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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校內至中小學校 收集數據分析交政府參考

「8Bin筒」回收塑膠
教院冀社區推廣

社會各界對環境的關注日漸

提升，近年大學校園成為可持

續發展的先鋒，致力履行其教

育新一代的責任。其中，香港教育學院可持續發展教育中心，早

前設計全港首個將塑膠分成8類作回收的「8Bin筒」，在校內鼓

勵學生進行塑膠回收活動。該校又與辦學團體合作，將塑膠回收

理念推廣至中小學校，並收集研究數據予政府參考，展望將

「8Bin筒」推至社區，讓「綠色回收」的花朵在港盛放。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伊莎

何大一柯清輝余國春膺城大榮譽博士

■ 蘇 詠 梅
指，環境污
染問題日益
嚴重，故需
喚醒教育界
與市民對可
持續發展的
關注。
鄭伊莎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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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大專院校校園推動可持續發展，致力
「寓環保於大學生活」是重要一環。教院

兩位學生在推廣環保的路上各有特色，有人積極參與環保活
動，有人希望將教育融入環保，讓學界「環保種子」慢慢發
芽。他們期望「8Bin筒」釋除大眾對塑膠回收的誤解，改變
市民回收習慣。
教院可持續發展教育學士課程二年級生黃菀參坦言，自

己生活未至於「百分百」環保，但會關注有關議題。她又
參與不同環保團體舉辦的剩菜回收、收拾沙灘垃圾、製作
綠色地圖等活動。她認為，環保價值在於在日常生活觀察
與認識身邊環境，將所學貢獻環境，讓社會持續發展。然
而，在實際生活中，人們常常因為各種理由，將應有的環
保節約意識擱置一旁。她曾與環保團體在一次市民的遊行
活動後，收集到逾300公斤宣傳紙張，凝視着一桶桶廢
紙，不禁慨嘆：「為何有些人說要環保，卻不實行？」

環境顧問辭高薪厚職返教院
就讀教院研究院課程的楊少杰，對此體會深刻。他舉例

指，城市人樂於享受電力帶來的方便，卻未必察覺到背後
的資源損耗，以及一些煤礦工人付出的健康以至生命代
價。他熱衷環保，本科於港大環境科學畢業後任職環境顧
問，為公司提供節能策略，但漸漸發覺環保並非單靠系統
輔助即可，「最迫切的是讓人們知道如何環保，就好像種
子需要靠培育才會慢慢發芽，環保就要靠研究及教育推
動。」因此，他毅然辭職重返校園，並於教院可持續發展
教育中心協助研究。
兩人深明教育是推動環保一大助力，他們都對教院推行
嶄新的塑膠回收分類計劃表示欣喜。有份就「8Bin筒」計
劃作分析的黃菀參指，不少同學過往並無想過塑膠可分為
八大類別，但透過計劃的宣傳學習，普遍人學會新回收知
識，更願意身體力行、參與其中。
楊少杰指，因膠樽清潔回收成本高昂，令不少回收商放

棄，所以不應該以為喝完飲品後將膠樽直接投入分類箱便
自覺完成任務，「要經過清潔、分拆、壓縮，最後才分
類，小小的幾步，應該由我們做起。」 ■記者鄭伊莎

教院可持續發展教育中心總監蘇詠
梅接受本報專訪時表示，環境污

染問題日益嚴重，當務之急是通過嶄新
的科學研究，探討修復環境的方法，並
喚醒教育界與市民對可持續發展的關
注，「院校力量有限，我們需要借鑒外
國經驗，加強交流，建立國際網絡。」
她與團隊今年3月赴日本京都參加國
際環保會議，又曾邀請英國、韓國的大
學代表來港交流。從各地經驗發現，雖
然大學進行了不少環境研究，但要將研
究成果推廣至社區，普及環保，卻出現
「脫軌」情況。

細分八類 宣傳回收四步曲
「以教院為例，單靠發展教材，難以

引起公眾關注。」有見及此，蘇詠梅與
團隊先從校園入手研究。鑑於近年塑膠

回收情況未如理想，目前亦未有其他院
校重點研究塑膠回收，中心遂於去年着
手研究有關項目，探討如何從「源頭減
廢」做起。
中心先研究東南亞地區回收情況，特

別設計俗稱「8Bin筒」的金屬製塑膠回
收箱，收集7種不同類別以及其他難以
歸類的塑膠廢料，為全港首個將塑膠細
分成 8類項目。「8Bin 筒」今年 3月
起，置於教院校園D1座地下和4間學生
宿舍，另配合塑膠廢物教育計劃，包括
培育學生大使在校內宣傳，以及「回收
四步曲」指南，讓學生清潔、分拆、壓
縮與分類，最後才把塑膠投入筒內。

