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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沙田、俯瞰吐
露港的中文大學依山
而建，有逾六成樹林

及綠化園景地帶，是全港最綠意盎然的校園，
校方在當中做了不少保育工作。為減低建築
物、各項設備的耗電量，校方近年制訂全方位
的節能政策和指引，今年又特別通過「節約能
源計劃」，推動各項節能措施，包括拆除不必
要的電燈和光管、更換更省電環保的空調系統
等；又裝設可再生能源設施產生電力，全面打
造最綠校園。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伊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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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中大協理副校長兼環
境、能源及可持續發展研究
所副所長馮通接受本報專訪
時表示，校內有逾六成樹林
及綠化園景地帶，在 2011/
12 學年及 2012/13 學年，中
大已種植了481棵樹及2.5萬
棵灌木、花卉植物和地被植
物，環顧校園盡是一片片綠
油油的草地，為此園藝組職
員要為植物和草地勤加灌 ■馮通指，中大近年制訂全方
溉、修剪、殺蟲或施肥，並 位的節能政策和指引，推行各
定期評估樹木的健康狀況。 項節能措施。
鄭伊莎 攝

裝可再生能源發電設施
他續指，該校在去年 4 月通過 「節約能源計劃」（Energy
Saving Plan），推行各項節能措施，包括拆除多餘的電燈和
光管、於非繁忙時間及假期關掉升降機等，全面減低耗電
量。據中大的數據顯示，2012/13 年該校人均用電量較 2005/
06年減少8個百分點。
此外，中大亦是採用可再生能源的先鋒。馮通表示，校方
提倡在校園裝設可再生能源設施，包括太陽能熱水系統、水
錘泵、風力發電機、太陽能街燈和太陽能電車叉電站，提供
用之不竭的能源，這些設施每年可為校園產生 1,365萬千瓦小
時電力，為建設可持續發展校園邁進一大步。

泳池水澆花草 多用電子文件
為了將水和紙張等資源用得其
法、用得其所，並減少產生廢物，
中大也「出盡法寶」。馮通表示，校內師生逾3萬人，
對資源的需求自然較高，就此中大通過降解泳池水作
灌溉之用、鼓勵師生採用電子文件、以「再生園」收
集可重用及循環再造的物品等「妙計」，減少各種資
源的消耗量，切實支持環保。校方的數據反映，近年
校內用水、紙及固體廢物量均有顯著減少。
由於中大綠化面積廣闊，需要大量水作灌溉。馮
通指，校方在每年泳季結束後，均會保存泳池的
水，待水內的消毒劑自然降解後，便會用來灌溉草
木。另該校在方樹泉樓附近興建淨水場，他稱淨水
場落成後，將會抽取未圓湖內含大量沉積物的湖水
作過濾，每天可產生逾千立方米優質用水，供空調
系統的冷卻設施和灌溉之用。
為進一步減少耗水量，該校逐步以海水代替湖水
或食水沖厠。據中大數據顯示，2012/13 年人均用
水量較2005/06年已明顯減少38%。
校方近年又力推師生使用電子文件，取代信件、
備忘錄和傳真，鼓勵師生閱讀網上或電子版本的報
告和刊物等，減少印刷量。2012 年人均用紙量已較
2006年減少41%，反映耗紙量有顯著減少。
就近年堆填區即將飽和的問題備受公眾關注，馮

物盡其用

■中大在 2010 年至 2012 年展開校園路燈更新工
程，把舊式低壓鈉路燈更換為較節能環保的發光二
極管和無極管路燈。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伊莎 攝
通表示，要減少廢物，鼓勵循環再用已是刻不容
緩。其中，中大在 2011 年設立的「再生園」，專門
收集舊橫額、電器、玩具、衣服等可重新再用及循
環再造的物品，供師生使用，或轉贈非政府機構
等。他指不少二手物品並不如想像中殘舊，反而頗
為簇新，並透露校園規劃及可持續發展處的辦公室
便採用了不少二手傢具，實踐物盡其用。在 2012/
13 年中大人均都市固體廢物量較 2005/06 年減少
61%。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伊莎

教聯會約見吳克儉獻策教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穎宜）香港
教育工作者聯會日前約見教育局局長
吳克儉，就一系列教育問題提出建
議，包括改善幼稚園教師的薪酬及待
遇等。吳克儉認同幼稚園師生比例及
薪酬需要改善，並同意需要為幼師建
立專業階梯。

吳：認同幼師需改善薪酬留人
教聯會成員與吳克儉日前舉行會議，
出席會議的教聯會代表包括會長黃均
瑜、副主席胡少偉和蔡若蓮、及理事陳
卓禧。在幼稚園教育方面，蔡若蓮指
出，現時師生比例高達 1 比 15 並不合
理 ，促請當局調整；而幼師的薪酬偏
低，當局應提高薪酬，給予幼師專業上
的肯定。吳克儉回應表示，認同師生比
例及幼師整體薪酬亦要改善，以達至吸
引和挽留人才的作用。
中學教育政策方面，面對近年學生人
口的波幅，蔡若蓮指教師的壓力十分巨

