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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生報讀浸大人數減逾半

免吸入有害氣體傷身度身訂造舒展運動拉筋

理大生助川農民
製消毒箱種木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在「萬人計劃」

的資助下，香港理工大學過去兩年已推行了近80

個交流項目，涉及逾千名師生。其中有理大師生

赴四川什邡市，以本身的專業知識教導農民改善

生產方法；有學生為村民研發出針對木耳的「接

種」消毒箱，讓農民可較安全地進行培植工作；

也有學生為農民度身訂造出合適的舒展運動，以

防他們因長期固定某一姿勢而出現勞損。

理大內地發展基地上海聯絡處高
級主任林兆玉表示，「萬人計

劃」推行至今近3年，讓內地及香港
院校獲得更多資源，擴大交流規模。
據了解，今年理大收到90個申報項

目。她解釋指，以往資源有限，校方主要安排本科生參加內地體
驗計劃，而因應「萬人計劃」的資助，近年已拓展至研究生和博
士生，例如每年約60多名研究生和博士生赴內地高校的實驗室進
行更深層次的學術交流，兩地學者可演示教學，取長補短。

教育部推動 內地校紛「招手」
林兆玉續指，在教育部的推動下，不少內地高校主動向理大「招

手」，提出合作交流團或實習的建議，令兩地院校合作的學科範疇
更為廣泛，「例如農業是香港沒有的學科，同學到內地交流，可以
增加對相關範疇的認識，擴闊視野。」校方更會根據項目的特色、
內地院校的經驗以及合作成效等，篩選一些別具意義的項目。
去年理大安排了學生到四川什邡市進行為期一周的農村教育項
目，是較特別的例子。帶隊到當地考察的應用生物及化學科技學
系科學主任張誼靜表示，什邡市是全國木耳生產基地之一，惟當
地農民一直沿用傳統方法生產木耳，包括在密室進行培植工作及
使用消毒種菌包，過程難免會吸入消毒氣體，影響健康，同時亦
污染環境。
於是張誼靜與多名學者，偕40名理大生赴當地，先了解木耳種
植場的生產狀況，並與農民商量改善生產方法。
食品科技與食物安全系三年級生周曉彤與其小組負責研究製作木
耳「接種」消毒箱，新的消毒箱採用臭氧作消毒，農民配戴手套
後，可伸手進箱內消毒種菌包，避免吸入消毒氣體，保障健康。

「要當地人接納採用才算成功」
周曉彤指，小組成員有來自平面設計、護理、應用生物等多個
學系的學生，各人可充分利用學科知識進行膠箱模型製作、探討
環境衛生等研究議題。他們初步製作出消毒箱的模型，但進一步
的改良則有待其他學生接手。由於消毒箱是較新型的設計，張誼
靜指要獲當地農民接納採用才算成功，「即使有農民意識到其傳
統方法會對環境造成污染，但部分人已經習慣了，要如何改變他
們的想法也是一個考驗。」
除了教育農民改善生產流程，就讀物理治療的學生亦會指導農
民進行合適的拉筋運動。張誼靜指，當地居民耕種多年，不少人
身體疲憊及出現勞損，需要做伸展運動改善情況，理大學生逐戶
拜訪農民，了解他們的身體狀況，再度身訂造其合適的舒展運
動。
張誼靜指，在校內傳授知識後，往往要學生踏出社會後才知道
他們的學習成效，但前線老師一般要靠學生畢業報告去判斷情
況，「今次與學生在什邡生活一星期，就真真正正可以看到學生
學到幾多，亦讓我們反思教學有沒有改進的地方。」她舉例指，
過程中留意到同學對接種生物的課題未必理解透徹，回港後亦會
調整課堂編排，詳細教導相關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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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
倩）101名保良局唐乃勤初中書院
的師生，上月底參加由教育局資助
的「同根同心計劃──廣州的中式
建築及其歷史文化兩天文化考察
團」，並配合該校的「嶺南之風實

