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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管設「語文木人巷」
英普不達標不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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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大都市種植有機菜收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及
創作系研究助理教授譚迪詩，最近與浸大可持續發展
校園專責小組、樂餉社、種樂樂城市耕作合作，舉辦
「綠色生活—都市微種植與資源循環計劃」，透過充
分利用棄置的廢物和被忽略的空間，於城市種植有機
蔬菜。大會日前舉辦了收成儀式，讓浸大師生享用以
「廢物資源」所種的奇妙成果。

譚迪詩：收集飯堂廚餘堆肥種菜
譚迪詩表示，香港土地有限，既然樓宇總是向高空

發展，垂直空間正正可為種植帶來另一片天空。她鼓
勵浸大學生親手種植食物，以培養尊重食物的態度。
參加者利用廢棄膠樽作種植盆，將大學飯堂收集到的
廚餘，放入廚餘機製成堆肥，然後利用這些肥料種出
沙律菜。

參與計劃的市場學系二年級生陳陞前更即場示範一
道即摘即食的秘製沙律給在場師生享用。他指雞蛋殼
也可取代膠盆培苗，而培養出來的幼苗更加茁壯。

人力資源管理學系二年級生鍾嘉希亦指，以往吃菜
的時候並不會想到種菜是一件困難的事情，但由培
苗、移苗到追肥其實都需要知識和技巧，「屢敗屢試
的種植經驗，令我更珍惜食物」。

中大邀台學者講「大腦與人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高鈺）香港中文大學邀得台灣

「中央大學」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洪蘭教授擔任本年
度邵逸夫爵士傑出訪問學人，並於下本月26日（星期
三）下午5時，假座中大逸夫書院大講堂主持公開講
座，題目為「大腦與人生」，歡迎公眾人士參加講
座，費用全免。

人類的大腦會不斷因應外界的變化而改變其神經迴
路的連接，而神經科學家亦發現大腦中掌管記憶的海
馬迴神經細胞可以再生，證明人類有終身學習的能
力，故不存在「輸在起跑線」這回事。洪蘭認為，人
類的情緒是認知對情境的解釋，改變心態，就能改變
生命。講座以普通話進行，大會亦設英語即時傳譯。
有興趣者請於網上登記留座，網址為：

https://cloud.itsc.cuhk.edu.hk/webform/view.php?
id=114642

洪蘭1969年畢業於台灣大學，其後獲美國加州大學
河濱分校實驗心理學博士學位，並於耶魯大學哈斯金
實驗室及加州大學爾灣醫學院神經科接受博士後訓
練。她曾任聖地牙哥沙克生物研究所研究員及加州大
學河濱分校研究教授。現任台灣「中央大學」認知神
經科學研究所教授及台灣陽明大學神經科學研究所認
知神經科學實驗室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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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理工大
學炒副校長事件再次出現校方與事主的隔空
對罵場面。早前被即時終止合約的理大前副
校長徐林倩麗，昨日於報章上發表「無理解
僱漠視法紀 堅持抗辯還我公道」的聲明，
再次強調自己從無「秘撈」、現時亦無欠
款，又指理大於2012年有逾450宗員工漏
報、遲報和遲繳款的情況，但沒有一人被解
僱，指責校方刻意針對自己。

徐林倩麗又指，自己尚有兩宗投訴在進
行，認為有關結果對於獨立調查委員會的審
視亦有影響，質疑大學「倉卒解僱」自己，
「實屬可疑」。

理大隨後則發表聲明指，該校的《監管校
外活動及顧問工作的規章》已提供清晰的定
義及規則，又指校方若發現違規情況，均會
嚴正處理，並按其嚴重程度作出適當懲處。
理大又指，徐林倩麗早前所作的投訴與獨立
調查小組報告是「完全獨立處理，其結果如
何亦不會改變獨立調查小組的結論」。理大
又重申，有關徐林倩麗被終止聘用的其他說
法或揣測均屬虛構。

中電：徐周年大會後退任董事
徐林倩麗被指違規沒申報的校外工作，

包括中華電力董事；而中電昨日亦宣布，
徐林倩麗將於5月8日該公司舉行股東周年
大會後退任董事，與轄下審核委員會和可

持續發展委員會委員的職務。中電指，有關決定是因
為徐林倩麗希望「專注處理個人職務事宜，並鑒於她
本人須於2014年年會上輪值告退」，將不再膺選連
任董事。

■譚迪詩(右)鼓勵浸大學生親手種植食物，以培養尊重
食物的態度。 校方提供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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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為提升畢業

