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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局擬增校本支援
助非華語幼園生升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教育局昨向

立法會提交文件，交代免費幼稚園教育委員會
就非華語學生及有特殊需要學生支援的討論進
展。文件提及要提升幼師在照顧非華語生學習
差異方面的專業知識和技能，並加強校本支援
服務，協助非華語生學習中文，順利過渡至小
學。
免費幼教委員會亦認為，應加強以非華語兒

童中文學與教為主題的「大學—學校支援計
劃」，向幼稚園提供非華語生照顧津貼，以照
顧學生的多元需要。委員會又指，部分簡介會
或研討會為非華語家長提供傳譯服務的做法應
予繼續。
至於有特殊需要學生方面，委員會認為，除

了增加康復服務外，服務模式亦須予以改善，
為有需要的學童、家長或照顧者，及他們就讀
的幼稚園提供更佳的支援。就今年施政報告公
布，社署會利用獎券基金推行試驗計劃，以發
展和嘗試新服務模式，為就讀於幼稚園或幼稚
園暨幼兒中心有特殊需要的兒童提供到校康復
服務，委員會亦建議有關政府部門、非政府機
構及幼稚園一起制定計劃內容。
就應否為幼稚園提供額外資助，以採購支援

有特殊需要學生的服務，委員會則有所保留，
認為未必能採購適合服務，更遑論監察及評估
服務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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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穎宜）
教育局正就檢討初中中國歷史科的
短期方案進行諮詢，局長吳克儉昨
日書面回覆立法會質詢時重申，有
關方案旨在落實「古今並重」的課
程方向，而因應教師支援方面，局
方會邀請資深教師分享課程編排及
舉辦更多元化的學習活動，並會上
載補充教材供教師參考，配合現行
可沿用的教科書及材料，希望為學
生提供更優質的中史教育。
對有意見指出是次諮詢期只得一

個月，擔心並不足夠，吳克儉表
示，根據現行其他學科課程的修訂
安排，在不涉及公開試下，一般會
進行約一個月的諮詢，是次安排與
其他課程並無分別，局方已召開研
討會向教師解釋方案，並發出調查
問卷收集學界意見。

短期方案不涉課程改動
他重申是次初中中史科短期方案

並不涉及課程改動，只是按「古今
並重」原則調節古代史及近現代史
的課時比例，建議學校於中一二教
授數千年的古代史，及於中三教授
清末革命運動開始的百餘年近現代
史，因此現行教科書及相關教材皆
可以沿用，而當局亦會上載補充教
材，供教師參考。
吳克儉又指，當局將從教師、
科組及學生三個層面加強支援服
務，包括邀請資深教師分享課題
編排及教學策略、提供校本支援
服務及舉辦多元化的學習活動

等。繼早前的「敦煌文物展」後，教育
局6月起將再次撥款，資助歷史博物館
於「漢武盛世：帝國的鞏固和對外交
流」展覽及「西洋奇器─清宮科技展」
舉行學生專場，以增進學生對研習歷史
的興趣。

教院建魚池農莊 師生下田學環保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黎 忞)香港教育學院為提高師生和
社會的環保意識及對有機農業的關注，將校園的水池和花圃
改建成魚池及有機農莊，並引入瓜棚和水耕系統組件，師生
齊落手落腳做農夫，種植有機蔬菜。此外，教院內的生態園
預計在下年年初建成，將開放予公眾參觀，分享耕種的技
術。
教院P層平台D4座對出，本為普通的水池和花圃，自去
年初開始發展有機耕種。現時有機農莊分為土耕和水耕種
植，土耕即是傳統耕種方式，種植生菜、青瓜等；水耕則是
使用魚菜共生的系統，在魚池和額外組件進行養魚和水生蔬
菜種植。

魚食爛菜 便便化養分種菜
教院科學與環境學系助理教授蔡國豪解釋，魚池中的鯉魚
和鯇魚進食由廚餘製成的魚糧及池中爛菜後，其排泄物結合
細菌可轉化成養分，被池中植物吸收，過程中又可過濾池
水，是個可持續的農耕系統。
現時幫忙打理農莊的還有十多位學生，其中就讀教院可持
續發展教育系的二年級學生黃菀參和一年級學生王子杰，是
最先加入農夫行列的學生。黃菀參在家中的花園種植了蘆
薈、香草等，對種植甚有心得，「我不是『擦鞋』，但我真

心想同學關注香港農業和食物生產議題。他們在學校看到植
物，會望、會伸手去摸，從而提高對植物的興趣。」
同學們在課餘時間會打理農莊，學習播種、施肥、使用辣
椒水除蟲。記者眼見王子杰滿手蚊咬的腫包，仍十分「落
力」，可見同學們都非常用心打理農莊，務求令農莊中的蔬
菜茁壯成長。