地考察課堂研究及開發教材計劃」，讓學生透過親身
考察，認識粵港兩地的中式建築及其歷史文化，及強
化文物保育的認知。
為期兩日的廣州考察團行程豐富，包括參觀城隍

廟、陳家祠、西關大屋、廣州博物館及嶺南印象館。
學生透過有關考察，除了能掌握陳家祠在建築構件

上，如何巧妙地運用了木雕、磚雕、石雕等裝飾工藝
外，亦探究了「羊城八景」之一的鎮海樓的歷史，並
於嶺南印象館了解廣東地區文化內涵和嶺南民俗風情
的地方特色。
保良局唐乃勤初中書院中國歷史科科主任陳漢成表

示，該校於2011年開始了「嶺南之風」計劃，以研究
東方與西方不同國家的園林建築風格，並配合香港荔
枝角公園「嶺南之風」的中式園林建築風格，作為實
地考察的重要實踐場地。他指透過是次廣州考察活
動，期望學生透過親身考察，更進一步體會兩地同根
同心、根脈相連的密切關係，從中培養學生對學習粵
港兩地的中式建築及其歷史文化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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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乃勤書院生考察嶺南建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
倩）為進一步擴闊學生視野，香港
教育學院學生事務處與滬港經濟發
展協會合辦「滬港明日教育專才實
習計劃2015」，並於昨日舉行啟動
禮。32名教院學生將於今年7月至8
月到上海多間著名企業實習，當中
包括蜘蛛網、上海艾睦網城網絡科
技有限公司及拉卡拉集團等。在為
期6星期的實習計劃中，學生亦會前
往上海師範大學青年學院參觀，與
當地的學生交流。
教院校長張仁良在啟動禮上致辭
時表示，該校的學生事務處每年都
安排200多名學生到內地及海外等不
同地方實習，當中包括北京、上
海、台灣、韓國、新加坡、美國、
英國、德國、瑞士及澳洲等，「藉
着這些實習機會，教院希望學生可
以走出校園，放眼世界，了解不同
行業的實際環境及運作，為未來的
個人及事業發展做好準備。」
他又感謝滬港經濟發展協會、民
政事務局、青年事務委員會等單位
的支持。

關百豪冀學生增對內地認識
負責籌辦計劃的滬港經濟發展協

會副會長兼總幹事關百豪則表示，
教院一向致力培育優秀的教育工作
者及社會領袖，能透過這些機會拓
闊學生眼界十分有意義。他希望教
院的學生能以謙卑的態度，親身感
受內地生活、文化及風俗，「藉此
加深對內地的認識。」
教院通識教育文學士課程三年級

生簡劍材是計劃的參加者之一。他
表示，作為文科生，對於是次能跨
學科參與電子商貿相關的實習，感

到非常期待，也希望藉此機會更了
解內地，「以往都是通過二手資料
去認識內地，這次希望可以透過實
習，親身體會一下內地的情況，並
學習自己專科以外的知識。」
出席昨日啟動禮的嘉賓還包括滬

港經濟發展協會會長姚祖輝、副會
長劉鐵成、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
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青年工作部學
生處處長張蔚紅以及民政事務局高
級行政主任黎偉英等。

32教院生暑假赴滬企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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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書是不少兒童成長
的「精神食糧」，但一項

港、日、台三地的調查卻顯示，近三成
兒童每月只看不多於3本書，當中近四
成人更表示，最常閱讀的書是漫畫。被
問及將來會否希望成為作家，近95%港
生表示「不希望」，遠高於台灣的73%
和日本的80%。
晉峰青年商會的「小作家夢成真」計

劃於今年1月至5月期間，訪問了1,382
位15歲或以下的兒童，當中香港佔687
人、日本444人、台灣251人，以了解
不同地方的兒童寫作及閱讀習慣。
結果顯示，36%兒童每個月閱讀4本