邀保良局屬校小學生設計
「8Bin筒」在教院是一個試點，放眼

未來，它或會現身社區不同的角落。蘇

詠梅指，校方已培訓部分熱衷環保的學
生導師到保良局屬下小學，教導小學生
正確的塑膠回收知識及方法，未來亦會
邀請更多辦學團體參與放置「8Bin
筒」。中心又邀請7所保良局小學學生
設計「8Bin筒」外貌，當中小學生創新
地提出以Lego形式砌出8個筒。雖然有
關設計未能落實，「但至少他們已踏出
第一步，思考如何在學校使用。」
蘇詠梅指，中心正研究將「8Bin筒」

與回收塑膠的啡色筒作比較，派出學生
大使在兩種回收筒的垃圾堆中，抽樣翻
查與分析收集得來的塑膠有何不同，藉

此了解「8Bin筒」成效，未來會將研究
分析提交政府參考，希望可將「8Bin
筒」推廣至社區。

荒廢公園建「再生環保園」
她又透露，教院已獲教資會資助，於

校園附近一個荒廢的公園建設「再生環
保園」，初步可劃分為蝴蝶園、有機種
植區、再生能源展示區等。「再生環保
園」明年落成後，有望成為學生實體學
習場所，進一步加強在環保領域的教與
學，裝備更多大學生及準教師成為「環
保達人」。

■黃菀參（左）及楊少杰期望「8Bin筒」可釋除大眾對塑膠回收的誤解，改變市
民回收習慣。 鄭伊莎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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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
身體先天不足或會令人自覺力有
未逮，但患有脊髓性肌肉萎縮症
的中文大學工程學院一年級生黃
君恒，卻用行動證明，如何以意
志突破身體限制。即使他坐在輪
椅上，肌肉隨時間逐漸變得軟弱
無力，卻驅使他善用每分每秒，
全情投入硬地滾球運動。早前，
他出席「仁川2014亞洲殘疾人運
動會」，與兩位隊友一起勇奪金
牌。與病魔搏鬥，情況是未知之
數，他說：「只想在仍然有力氣
時，努力做自己想做的事，開心
地過每一天。」他明年會加緊訓

練，為2016年殘奧會作好準備。
黃君恒兩歲時發現患上脊髓性肌肉萎縮
症，脊髓運動神經元隨時間逐漸退化，肌肉
慢慢變得軟弱無力。他知道身體會慢慢變
差，唯有善用每分每秒。他明白運動有助鍛
煉肌肉，亦有助心肺功能，故在物理治療師
推介下，中二開始接觸硬地滾球運動。

GPA3.8分由IVE升讀中大
同時兼顧上學與訓練並非易事，但黃君恒
就讀兩年IVE課程期間，並無放棄練習，今
年更以GPA3.8分的佳績升讀中大計算機科
學及工程系，一圓大學夢。在上月舉行的亞
殘運，他憑着堅毅不撓的精神，於硬地滾球
個人賽中取得第五名佳績。在混合雙人賽
中，他擔任後備，出賽的師兄、師姐表現出
色，奪得金牌，「我的貢獻不大，有金牌要
多謝師兄、師姐。」
他指，首次參加亞殘運，經驗難得，在師
兄、師姐身上學到如何調整比賽心態，亦為
其日後參加大型賽事打下強心針。
對於將來，君恒坦言未有任何打算，但希望

繼續努力操練硬地滾球，明年爭取參加計分
賽，為2016年殘奧會作好準備。

■黃君恒指，會繼續努力操練，為
2016年殘奧會作好準備。

鄭伊莎 攝

面書論「佔」爆粗 理大生遭投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

理工大學物流及航運學系三年級
生朱進傑，早前於社交網站
facebook（面書）評論「佔中」相
關新聞時，加入「話你戇×都曬
（嘥）×氣」及「智×障」等粗
言穢語，惹來市民側目，向校方
投訴。
該校傳訊及公共事務處將個案

交予學生紀律委員會處理，委員
會要求學生以書面解釋。但該學
生批評校方扼殺言論自由，進入
紀律程序並非正常做法。朱進傑
接受傳媒查詢時辯稱，以粗口留
言為發洩情緒，但承認需控制個

