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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障童澳門夢想攝影之旅

港隊三金一銀兩銅兩優異 創歷來最佳成績

兄醒弟叻「旭日」奪金
閃耀亞洲物理奧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穎宜）一

對自小熱愛數理、獲獎無數、智力

達145的資優中學生兄弟，再次於

國際級賽事揚威。兄弟之間「拍住

上」，令他們在學術水平上更見出

色。同樣就讀中五的哥哥黃旭與弟

弟黃日，本月代表香港於第十六屆

亞洲物理奧林匹克分別勇奪金獎，

而年僅 14歲曾連跳兩級升學的黃

日，更獲得賽事中的「凝聚態物理

題目最佳答題獎」。他們連同其餘

隊員，帶領港隊共獲得三金一銀兩

銅兩優異獎，創出歷來最佳成績。

7300幼師簽名 促改善薪酬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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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教育局昨日再向
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遞交免費幼稚園教育委員會的
意見，並討論有關幼稚園的質素保證及規管問題。委
員會建議，應繼續把幼稚園的質素評核報告上載網頁
供公眾瀏覽、對幼稚園收取學費及雜費等事宜作出更
嚴格的規管，並支援幼稚園設立校董會及執行管理工
作。另外，幼師薪酬關注組收集了逾7,300個簽名，
向教育局爭取重設幼師薪酬架構表。
幼師薪酬關注組收集了逾7,300個簽名，向教育局

爭取重設幼師薪酬架構表。關注組召集人蔡若蓮表
示，幼師薪酬架構必須反映幼師教學經驗及學歷，從
文憑教師至校長，其薪酬應介乎9點至34點。另外，
關注組反對一筆過撥款，要求採用實報實銷方式，全
面資助幼師薪酬。

幼園質素評核報告上載網頁
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表示，雖然有意見指出，要

求幼稚園上載質素評核報告會對學校造成壓力，也會

影響收生，而且報告亦未必能反映幼稚園的最新發展；
但委員會認為，有關做法有助促進學校發展、讓家長更了
解幼稚園的運作，故繼續上載是較為合適的做法。
委員會亦建議，應鼓勵幼稚園公布其對質素評核報

告的回饋，以及就須予改善範疇所採取的跟進行動。
至於讓外界觀察員加入評核隊伍，委員會大致贊同外
界獨立人士可促進幼稚園界別的專業發展，但認為教
育局可以考慮邀請具有豐富幼稚園教育經驗的前幼稚
園人員擔任外界觀察員，以避免利益衝突問題。

加強幼園學費及雜費規管
此外，就幼稚園收取學費及雜費等問題，委員會中

有意見認為，政府應考慮進一步加強有關收取費用及雜
費方面的規定及指引，例如教育局可訂出主要收費項目
清單，並要求所有幼稚園在其網頁提供該等資料。另委
員會亦有意見指出，教育局應加強監管，以確保售賣教
育用品及提供收費服務所得的利潤會撥作教育用途，直
接惠及學生，而非轉交辦學團體或其他各方。
委員會又建議政府，必須加強對幼稚園的支援，以
便幼稚園設立角色與職能明確的校董會，負責監察幼
稚園的管理及運作。中長期而言，校董會應由幼稚園
的不同持份者組成，包括校長、辦學團體代表、家
長、教師及獨立人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黎忞）浸會大學新任校
長的遴選程序已進入最後階段，由校董會成立的
8人聘任委員會已經篩選出一名候選人，並將於
明天舉行的諮詢日，安排候選人與大學師生會
面，同時亦將於當日推薦候選人予校董會通過任
命。浸大教職員工會及學生會不滿校長遴選安
排，認為師生的聲音未必被充分考慮、聘任委員
會中未有學生、教職員和校友代表、諮詢期不足
一日等等，故要求延長諮詢時間。