蔬果現場賣 收入捐食物銀行
採訪當日亦是這批業餘農夫收成之時，各人在廣場售賣新

鮮採摘的蔬菜。有機蔬菜定價參考市場價格，例如西洋菜售
價約20元100克，而賣菜收入將捐往食物銀行。
教院科學與環境學系副教授李揚津指出，系內其中一科選

修課程是「人與生命世界」，希望讓同學了解人類和生物的
關係，而同學們透過打理農莊，可親身體驗可持續發展的農
業。
上述農莊是教院生態園的試點，而該校獲教資會撥款，在

匯豐幼兒教育中心對出草地，建立一個以有機農場模式運
作、佔地800平方米的生態園，並預計於下年年初竣工。生
態園內有梯田、濕地和有機農地等設施，屆時會邀請中小學
生到場參觀。蔡國豪透露，院校預計會將魚水共生的組件送
往學校，讓中小學生一同學習可持續發展的農業。

全球化身份課程獲科大卓越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香港科技大學昨日舉
行第三屆卓越核心課程獎頒獎典禮，今年的獲獎課程
是「身份認同全球化：從邊界跨越到領域重構」，由
人文學部助理教授邵梅儀及徐波任教。課程讓學生透
過全面及具創意的學習方式，從不同範疇包括種族、
族群、國籍、語言、文化或性別等理解「全球化的身
份」，讓學生以批判的思維，反思他們的個人身份如
何被塑造或被影響。
大學並頒發兩項榮譽獎，分別由社會科學部谷志良

教授任教的「當代香港社會」課程，以及由語文教育
中心Jan Pople、Mark Hopkins、伍偉怡及石敏枝任

教的「大學英語課程I & II」獲得。「當代香港社
會」着重培育同學的社會意識，讓他們透過各項活
動，如課堂討論、研究、與社會各界領袖會面、義工
服務等，多角度理解香港的社會包括經濟及政制發
展。
科大於2010年推出核心課程，內容涵蓋社會分

析、科學與科技、人文科學、計量推理、英語傳意、
中文傳意、藝術及健康生活等八個範疇。本科生須修
讀120至126個學分，當中36個學分為核心課程。卓
越核心課程獎的評審準則包括：課程設計、評估機
制、教學法與創新、可作為核心課程的典範等方面。

■香港教育學院的師生一同參與校園內的有機種植。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忞 攝

■科大頒發卓越核心課程獎，一眾得獎人合照。 科大提供圖片

部分校拒「轉台」堅持用廣東話面試

幼園涉歧視南亞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特區教育

局一直鼓勵非華語家長讓子女入讀本地幼

稚園，以達致融入目的。不過有調查顯

示，逾60%受訪幼稚園以廣東話為少數

族裔學童面試，當中只有45%學校願意

「轉台」配合不諳中文的學童；很多學校

亦只提供中文通告，也沒有學習中文的支

援。有巴基斯坦裔家長投訴指，甫進學

校，職員即以英語表明拒收其子女，待他

以廣東話追問對方時，職員回應指「唔收

你哋呢種人」。融樂會指上述情況反映學

界在取錄少數族裔學童時有歧視成分，隨

時違反種族歧視條例。

香港融樂會最近進行了一項「香港幼稚園對少數族裔
學生的支援和態度研究」，以電話訪問了香港其中

五區共239間幼稚園，並訪問少數族裔家長，讓他們分享
子女報讀幼稚園的經驗。

分班阻融入 如「種族隔離」
研究發現，部分受訪幼稚園的少數族裔學生比例佔該校
90%或以上；另有8%幼稚園將約10個少數族裔學生編在
同一班。融樂會總幹事張鳳美表示，上述安排令少數族裔
孩子無法融入華語學習環境，也變相出現「種族隔離」現
象。
同時，非華語學童要入讀本地主流幼稚園亦困難重重。
研究指出，逾60%受訪幼稚園以廣東話為少數族裔學童進
行面試，當中只有45%肯轉以英文為不諳中文的少數族裔
學童面試。張鳳美指出，上述情況並不公平，可能已違反
種族歧視條例。
在配套方面，六成幼稚園只提供中文學校通告，當中近
八成坦言不會提供口語或書面翻譯，也未有為少數族裔學
童提供額外中文學習支援。就算是教育局為家長印刷的
《幼稚園及幼稚園暨幼兒中心概覽》，本為雙語印刷，但
當中部分重要資料只有中文，令少數族裔家長不能全面掌
握資訊。

