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25 文匯教育新聞透視眼 ■責任編輯：簡 旼 2015年2月4日（星期三）

盼與內地校結緣 嘆資助少工作多

帶「草根小學」苦戰13載 籌款2300萬全惠學生

棄「鐵飯碗」救校有成
梁紀昌「秋別」鮮魚行

初中中史近代史佔半 9月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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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穎
宜）為協助學生認清個人發展
方向，去年施政報告焦點提出
推動「生涯規劃」教育。就有
關工作進展，教育局昨日向立
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提交報
告，包括增加生涯規劃教師培
訓課程名額，由以往每年80個
大增兩倍至本學年起的 240
個，目標是在未來三年讓每所
學校的升學就業輔導組，最少
有兩名教師完成有關系統培訓
課程，進一步提升教師專業能
力，從而有效協助學生規劃前
路。

商界夥伴盼增至165個
除了師資培訓外，為學生提
供工作探索機會亦是生涯規劃
教育重要元素，教育局亦會於
「商校合作計劃」邀請更多工
商機構參與，希望增加商界夥
伴數目，由本學年120個增至
2017/18學年165個 。
文件又指，教育局計劃在未
來兩個學年到全港中學進行諮
詢探訪，以了解學校的推行生
涯規劃教育進度，並給予專業
支援。探訪過程中，當局會發
掘有效方法，再加以推廣，同
時擴大為學生而設的生涯規劃
教育支援網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穎宜）中學中國歷史教育改革情
況及發展方向備受關注，教育局昨日向立法會教育事務委
員會提交文件，再次強調當局重視中史教育，並重申去年
中已成立專責委員會，就初中中史課程進行檢討，當中增
加近代史至約一半的方案，會率先在9月落實。關於其他修
定內容的初稿，則最快於年中提出，以向學界進行諮詢。
文件又提出「三大招」，進一步鞏固和優化中史科，包括
活化課堂、促進教師專業交流及對不同的中史課程模式作
出規範。

「三大招」鞏固 加入多元教學策略
除了檢討初中中史課程專責委員會工作外，教育局文件

又指，將推出「三大招」以鞏固中史科，首先是「提升中
國歷史教學、活化課堂」，期望加入更多元化的教學策
略，如考察參觀、電子學習、遊戲比賽、史料研習等，以
活化中國歷史課堂。同時，當局計劃提供更多學與教資
源，以增加學生對中史的認識及興趣，從而鼓勵更多學生
於高中階段選修中史。

推廣前線中史教師成功經驗
局方又會更積極地推廣成功的中史教學經驗，促進學校

及中史老師專業交流，實質工作包括提供更多優良教學範
例，並舉辦不同活動，推廣前線中史教師成功經驗，讓社
會人士更了解前線中史教育工作者在優化教學上所作出的

努力和成果。
至於第三招，教育局文件指，現時初中中史科課程檢討

首要目標是照顧大部分推行獨立中史科的學校，工作完成
後，專責委員會會針對其他中史教育模式，例如以中史為
主軸結合相關世史課題，就有關課程作規範，讓學校有所
依循。
文件又提到，今年中學文憑試中史科共有6,320人報

考，選修比率較之前微升，整體中史科屬排第七受歡迎
的選修科。對關於近年中史教育的爭議，教育局在文件
附件中提及十點「有關中國歷史的偏見與真相」，包括
再次澄清無計劃以「中西史合併」形式取代傳統中史科
地位等。

七成中小師讚「優化投訴」有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穎宜）教育
局於2013年開始推行「優化學校投訴管
理先導計劃」，由學校自行處理涉及家
長對日常運作及內部事務的投訴，至今
逾350間學校參與。香港教育工作者聯
會進行的問卷調查發現，七成半受訪教
師指，有關安排令學校處理投訴時更清
晰，整體評價大致正面。但近六成教師
認為，學校處理投訴培訓不足，不支持
下學年在中小學全面推行計劃。教聯會
呼籲教育局尊重業界意見，擱置於下學

年全面推行計劃，改為由學校自決是否
參與。
教聯會於去年12月進行「對優化學校

投訴管理先導計劃的意見」問卷調查，
共收到294份中小學教師回應，有三成
半教師服務的學校參與計劃。對於計劃
的評價，教師回應大致正面，七成半教
師表示，計劃令學校處理投訴時更清
晰，六成半認為有助增加校政透明度。
不過，值得關注的是，四成半教師認為
會增加學校處理投訴的壓力。
對於教育局計劃下學年起在中小學全

面推行計劃，53%教師認為，應由校方
自行決定是否參與；16%教師指，應逐

步拓展計劃而暫不應全面推行；只有
14%教師支持全面推行。對於不支持全
面推行的原因，有教師認為，處理投訴
培訓不足（59%）、推行過急，學校未
有充分時間準備（47%）以及當局宣傳
不 足 ， 業 界 亦 不 了 解 計 劃 運 作
（47%）。