生語文水平，自資院校

恒生管理學院於2014/15

學年起首設「語文出關

試」，要求修讀5個與商

業相關的榮譽學士新課

程的學生，須在畢業前

應考國際英語水平測試

(IELTS)及國家語委普通

話水平測試(PSC)，成績

分別至少達6分及三級乙

等，否則不能畢業，而

未來「出關試」將拓展

至全校本科生。

恒管昨日舉行新春傳媒午宴，介紹學院的最新發
展。該校署理校長方梓勳表示，新學年將開辦5

個與商業相關的榮譽學士學位課程，提供370個學
額，其中350個留給文憑試考生，另外20個為副學士
課程的銜接學位。5個新課程包括：數據科學及商業
智能學、管理學工商管理、企業管治工商管理、金融
分析工商管理，以及管理科學與資訊管理，待下月行
政會議通過，即可展開招生。他又透露，9月入讀的
新生須應考IELTS及PSC，分別取得6分及三級乙等
或以上才可順利畢業。

院長指增畢業生競爭力
據了解，目前香港教育學院亦設「出關試」，要求

學生應考上述兩項測試，不過未達標學生也有可能順
利畢業。至於2006年起要求學生畢業前參與語文水平
測試的理工大學，2011年學年取消「出關試」，改為
要求學生須修畢9個學分的語文及溝通課程。

恒管是首間自資院校推出「出關試」，該校的人
文學院院長陸潤棠表示，此舉為了加強學生的語文
基礎，提升畢業生的競爭力，故要求修讀5個新課程
的學生於三年級下學期，開始應考IELTS及PSC；
若學生畢業尚未達標，便須重考至達標為止。另恒
管會參考中文大學的做法，要求學生通過校內的電
腦測試。

「出關試」受挫「補底班」特訓
對於「出關試」未達標的學生，該校會為學生於四

年級下學期舉行「補底班」，加強訓練。不過，校方
「有獎有罰」，若考獲IELTS 7分或PSC二級甲等或
以上的學生，可獲退還全部考試費用。

方梓勳透露，除了現時的商科及人文學科，校方正

籌備增設社會學科，例如公共政策、社會科學等範
疇，擴闊學科範疇，為 2016 學年申請升格大學鋪
路。他指兩三年後將推出行政人員培訓課程、工商管
理碩士等課程，屆時將由下月履新的新任校長何順文
接手有關發展計劃。他又透露，新建築大樓與3幢新
宿舍，耗資15億元，當中新宿舍獲賽馬會資助2億
元，學生明年9月可入住。

▲為提升畢業生兩文三語水平，恒管於新
學年起在5個學士學位課程首推「語文出關
試」。圖為恒管校園。 鄭伊莎攝

◀恒管昨日舉行新春傳媒午宴，署理校長
方梓勳（左三）率領高層管理人員出席。

鄭伊莎攝

港大豎「外圓內方」雕塑銘謝何鴻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香港大

學昨日在百周年校園豎立「外圓內方」雕
塑，藉此銘謝校友何鴻燊對母校的熱心支
持，於 2005 年創立「何鴻燊校友挑戰計
劃」，以「一對一等額配對」挑戰校友，校
友捐1元，他便捐1元，鼓勵校友回饋母校。

等額配對挑戰校友 募10億捐款
有關計劃以每年港幣1億元為上限，連續5

年，至2010年完成時，已得到超過13,000名
校友參與，令港大共獲得港幣10億元的捐
款，超過100個部門及500項目得以受惠，其

中包括學生發展活動、教研項目包括科學及
人文研究、以至百周年校園建設等。

港大昨日豎立的「外圓內方」雕塑，其概
念來自校長徐立之，由教授高華文負責設
計。雕塑的中文名「外圓內方」出自《後漢
書·郅惲傳》，比喻為人處事豁達，內心有
固守的準則。其拉丁文名字「Fortiter in re,
Suaviter in modo」，英文翻譯為「Resolute
in execution, Gentle in manner」或「Vigor-
ous in deed, Gentle in manner」，意指「待
人溫良，處事剛毅」，以讚揚何鴻燊待人處
世態度，平易近人而又性格剛强。

■港大校長
徐立之向何
鴻 燊 介 紹
「 外 圓 內
方」雕塑，
豎立雕塑是
為銘謝何對
母校的熱心
支持。
港大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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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一項普通
話評估結果顯示，香港各級學童普通話水
平不俗，合格率普遍達80%至100%，不
過，相比幼稚園初班及高班（K2至K3）
生的九成合格率，初小生普通話達標情況
卻見遜色，下降了4個百分點，說明港生
在幼稚園過渡到初小的學習，未能配合相
關普通話科以至「普教中（普通話教中文
科）」需要，值得關注。另外，港童在普
通話辨音方面表現較差，特別是聲調方面，
建議可加強有關方面訓練。