一行入去 職員竟稱：No, no accept
現年21歲的巴基斯坦裔少女Shamaila，從小在國際學

校讀書，明白到不諳中文的少數族裔很難找到工作，故想
為妹妹報讀主流幼稚園，從小學習中文。不過，其父甫走
進幼稚園，職員已假設他不懂廣東話，直指「No, no

accept（不接受）」，其父以廣東話追問原因，職員竟回
應指：「我哋唔收你哋呢種人。」令 Shamaila的父親十
分氣憤，感覺受歧視。
同為巴基斯坦裔的Rehana Majeed為讓兒子有良好的中

文學習環境，特意申請入讀主流中文幼稚園，但開學後才
驚覺學校把華裔和少數族裔學生分班上課。她申請把兒子
編入華人班卻遭學校拒絕。
學校稱少數族裔學生中文水平較低，會拖慢華人學生的
進度；Rehana又透過社工請求由下午班轉到上午班時，
校長則回覆指，上午班多是較「醒目」的學生，而少數族
裔家長多因學費較便宜而選擇下午班，令Rehana非常失
望。

教局提醒應給予平等機會

香港非牟利幼兒教育機構議會主席曾甘秀雲建議，有取
錄少數族裔學生的幼稚園應投放更多資源，如聘請翻譯，
或申請社福機構的翻譯服務，政府應為這些幼稚園進行補
貼，令幼稚園有更多資源促進家校溝通。
教育局發言人指，學券計劃推出後，合資格的非華語

學生都可獲得學券資助，亦可以申請減免學費。本學年
有約5,000名非華語學生就讀於參加學券計劃的幼稚
園。
當局會以不同少數族裔語言編製各類資料，亦提醒幼稚
園須遵守法例，為所有兒童提供平等機會。

「唔收你哋呢種人」

珠海學院委李焯芬任新校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香港
理工大學昨日假座理大賽馬會綜藝
館，舉行第二屆勵學教授席就職典
禮，今屆共新設6個教授席。據了
解，理大至今共有14項勵學教授
席，以及兩項由前香港理工學院設
立。
冠名計劃於2012年推出，善長可
選定屬意支持的學科，透過捐贈設
立教授席，與理大攜手推動學術發
展。上述就職典禮由理大校董會副
主席陳子政主持，理大校長唐偉章
亦有出席活動。
本屆勵學教授席名單包括：工商管
理學院鄭大昭教授獲馮堯敬－永亨銀
行工商管理教授席、酒店及旅遊業管
理學院田桂成教授獲郭炳湘基金國際
酒店服務業管理教授席、應用生物及
化學科技學系梁潤松教授獲盧家驄慈

善基金藥物科學教授席、機械工程學
系劉建德教授獲黃少華黃宓芝產品設
計工程教授席、紡織及製衣學系陶肖

明教授獲吳文政及王月娥紡織科技教
授席。至於鄭翼雄時裝設計教授席的
人選待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心澄）香港
珠海學院昨日公佈，委任數名具豐富
大學行政經驗的學者為管理層成員。
經遴選後，該校校董會委任李焯芬為
校監，7月1日履新；校方亦會續聘張
忠柟為校長，並提升原商學院院長俞
肇熊為副校長，於5月1日履新。
據了解，珠海學院原校監江可伯

擔任校監30多年，因年事已高，故
辭去校監職務，但會繼續擔任校董
會主席。

岩土工程專家 曾任港大副校
新任校監李焯芬為岩土工程及水

利專家，累積多年大學校務及行政
管理經驗，曾任香港大學副校長。
李焯芬為現任港大專業進修學院院
長，任期至今年6月30日。他亦是
港大饒宗頤學術館館長、中國工程

院院士、珠海學院校董會副主席。
俞肇熊於2012年10月獲聘為珠海

學院商學院院長並兼任校務委員會
委員，曾歷任城大商學院副院長、
經濟及金融系講座教授兼任主任、
中大商學院決策科學與企業經濟學

系講座教授，亦兼任系主任多年。
珠海學院發言人表示，預計屯門

新校舍於2016年啓用，校董會深信
在新委任的管理層專才領導下，學
院的管治及發展規模將大步向前，
正名為大學指日可待。

■唐偉章(前排右一)和陳子政(前排左一)與勵學教授席捐贈者及勵學教授合照。
理大提供圖片

■■香港融樂會發布香港融樂會發布《《香港香港
幼稚園對少數族裔學生的幼稚園對少數族裔學生的
支援和態度研究支援和態度研究》。》。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忞香港文匯報記者黎忞 攝攝

■左起：俞肇熊、李焯芬、香港珠海學院校董會正副主席江可伯及李祖澤、
張忠柟。 校方提供圖片

理大第二屆勵學教授席就職理大第二屆勵學教授席就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