批透明度不足要求延長諮詢
浸大學生會會長陳思豪認為，同日進行諮詢和

委任時間上太倉促，批評校方做法「等同做
騷」。他指出聘任委員會不包括學校和校友代
表，大學社群「未能充分參與整個遴選程序」，
而候選人亦未有公開治校理念等，師生根本未有
充足時間了解候選人。他認為，誰是新任校長不
重要，重要的是大學社群對於校長候選人有足夠
討論空間，而且候選人會充分回應學生。
浸大教職員工會發言人杜耀明認為，這次的校

長遴選是「黑箱作業」，遴選程序透明度不足，
繼續沿用有關遴選程序而產生的新任校長將「蒙
上污點」。

校方指有充足時間討論
浸大教職員工會和學生會要求校方於考試期間

增設諮詢時間，而學生和教職員是學校的主要持
份者之一，聘任委員會中應該要有學生、教職員
和校友代表，以平衡各方利益；同時校方應該要
有充足的時間讓師生討論和思考，並「不得同日
強行通過任命」。若校方堅持於諮詢即日選出新
校長，學生會將會發起抗爭行動，阻止通過任
命，但未有交待詳細安排。
浸大發言人回應指，由於校長聘任工作已持

續一段時間，當聘任委員會確定推薦予校董會
的候選人後，決定盡快安排候選人與大學社群
會面。至於會面的安排，大學曾作詳細考慮，
盡量平衡保障候選人私隱和讓大學社群有機會

表達意見。在會面當天收集了大學社群的意見後，遴選面
見委員會將有充足的時間討論，再提交校董會商議和決
定。

■浸大學生會和教職員工會不滿校方聘任委員會至今仍未
公開校長候選人資料。圖為浸大校園。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忞 攝

港專辦欖球邀請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心

澄）一班港專運動、體適能及
健康管理高級文憑二年級的學
生日前在天水圍天秀邨欖球場
舉行首屆「香港專業進修學校
欖球邀請賽」，是項賽事是全
港大專界具規模的校際欖球比

賽，參賽院校包括港專、中大、教院、理大、城
大、專教院（IVE）及港大專業進修學院等。
上述活動由港專學生策劃，由籌備、宣傳、聯

絡贊助商，以及充當教練等工作。比賽開球禮由
校長陳卓禧主持，最後由專教院及港大專業進修
學院分別獲盃賽冠、亞軍。教院及中大B隊則分
別奪得碟賽及碗賽的冠軍。
港專運動與通用教育學部學部主任李啟安讚揚

港專學生雖然沒有舉辦大型運動比賽的經驗，但
今次他們表現專業，令比賽可以順利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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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屆亞洲物理奧林匹克於5月3日至11日在杭
州舉行，共有來自25個國家及地區，約190位參

賽者。比賽目的在於推廣物理學教育，加強亞洲各地物理
學家的聯繫和合作，以及培育和激勵在物理學方面具優越
潛質的青少年。

兄弟皆愛物理 14歲奪答題獎
今年香港共派出8名中學生參賽，共中兩名金獎得
主為曾於智力測試獲高達145分、屬特優水平的黃氏
兄弟。兩兄弟過往已多次於本地及國際性的數學及科
學比賽獲獎，兩人曾接受訪問直言自己熱愛物理，哥
哥愛光學，而弟弟就對宇宙充滿好奇。弟弟黃日更於
小學時已記憶力驚人，讀小二時僅花一兩天時間，便
背了圓周率約 150個小數位；中學時更「連跳兩