香港新中華協會於去年底至今年初，
為520名2歲至11歲香港學童評估普通
話水準，結果顯示，按不同年級計，小
四至小六學童表現最佳，合格率達
100%，而2歲至3歲幼童有約八成人合
格，K2至K3學童合格率則增至九成，
不過，小一至小三學童合格率卻下降4
個百分點至86%。新中華學術研究中心
總主任陳俊賢表示，普教中是近年社會
新趨勢，約有三成至四成小學有採用，
但是次評估結果反映港童完成幼兒園學
習後，其普通話能力未必足以應付初小
普通話科的學習，情況值得正視。

混淆聲調聲母 拼音基礎待練
大會又列舉了多個港童學習普通話常

見錯誤，多個均與辨音有關包括混淆聲
調，將出嫁（第四聲）變成出家（第一
聲），及聲母混淆，將水流（l）變成水
牛（n）等，指不少人都未有打好拼音
基礎，建議學校可在拼音、聲調等方面
加強對學生的訓練。

當旅行義工 免匆忙「跑景點」
筆者熱愛旅行，喜愛作為一個旅

行者（Traveller），而非一名遊客
（Tourist）去遊歷世界。這兩個名
詞最大區別在於旅行者更樂於走出
自 己 的 舒 適 地 帶 （Comfort
zone），融入當地文化。因此，筆
者通常選擇義工旅行（Volunteer
Travel / Voluntourism）。

義工旅行是指包含了慈善或服務元素的旅行。近年
這種旅行形式很受歡迎，不少年輕人都趁着暑假到外
國做義工，在「做點好事」之餘，又可遊歷一番。旅
行義工的服務範圍很廣，由低技術工作如清理野生動
物區到專業的醫療救助都有。不少發展中國家如柬埔
寨、尼泊爾、加納都成為這種旅行的熱點。通常當地
非牟利組織設立的義工計劃都會要求定額捐款，規定
義工服務的內容和時數，並為義工提供食宿，甚至安
排景點參觀。

識新朋友 融入當地社區
義工旅行的好處很多。首先，透過寄宿和服務社

區，你能真正融入當地社區，認識新朋友。其次，與
其走馬觀花地「跑景點」，在一個地方待上一兩個月
可令你更了解當地風土人情。最後，義工服務可助個
人成長、自我充實。

有人或會批評，為甚麼我們願意花費數千到千里之外
服務當地人，卻不曾關心本港的弱勢社群。這句話雖不無
道理，但筆者認為，當一個負責任的香港公民和當一名世
界公民本身並不相互排斥，也沒有必然的先後順序，就如
我們看本地新聞，同時也看國際新聞。

慎選項目 防過度商業化
真正問題在於義工旅行有過度商業化的趨勢。不少

機構為了迎合志願者，刻意設立一些需求不大的社區
項目，部分機構的經營手法更變相剝削當地居民、
「消費貧窮」。曾有報告指出，柬埔寨一些孤兒院，
儘管資源充足，為了獲取更多捐款，刻意保持破舊的
環境設備。這些負面影響不是無可避免的，前提是你
要懂得做選擇和規劃。

若你也準備去一趟義工旅行，可參考以下兩項建
議。一方面，你必須對服務機構做充分的資料搜集。
你可多詢問身邊的朋友或參與過義工旅行的人，再挑
選申請哪個單位、哪個項目。你要留意機構的宗旨、
服務對象、項目內容和義工職責，選擇信譽良好和透
明度高的機構，你甚至可要求參閱機構的社區需求評
估（Community need assessment）。

另一方面，心理調整最為重要。千萬不要以義工旅行
之名，去個地方待只一兩星期。既然你把這趟旅程視為服
務學習的機會，你便要充分了解甚麼是義工旅行和為甚麼
要去義工旅行。短期的義工旅行不足以改變世界，但當越
來越多人走到在前線了解貧窮、人道救援、環保的問題，
正是我們一步步邁向世界公民的時代。

朋友們，快努力省點錢，在未被僱傭合同綑綁前，
去當一回旅行義工吧。

(標題與小題為編輯所加)
■侯蓉容 香港傑出專上學生服務協會常務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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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大樓內的金融交易廳，模擬金融交易的情況，讓
學生有更多備戰經驗。 鄭伊莎攝 ■為讓學生鍛煉身體，校內亦設有健身房。 鄭伊莎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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