大，故要求當局凍結中一班級數目，並
暫緩執行教學語言政策的「上落車」中
期檢討，以提供穩定的教學環境予教師
做好工作。在大專教育方面，陳卓禧建
議將資助自資學士學位課程的一千個學
額，擴展至高級文憑及銜接學位；胡少
偉則要求當局協助持副學位資歷的青年
繼續進修。
蔡若蓮又提到姊妹學校計劃應採取更
多元化的方式，例如區與區結盟，並多
舉辦分享會推介成功經驗。對於施政報
告提出每校給予 12 萬元以深化姊妹學校
的推行，教育局補充指，有關撥款需要
獲立法會財務委員會審批，如教育撥款
不再被拉布的話，這筆資助預計可於新
學年到位。

■教聯會日前約見吳克儉
教聯會日前約見吳克儉((中)
討論教育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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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中史教學，黃均瑜認為教學內容要有
共識，因大部分教師都不擅於處理有爭
議性的課題，最理想是業界能共同探討

及處理有關議題。胡少偉亦促請當局要
緊貼時局發展，經常更新「一國兩制」
的教材，而非沿用上世紀的資料。

日遊學最難忘：管好自己嘴巴
去年暑假，有幸獲學院安排到日
本長崎活水女子大學當研修生，對研
讀日語的我來說，絕對是一個好機會
42
去審視一下自己的學習成果。始料不
及的是，除了日語學習外，令我印象
難忘的是在異鄉生活的體會與反思。
喜愛閱讀的我，早在出發到日本前，已經鎖定到訪日本
的二手書店，買「平靚正」的小說。我十分欣賞日本人
的閱讀風氣：隨處可見的大小書店，二手書買賣也很盛
行；為方便外出閱讀，他們推出設計成巴掌般大小的
「文庫本」，又鼓勵人們在乘車時閱讀等。

己身在「千萬不要為他人帶來困擾」為宗旨的日本。隨
後，是一連串的反思。
在局促的空間內，肆無忌憚地說話，確會引起反感。
不過在香港，可能大家已習慣了這種事，也沒有誰會去
計較。對我而言，在香港偶然偷聽到情侶間的對話、孩
子的叫嚷、主婦的牢騷，反而覺得可為乘升降機短短的
數十秒添加不少趣味。或者是一廂情願，我反而覺得大
家安安靜靜，抬頭看着升降機跳動的數字，會感到很窘
迫。不管怎樣，作為一個遊客，我實在太鬆懈了。

搭𨋢忘形說話遭白眼

香港是個任何時間、任何地點都擠滿遊客的城市。我
清楚明白生活在他鄉，無論如何都應尊重別人的文化，
這是一個遊客最基本不過，卻又是最重要的條件。如
此，東道國才會歡迎遊客的來臨，各地文化方能健康交
流與發展。
自此，我在日本處處謹慎，管好自己的嘴巴，甚至跟
日本朋友共餐時，都會先詢問自己可不可以說話，現在
回想起來，實在有點好笑，卻又是我這次遊學最難忘的
體會。此外，日本之行當然還發生了很多丟臉的事，不
能盡錄。

趁課餘時間，我又計劃「進攻」一棟三層高的大型書
店。一邊乘搭升降機時，興奮得一邊跟同行友人滔滔不
絕講解「尋寶戰略」。到達三樓的二手書專區時，甫出
升降機，友人這樣對我說：「喂，其實日本人在升降機
裡不會忘形說話……」那刻當頭棒喝，難怪當時友人面
有難色，此情此景，我至今仍清晰記得。
我內心不停責怪自己竟如此失禮，怪不得同乘升降機
的兩位日本太太不斷打量着我！一時忘形，就忘記了自

﹂

出招保育

定期派員檢視斜坡工程

他又指，中大受地理環境所限，地勢起
伏，有不少斜坡，在發展過程中需特別注意
規劃的安全性，尤其是部分山上建築工程，
校方會派員定期檢視斜坡的情況，避免發生
意外。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伊莎

科大頒獎表揚163「老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穎宜）香港科技大學近日舉
行一年一度的教職員長期服務獎頒獎典禮，以表揚服
務大學達 20 年的資深教職員之貢獻，並希望加強他們
對大學的歸屬感。今年合共有 163 名於 1995 年入職的
職員獲頒發獎項。科大校長陳繁昌與副校長、院長、
系主任及部門主管一同出席有關頒獎典禮。
據了解，科大特別邀請得獎者的家人及親友，一同出
席頒獎典禮，一起分享喜悅。陳繁昌於致辭時表示，
「科大能擁有這麼多盡心盡力的教職員是大學的福氣，
全賴教職員一直默默耕耘，科大才有今天的成就。」