級」，現年14歲已於優才（楊殷有娣）書院讀中五。
在今次比賽上他更奪得「凝聚態物理題目最佳答題
獎」，表現出色。
在拔萃男書院讀中五的哥哥黃旭同樣出色，前年也

曾代表香港赴印度參加第十屆國際初中科學奧林匹克，
更於團體實驗項目及個人比賽項目分別贏得兩面金牌。

吳克儉祝賀 努力培育資優生
教育局局長吳克儉祝賀各得主，認為取得今次的佳

績，顯出香港資優教育學苑、香港科技大學、香港浸
會大學及教育局共同協作培育資優生的成果。
他又表示，為培育更多與科學及科技相關的多元人

才，以提高本港在國際上的競爭能力，當局會進一步
致力優化科學、科技及數學教育，包括推動課程發

展，為老師籌辦跨學習領域的專題研討會、加強師資
培訓、籌辦有關科學、科技及數學教育學習領域的綜
合學習博覽會，以及加強學校、大專院校、專業團體
和相關行業的合作。
除黃氏兄弟外，伊利沙伯中學中四生戴煒庭獲金獎，拔
萃男書院中四生林巽良獲銀獎；獲銅獎者為喇沙書院中五
生黃俊希及迦密柏雨中學中五學生李俊廷，另中華基督教
會協和書院中五生張振東及拔萃男書院中四生楊逸峰則獲
得優異獎。
教育局又表示，科大物理學系將於明年5月在香港
舉辦下一屆（第十七屆）亞洲物理奧林匹克比賽，呼
籲學界積極支持及參與這項盛事。活動詳情可瀏覽
2016亞洲物理奧林匹克香港籌備委員會的臉書專頁
（www.facebook.com/apho2016）。

■香港代表隊於杭州舉行的第十六屆亞洲物理奧林匹克勇奪三金一銀兩銅及兩個優異獎，創出港隊歷來最佳成績。
教育局局長吳克儉(中)祝賀各得主。

■■幼師薪酬關注組發起的聯署行動幼師薪酬關注組發起的聯署行動，，至今已收到逾至今已收到逾77,,300300個簽個簽
名名，，要求教育局正視幼師待遇問題要求教育局正視幼師待遇問題。。 大會提供圖片大會提供圖片

細雨濕衣看不見，閑花落地聽
無聲。—題記
十餘載的春夏秋冬，千萬個日
與夜。坐看花開花落，當月上梢
頭，看陰晴圓缺，這樣無聲美麗
的夜晚，已陪我走過千萬遍。那
時，我還不曾發現，在如此靜謐

的夜晚，原來陪伴我的還有無聲的母愛。
那天，我沒有帶傘就急忙趕去上課，天有不測風
雲，偏偏在我不帶傘的時候下起了大雨。無奈，要
是母親能給我送傘來就好了，但似乎不可能了吧，
本來她就懶，更重要的是，誰讓我又惹她生氣了
呢？
放學後，看一大群蜂擁而出的學生，一個個撐
自己的傘回家，心裡那個叫嫉妒啊，五顏六色的傘在
陰沉沉的天空籠罩下，變成了一道亮麗的風景線。漸
漸的，只有我一個人在空蕩蕩的教學樓前獨自徘徊，
月亮照亮了我的孤單的身影。
這時，不遠處有一個女人，手中拿一把傘，正向這
邊奔來。好熟悉的身影，會是誰呢？是母親！我驚訝的
瞪大了眼睛。待她走近後，將手中的傘放在我面前。月
光下，她臉上的水滴似乎放大了她疲憊的神情。我的心
微微一顫，木訥的接過傘，跟隨她的腳步一路向家走
去。一路上，大家都一言不發，我靜靜地享受這場大
雨送給我的一句話：有時無聲勝有聲。
回到家後，我洗澡後便急忙進屋寫作業了，留下母
親一個人在外面忙做事。寫累了，就準備出門吃
飯。正要進廚房倒水的我，不小心與母親撞碰個正

，咦？她身上怎麼濕漉漉的？難道她沒有換衣服
嗎？想到這，我的心又是一顫，站起來，轉身，豆大
的眼淚滑落臉頰。我靜靜的吃這頓「來之不易」的
晚餐，那句話「有時無聲勝有聲」又浮現在腦海裡。
晚餐後，我回到房間。瞟了一眼牆上那並不起眼的