人言辭。

校方：涉私人平台撤紀律程序
理大學務長陳振冲昨日在大學

facebook發表聲明指，校方已檢
討事件，因投訴涉及學生與校外
人士在私人平台上的討論，校方
不應參與，故就投訴所作的跟進
工作，包括向學生發函要求解釋
並不適合，故會撤回信件，並就
事件引致的誤會致歉。
他指校方支持言論自由，但強

調「希望師生以理性方式表達意
見，並同時要尊重不同的意見和
立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穎
宜）第五屆「學與教博覽」將
於12月11日至13日在香港會
議展覽中心舉行，今年規模屬
歷年最大，有近200個來自內
地、新加坡、芬蘭等多個國家
及地區的參展商來港設立攤
位。當中，香港教育學院重點

推廣該校專門為自閉症學生研發的電子教材，該
學習軟件透過60多個不同情景，教導自閉症學童
學習理解別人表情，改善社交技巧。
「學與教博覽」主辦機構香港教育城昨日舉行

傳媒午餐會，介紹博覽詳情。香港教育城行政總
監鄭弼亮表示，去年博覽吸引超過7,200名教育及
科技業界人士參加，今年博覽包括主題演講及研

討會，學者及專家將來港分享各地教育趨勢及政
策，活動免費入場，有興趣者可先到 www.
LTExpo.com.hk登記。

學習軟件個人化 19小學試用
教院特殊教育與輔導學系助理教授何福全，有

十多年研究自閉症學童教材經驗。他指自閉症學
生很多時未能了解他人想法，也無法作出適當回
應。他由2000年開始研發自閉症學童相關教材，
現已有成果，並將在博覽展示。該軟件設定60多
個情景，可教導自閉症學童學習理解別人表情，
改善人際溝通技巧，現有約19間小學試用。有份
試用教材的道慈佛社楊日霖紀念學校，社工江敏
盈指，這學習軟件可做到個人化，並有效地讓自
閉症學童認識他人表情及情緒變化。

會展學教博覽 教院推自閉症教材

■何福全
李穎宜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穎宜）香港城
市大學昨日舉行學位頒授典禮，同時由該
校副監督梁乃鵬頒授榮譽博士學位予愛滋
病研究權威何大一、中策集團主席兼行政
總裁柯清輝及裕華集團主席兼裕華國產百
貨有限公司董事長余國春，以表揚他們對
教育及社會的貢獻。何大一代表各榮譽博
士致辭時提到成功要素，包括要有熱忱、
卓越的執着、有勇氣作出大膽決定、並肯
適度冒險等品質，並分享了一句傳統日本
諺語：「有遠見而無行動，等於做夢；有
行動而無遠見，等於噩夢。」
典禮上，何大一獲頒授榮譽理學博士、

柯清輝為榮譽社會科學博士、余國春則獲
頒授榮譽工商管理學博士，以表揚3人在
不同界別上的卓越貢獻。出席儀式的嘉賓
還有校董會主席胡曉明、校長郭位等。

何大一：有行動無遠見等於噩夢
何大一代表各榮譽博士致辭時表示，感謝

校方頒授榮譽博士學位，並談到成功各項要
素。他說：「在計劃與操作、策略與執行、
願景與行動之間，要取得一個適當的平衡，
這一點很重要。」他建議無論大家屬於哪一
個專業範疇，都要為自己安排安靜的時刻，
細細思考，制定策略，否則「有遠見而無行
動，等於做夢；有行動而無遠見，等於噩
夢」。

余國春寄語青年貢獻國家
對於獲頒榮譽工商管理學博士，余國春

表示，十分榮幸和興奮，衷心感謝城大及
社會各界人士的支持。他指會繼續積極參
與教育的發展，讓年輕一代打好教育基
礎，從而找到興趣，並建立正確價值觀。
他寄語年輕人保持傳統的拚搏精神，日後
貢獻社會，令國家興旺。
郭位鼓勵畢業生積極參與校友活動，期

望他們事業有成後，向學弟學妹傳授經驗
與學識。

■■對於獲頒榮譽工商管理學博士對於獲頒榮譽工商管理學博士，，
余國春余國春((左五左五))表示相當榮幸和興奮表示相當榮幸和興奮，，
感謝城大及社會各界人士的支持感謝城大及社會各界人士的支持。。

黃偉邦黃偉邦 攝攝

■何大一(中)獲頒授榮譽理學博士。 黃偉邦 攝 ■柯清輝獲頒授榮譽社會科學博士。 黃偉邦 攝

盼釋大眾誤解 改變回收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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