框架下，目前已有8個行業推行「過往資歷認可」機
制，包括印刷及出版、鐘錶、美髮、物業管理、珠寶、汽車、物流
及中式飲食；其他行業包括進出口、美容、機電及零售，正積極籌
備在業內推行機制。楊潤雄指，隨更多行業參與，以及公眾對資
歷架構認知增加，相信申請數目將繼續上升。

過往資歷認可申請
為數9,000 失敗近零

浸大「獨門秘方」 廚餘變無臭堆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小
一自行分配學位結果日前出爐，今年
派位成功率見 16 年新低，只有
42%，競爭激烈的北區情況尤為嚴
重。教育局副局長楊潤雄昨日透露，
今年有3,900跨境學童參與小一自行
收生機制，較去年增加逾兩成。有校
長以此推算，今年或將有2,300人參
與跨境校網，其中1,400人可能暫未
有落，要靠自願加入校網的學校提
供學額、加班加派等方法應付學位需
求。
教育局副局長楊潤雄昨日出席公

開活動後透露，本學年有3,900名跨

境學童參與小一自行派位機制。據
了解，數字較去年3,050人多出850
人，增幅達27.8%。他指若新設的
「跨境校網」學額不足，會增加學
額解決問題。

教局：「不選不派」暫未定
至於早前有多所位於東涌和馬鞍山

的學校表示有興趣提供學額納入「跨
境校網」，因此跨境學童家長有機會
派到上述地區的學校升讀小一，路途
遙遠。楊潤雄表示，暫未決定是否「不
選不派」。
若以今年自行分配學位階段成功

率只有42%推算，北區小學校長會
主席陳紹鴻指，上述3,900名跨境學
童中，約1,600人可成功透過自行分
配學位階段升讀小學；其餘2,300人
將加入下一階段統一派位，並納入
由鄰近邊境8個地區組成的「跨境校
網」。

自願提供學額量成關鍵
目前跨境校網內逾400班小一只

能提供基本900個學額，陳紹鴻續
稱，即1,400人可能暫未有落，
故自願加入校網的學校提供學額
數量成為學位足夠與否的關鍵。

當局將於明年 1月公布「選校名
單」，若暫時納入校網的學校數
目和其涉及學額無法吸納所有跨
境生，當局有機會透過加班、每
班加派學額、向他區借位等方法
滿足需求。他希望當局盡快提供
有關數字，「究竟有多少跨境學
童成功入北區小學？如果幸運地
可滿足需求，有剩餘學位，即可
撥給專網的跨境生。」
教育局發言人表示，有關居於內

地的申請兒童參加小一自行分配學
位的人數，只反映第一個派位階段
申請入學情況，並不代表居於內地
的申請兒童明年最終入讀小一的人
數。

1,400跨境童升小一料無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每日棄於堆
填區的固體廢物中，約四成都是廚餘。雖然不少
屋苑現時都有堆肥機把廚餘「變廢為寶」，但由
於有關機器未能適應本地重油鹽的飲食口味，故
較難產出達標肥料。香港浸會大學嘉漢林業珠三
角環境應用研究中心主任及生物系教授黃煥忠，
率領團隊研究上述問題，最終透過加入沸石和油
脂降解菌的「獨門秘方」提升降解率，在節能、
省時的情況下，提升機器處理效能，令堆肥變得
更肥沃、無臭，種出來的植物也更高大。
要處理廚餘，不少人首先想到的，是把廚餘轉

為肥料的堆肥機。但黃煥忠指出，現有廚餘堆肥
技術面對酸化和臭氣問題，前者不利廚餘分解；
後者則會減低市民參與意慾。再加上本地飲食文
化油、鹽成份較多，令購自外國的廚餘堆肥機難
以適應本地口味，很難產出達標堆肥，「未腐熟
產品極可能含有致病菌，在泥土應用時會燒根傷
苗，降低土壤性能和作物安全」。

適應「重口味」降解率逾六成
巿民發現衣服洗得不夠潔淨時，很少人會另買

洗衣機，而是會改試另一隻洗衣粉。同樣道理，
黃煥忠研究團隊有感自製「本土適用」堆肥機成
本太高，於是改為研發提升廚餘變堆肥效能的

「獨門秘方」。秘方其中一項重要成份就是加入
能緩衝酸性、吸附氣味的沸石（Zeolite）。結果
發現，增加10%沸石的廚餘，有機物質降解率提
升至逾六成，遠高於一般廚餘約兩成。此外，臭
味大幅減弱，氣味稀釋值從大於30降至小於4。
研究團隊又加入獨家研發、準備申請專利的接

種物（Inoculum）「油脂降解菌」，專門對付油
膩的本地廚餘分解油分，令原本12%含油量驟降
至4%。倘若把10%沸石和油脂降解菌加在一
起，混入廚餘中，更能提升溫度及酸鹼度，提供
適合環境讓微生物生長，增加分解有機物速率。
黃煥忠解釋說︰「平常要堆肥機加高溫度，用能
量換取適合環境，但我們的做法可減少堆肥機的
運作能源。」

腐熟時間減半 減氨氣釋放
「秘方」更能把堆肥腐熟（Maturity）時間從

一般的60日縮減至21日至28日，處理時間節省
一半，種出來的植物也較高大。黃煥忠更指，
「秘方」可適用於其他類型堆肥機，相信可為社
區廚餘堆肥效能不夠高提供解決方案。

鎖住氮元素 減35%氨氣
除了上述成果外，研究團隊另一項目亦通過促

進堆肥過程中鳥糞石（Struvite）的形成「鎖住」
氮元素，減少35%氨氣釋放。提高肥效的同時，
紓解了氣味問題，令堆肥產品用作種植時，比普
通堆肥提高作物產量約36%。

◀張仁良強
調，教院不
會出產「次
等教師」，
將加強訓練
兩文三語。
曾慶威 攝

■陳岡 曾慶威 攝

■黃煥忠指，團隊研發的「獨門秘方」，能減低
廚餘臭味。 歐陽文倩 攝

■師生踴躍與徐立之合照。 梁祖彝 攝

■「過往資歷認可」分享會上，楊潤雄在簽名板上簽名。

▼津貼小學
議會昨日舉
行 2013 年
度會員周年
大會，楊潤
雄擔任主禮
嘉賓。
曾慶威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