時鐘，八點啊，要抓緊寫作業了，不然又是一個不眠
之夜了……不知過了多久，我抬頭活動一下沉重的腦
袋，轉頭看了一眼時鐘，十二點了，這麼晚了，去倒
杯水好了。我拖疲憊的身軀，慢慢向廚房挪去，經
過客廳時，發現竟閃爍微弱的燈光，是誰那麼晚還
在客廳？不會是……吧，有種不祥的預感蔓延全身，
我打了個冷顫，隨手撿起一個棒球棍，壯了壯膽便躡
手躡腳的向燈光處走去。母親？她怎麼會在沙發上睡
覺？記憶中她從不會這樣，算了，不想了，先找個被
子給她蓋上吧，免得她涼。
蓋好被子後，我靜靜的坐在她身邊，仔細端詳她。

我從沒有這樣仔細看過母親呢，她的臉上又多出幾條
細細的魚尾紋。這時，心又是一顫。我看她，感受
著有時無聲勝有聲的魅力，這一刻，世界彷彿都停止
了。我懂了，原來母親常常這樣靜悄悄的陪伴深夜
中奮筆疾書的我。她的愛，是那樣的深沉、安靜。
窗外，雨依然在飄。沒有「清明時節雨紛紛，路

上行人欲斷魂」的淒涼；也沒有「好雨知時節，當春
乃發生」的溫柔；更沒有「前江後嶺通雲氣，萬壑千
林送雨聲」的浩大，但每一滴雨水，都那樣的令我陶
醉……
別有幽愁暗恨深，此時無聲勝有聲。

■聖士提反堂中學5A歐禹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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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夏天，作為香港城市大學城青優
權計劃的一名義工，我和其他9位義工
帶了6名藍田紅十字會雅麗珊郡主學校
的殘障孩子去了澳門，進行兩日的了解
澳門殘障設施的攝影之旅。
這個點子是這群孩子提出的。他們在

香港的藍田特殊學校學習，連這麽近的
澳門都沒有踏足過，讓我們這些義工大感意外。其中一個
孩子提出這個暑期願望時，義工們都欣然答應。對於殘障
者而言，去旅行是很困難的事。由於坐輪椅，所以大家
要考慮交通、飲食、住宿等的特殊安排。為了這次旅程，
我們專門安排了帶升降梯的汽車在澳門參觀，而且還有紅
十字會的兩位社工全程陪同。

身殘心靈美 健全人反思
在澳門這兩天，孩子們拿相機拍了很多照片、視頻，

在大三巴、天主教堂、澳門的青年旅舍等。為了讓他們拍
攝到好的作品，大會專門在出發到澳門前為他們組織攝影
培訓班。這次使用單反相機，可是他們的第一次呢！說不
定這些小朋友就種下了一個攝影家的夢想。
雖然殘障的孩子身體有缺陷，不能很容易達到他們想去

的地方，但是他們有純真的笑容、天真無邪的臉龐，對未
知事物的好奇，美麗的心靈。而我們這些健全的大學生，
有很好的學習和研究條件，卻做不到無憂無慮；有時為了
一份工作、一個漂亮的成績單，整天愁眉不展。我們所追
求的東西是否值得呢？這需要我們反思。
這個澳門之旅，讓我得到滿足與快樂。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王印飛 香港傑出專上學生服務協會得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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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參與「城青優權計劃」義工服務，與殘疾學生到澳
門進行攝影之旅。圖為計劃活動情況。 作者供圖

■■運動員作賽時的情況運動員作賽時的情況。。
港專提供圖片港專提供圖片

教育3：亞洲物理奧林匹克圖說（未上版記者改唔到）

香港隊於亞洲物理奧林匹克成績輝煌（一）

香港隊於亞洲物理奧林匹克成績輝煌（二）
資優兄弟黃旭(左四)及黃日(左五)於第十六屆亞洲物理奧林匹克取得金
獎，弟弟黃日更奪得「凝聚態物理題目最佳答題獎」，表現出色。
政府新聞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