教聯會籲學校可自決是否參與
教聯會呼籲教育局尊重業界意見，擱
置於下學年全面推行計劃，改為由學校
自決是否參與，並建議當局跟進先導學
校情況，公開試行學校經驗，再進一步
加強宣傳及教師處理投訴的培訓。

■左起：胡家偉、胡少偉、馮劍騰出席「對優化學校投
訴管理先導計劃的意見」教師問卷調查記者會。

教聯會供圖

梁紀昌在鮮魚行學校的日子已
進入倒數階段，日前他在學

校下學期開學禮時，跟記者分享在
該校服務多年的心路歷程。回想未
入該校之前，「供完樓，仔女又出
身，錢多有甚麼意思？不如去一間
有需要的學校。」2002年，梁紀昌
離開教育署（教育局前身）公務員
崗位，當時有地區名校向他招手。

成績次要 首重做人態度
當時梁考慮到名校壓力大，辦學
團體講求聲譽，會向學校施壓，要
催谷學生成績，「英文教深一級，
不行就踢走你；推精英班；每日至
少10項功課」，試過有某名校的小
二生因作文未達100分而被迫寫悔
過書。他認為，這情況就像要打造
國家運動員，「培育一個體操王
子，可能淘汰1,000個人，傷900
幾個人，只有一個能捱出頭來，但
已糟蹋很多學生，我不想做到這一
步。」他對個別名校「培育」學生
的方式難以苟同，反而認為最重要
教學生做人態度。

承諾校董會 3年扭轉困局
他笑言自己做過官，有時「牙

擦」，「名校不用做都是名校，當
年每區都有弱勢學校，鮮魚行排尾
二，我想扭轉頹局。」拒絕名校聘
任後，他跑到鮮魚行學校校董會，
「我跟他們（校董）說，3年扭轉
不了學校（困局）就辭職。」

救校響名堂 挖角俱謝絕
如願成為鮮魚行學校「掌舵
人」，梁紀昌未及實踐抱負，結果
學校翌年就因為收生不足而面臨殺

校。他力挽狂瀾，帶領鮮魚行學校
成為當年唯一一所申請特別視學而
不用被殺的學校，他本人亦因救校
成功在教育界聲名大噪。他透露，
當時有直資學校以高一倍的薪金掘
角聘請他做校長，「救了（學校）
就走，別人會怎樣看？我不走。」

拒撇下教師「再打仗」護校
2007年，學校又陷入殺校危機，
有教育機構表態願意接收學校，但
表明條件是只會留下梁紀昌一個
人。梁說：「當年出生入死，現在
名成利就便撇下他們（教師），好
殘忍喎。」於是他選擇「再打
仗」，向政府爭取免殺，再度護校
成功。
梁紀昌在鮮魚行學校任職至今

共13年，他的故事吸引了不少善
心人的注意及支持，學校多年來
共接獲捐款總金額超過 2,300 萬
元。梁紀昌強調，捐款全部用於
學生身上，至今已花掉約1,000萬
元，包括提供免費補習、課外活
動和膳食；推行小班教學；以學
校名義借出100萬元予舊生到海外
留學，各項措施至今有超過千名
學生受惠。
鮮魚行學校日前舉行下學期開學

禮，亦是梁紀昌退休前最後一個開
學禮，他坦言感到不捨。他透露，
暫未有機構或學校邀請他任職，而
自己做校長已做夠了。校董會打算
在他退休後，向他冠名「榮譽校
長」，梁指有沒有榮譽其實都無所
謂，「大時大節，我會回來」，但
絕不會擔任校監和校董，也不會參
與校政，會放權予下任校長，瀟灑
離開。

■梁紀昌表示，過去13年，學校共收到超過2,300萬元捐款，全部用
於學生身上。 劉國權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13年前放下薪高糧準

的公務員「鐵飯碗」，「冒險」到收生不足的鮮魚行學

校當校長，雖然屢獲挖角邀請，但仍不為所動，堅持帶

領學校闖過兩次殺校危機。梁紀昌的故事是教育界的神

話，他為這所「草根小學」籌得的款項超過2,300萬

元，且全數用在學生身上，凡此種種，均是官津校界別

的耀眼紀錄。今年9月，他會帶着彪炳的戰績退休，依

依不捨地告別一班感情深厚的師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鮮魚行
學校曾兩度經歷殺校危機，但最終化險為
夷，除了有賴校長梁紀昌力撐外，多年來
在背後默默支持學校的一班「幕後功臣」
更是功不可沒，魚販馮偉開就是其中一
人。馮偉開近年與恒基地產洽商買賣位於
大埔道幾個舖位，因價錢拉鋸久未成事，
後來雙方接納中間人建議，把買賣舖位的
150萬元差價捐贈予鮮魚行學校，交易大
功告成。
人稱「開哥」的馮偉開魚販出身，賣魚