「火遮眼」如憤怒龍捲風

黃均瑜倡理直氣壯推國教
對於國民教育，黃均瑜指出國民教育
雖被「污名化」，但教育界必須向下一
代負責，因此需要理直氣壯地推展。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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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校園佔地廣闊，山
勢起伏，不少地方被草木
覆蓋，在建築規劃上因而面臨重重挑戰。馮
通表示，要在發展過程中保育附近的植物，
會採取相應的策略。對一些罕有、珍貴的樹
木會盡量「不碰不移」；對於迫不得已需要
移除的植物，會於原址或校園其他位置再種
植，以作補償。
「中大建校時牛山濯濯，我們花了大量工
夫做植樹、保育」，馮通說現時校園草木叢
生，建設新大樓時往往會遇到不少難題。他
舉例指，在興建康本國際學術園時，附近有
極之珍貴的棘竹，因全港僅得兩叢，故在規
劃及建築過程中，工程人員須設法避免影響
到其生長。他續指，如因迫不得已，才會將
有關植物移至其他地方繼續栽種。對於遭移
除的植物，校方會在建築工程完成後，按數
量比例和胸高直徑比例，在原址或校園其他
位置種植樹木，以作補償。

焗砍 必作補償

他強調，校園要達致可持續發展不能流於口號式，中大已
設立長遠目標。自 2012 年起的 5 年，校方承諾減少各項指
標，包括人均用電量 8%、人均溫室氣體排放量 10%、人均都
市固體廢物量 12%，以及人均用水量 15%等。為了推動各部
門實踐承諾，校方近年制訂全方位的節能政策和指引。馮通
舉例指，通過能源監察員計劃，監察教學與行政部門耗電量
的情況，實行有獎有罰，鼓勵部門積極節能。
中大在 1963 年建校，很多樓房在不同的年代落成，故採用
的節能技術也不盡相同。馮通提到，隨着科技進步，不少嶄
新節能設備面世，但不代表校內的設備要即時更換，「主要
根據現有設施的退化情況適時更換、更新」，如中大近年將
舊式的空調系統，陸續轉為水冷式空調系統；又在 2010 年至
2012 年展開校園路燈更新工程，把舊式低壓鈉路燈更換為較
節能環保的發光二極管（LED）和無極管路燈，至今已更換
500支路燈，估計較以往節省近兩成耗電量。

建築規劃避樹

舊設施更新 料耗電減兩成

悟人在他鄉應尊重別人文化

廣東人會用「火遮眼」來形
容憤怒，十分生動。「火」代

表強烈且含有敵意的怒氣，通
&
常夾雜着對人和事的失望，情
感上受傷害和被拒絕的感覺；
而「眼」代表理智分析，故此
當「火遮眼」時，理性失據由情緒主宰，怒氣就好似
龍捲風一樣，使情緒和行為失控。然而，當風暴過
後，事主看見自己一手造成的破壞和傷害，才懊悔不
已。
憤怒是人類的正常情感反應，但一直以來被視之為
洪水猛獸。要處理憤怒，首先，就要認識它，然後學
習有效地表達和處理怒氣，不致讓憤怒的龍捲風肆意
地損害原有的生活和關係。
認識憤怒，就先要了解自己憤怒時的身體反應，有
些人會心跳加快，有些人又會感到血氣上湧到腦袋，
反應各人不同。這就是身體給我們的警報訊號，告訴
我們：「我憤怒了！」當我們可以接收身體的訊號，
並開始分析到自己的情緒狀態時，處理憤怒的機制就
這樣啟動了——它可以喚醒心中的理智，拒絕憤怒龍
捲風的出現。

學理性對話「相嗌唔好口」

■許嘉穎（中）在日本交流時以日語訪問報社。 校方供圖
我慶幸旅程中遇上這些經歷，令我可反思文化差異及
遊學交流的真正意義，這些都是書本無法教曉，一定要
親身到外地遊學，才能真切感受。遊學跟旅遊的性質不
一樣，但也同樣需要抱着謙虛學習別人優點及尊重不同
文化的態度。我相信，不論經歷是好是壞，總能從中學
懂一些道理。一邊遊玩、享受當地特色；一邊學習、欣
賞異國文化，這才是「遊學」的真諦！
■中大專修院應用日語高級文憑課程生 許嘉穎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學習以建設性的方式去表達憤怒是必要的，也要有
勇氣告訴對方，自己感到憤怒並且要求暫停爭拗。這
時可以先喝一杯水，出外透透氣，這樣可以緩衝一下
雙方的關係，提供冷靜下來的機會，再作理性對話。
所謂「相嗌唔好口」，刻薄的言詞，失控的攻擊，就
好似利劍一樣插向對方，聽者句句入心，最後只剩下
傷痕纍纍的軀體，各自各心傷。
在家庭成員的日常相處中，摩擦經常出現，學會處
理情緒，是家庭和睦的關鍵。
（標題與小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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