致富。他在大埔道巴域街最高峰時擁有12
個舖位，後來陸續賣出部分舖位，剩餘4
個舖位。鼓勵馮偉開捐錢予鮮魚行學校的
魚販張志民指，恒基地產近年計劃收購有
關舖位，多次與馮偉開洽談，但因價錢不
合，遲遲未能完成交易。

學校去年10月獲全數捐款
雙方一直爭持不下，建築行業「老行

尊」楊渭新，因與恒基和馮偉開相熟，於
是成為中間人進行斡旋。他提議把雙方就
買賣舖位的150萬元爭拗差價捐贈予鮮魚
行學校。馮偉開最終同意交易，而學校於
去年10月已獲贈全數捐款。馮偉開指，當
時捐錢只是心血來潮，認為捐錢予慈善團
體，部分款項會被用作行政費，倒不如捐
錢予學校，學生可以直接受惠。
「香港人，香港出世。13歲就開始打
工，現在66歲，做了幾十年，都堅持要
做。」馮偉開有經營飲食和地產等生意，
不愁衣食，他坦言：「（賣給恒基）賣平
賣貴有甚麽所謂？有心做善事，不求回
報，只想回饋社會。」希望社會上的企業
都可以用類似方法幫助有需要的人。

校長退休後承諾續支持
馮偉開又指明，校長是運用捐款的「話

事人」，農曆年後會再捐數十萬元予學校
發展。雖然梁紀昌將退任校長之位，但馮
承諾會繼續支持學校。梁紀昌指，馮偉開
並無就150萬元捐款開出任何條件，捐款
將全數撥入學校發展之用。
馮偉開弟弟馮偉強指，兄長過往一直有

捐款給鮮魚行學校，估計有幾百萬元。除
了鮮魚行學校外，馮偉開過往也有和其他
魚販合作，捐款予內地學校和醫院。

■魚販張志民鼓勵馮偉
開，捐款予鮮魚行學校。

劉國權 攝

■馮偉強指，兄長過往
一直有捐助鮮魚行學
校。 劉國權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新一份施政報
告提出，鼓勵本地中小學與內地締結成姊妹學
校，並由政府資助12萬元予每所學校，讓學生
在中小學階段最少各一次到內地交流。鮮魚行
學校學生多數來自清貧家庭，難以負擔交流的
高昂費用，校長梁紀昌認同計劃理念，但認為
資助不足，且會增加教師工作量。

若增交流額 基層家庭難負擔
梁紀昌指，按照教育局指引，規定境外遊教

師與學生比例為1:10，40個學生則需要4個老師
帶隊。教師帶隊到內地交流，原有課節須由其
他教師代課，變相增加教師工作量。至於攤分
12萬元，假設每名學生分得約3,000元，即有40
名學生受惠。不過，如學校希望增加交流名
額，讓更多學生加入，意味着家長要支付餘
額，對「餐餐清」的基層家庭是負擔，最後學
生往往無奈放棄。

第三年推國教 獨立成科教學
除了到內地交流外，國民教育亦是加強認識

祖國的途徑。鮮魚行學校今年第三年推行國民
教育，以獨立成科的形式教學。梁紀昌指，教
材自家編制，課堂開放予家長觀課，而課程不
設考試，「不會考學生『愛國心』有幾多
分。」
為了營造校園文化氣息，鮮魚行學校自去年

起開始舉行中國式開學典禮，讓學生體驗非一
般的開學日。全校逾260多個學生和嘉賓等日前
穿上傳統中國服飾，與數十名老師和家長齊集
禮堂，參加「親師友，習禮儀」開學禮。學生
行拱手禮，向全體教師表達敬意，又行開筆
禮，唱勤學歌，寓意學生憑努力取得學業進
步。梁紀昌表示，「濟川文化研究會」透過優
質教育基金借出服飾，讓學生穿上參加典禮，
期望可加深學生對中國文化的認識。

鮮魚行學校事件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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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報資料庫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馮晉研

梁紀昌上任校長

因收生不足被勒令停辦小一，最終通過
特別視學成功避免「殺校」

再度接獲教統局「殺校」通知，轉以私
營開辦小一解決，翌年重獲資助

中英劇團創作關於學校的話劇《冰鮮校
園》，為學校籌款

校長梁紀昌拍廣告為學校籌款

推行國民教育科，讓學生認識祖國

借出100萬元予舊生到美國升讀大學

梁紀昌即將退休
■鮮魚行學校全校逾260多個學生和嘉賓
參加「親師友，習禮儀」開學禮。

劉國權 攝

■梁紀昌指，退休後不會擔任校監和校董，也不會參與校政。 劉國權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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