至6本書，另有28%兒童每個月閱讀1
本至3本書，當中又以漫畫最為熱門
（36%），其次為小說（21%）。

近九成港生「多功課」不玩徵文賽
雖然港生經常參加各式各樣的比賽，

但原來近九成學生不曾參加徵文比賽，
當中近八成人表示因為「無時間，功課

忙碌」。台灣和日本則分別有65%和
48%學生不曾參加徵文比賽。
被問及將來會否希望成為作家，近

95%港生均表示「不希望」，遠高於台
灣的73%和日本的80%。相比之下，有
31%受訪的兒童認為理想職業應具備
「使命感，貢獻社會」，「專業性」和
「可觀入息」次之，分別佔 20%及
14%，「受尊重」相對不重要，僅得
11%。 ■記者歐陽文倩

愛看漫畫

一群港生走到四川什邡市，除了為當地農
民獻計改善生產方法，亦有機會親身體驗與

香港截然不同的農村生活和風土人情，付出之餘亦有所得
着。有學生分享指，農村生活簡樸，曾擔心自己難以適
應，但在農民的幫助及悉心照顧下，他們迅速融入當地生
活；與農民相處的點滴，也令他們既感動也難忘。

村民接載入城購器材 令人窩心
就讀食品科技與食物安全三年級的周曉彤憶述，首次

踏進什邡市映入眼簾的是不少農地、簡陋的房屋和設
備，更有不少昆蟲和蜘蛛四處爬行，令她即時萌生「未
來7天會好難捱」的想法。
周曉彤指，農民生活簡樸，每天不外乎種植蔬果，飼
雞餵豬，收入不多，但對他們這群訪客卻照顧周到，在

他們研發消毒箱時，因村內欠缺所需物資，村民會貼心地接載
他們到城內添置器材，令人感到窩心。

搵容器蓋蜘蛛 學生奇招百出
說起最難忘的一幕，周曉彤指在臨別的晚上，他們聚首一堂

吃晚飯，平日主要吃蔬菜的農民竟提出要宰羊歡送他們，以感
謝他們的到訪，「大家連聲說謝謝，當然不捨得讓他們宰羊，
但這看得出他們很重視我們。」雖然只是相處了短短7天，但
周曉彤認為當地的風土人情、農民的友善隨和，都令人樂而忘
返。
理大應用生物及化學科技學系科學主任張誼靜補充指，本來

擔心學生難以適應當地農村生活，沒想到學生很快便與當地環
境共融，故她沒有收過求助個案。她笑指，學生在晚上沒有熱
水供應梳洗時，會想辦法移至其他民宿；亦有人在較多蜘蛛出
沒的房間裡，找到容器蓋着蜘蛛，安然度過7天，令她啼笑皆
非。 ■記者鄭伊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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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而忘返

■教院學生事務處與滬港經濟發展協會合辦「滬港明日教育專才實習計劃
2015」，並於昨日舉行啟動禮。 教院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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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香港各
大院校的內地生報讀本科課程人數逐漸出
爐，除了理工大學和嶺南大學報名人數較前
年大跌逾四成外，昨日回覆本報查詢的浸會
大學跌幅更大。該校今年的內地生申請本科
課程人數僅為2,319人，與前年相比大跌
52%，若與2012年的「高峰期」5,100人比
較，有關比率更大跌了55%。
浸大發言人表示，該校2015/16學年內地
本科招生計劃，申請人數為2,319人，學額
為190個，當中最多內地生報讀的課程為工
商管理學院、傳理學院和理學院課程，較多
申請人來自廣東、北京和山東。

報浸大人數「三連跌」
參考過去幾年數據，浸大內地本科招生計

劃的報讀人數已是「三連跌」，自2012年
的5,100人高峰，下跌至前年的近4,900人
和去年的近3,900人，與「高峰期」相比，
今年報讀人數下降了近55%。
發言人表示，該校認為，隨着內地學生赴
外地升學的機會增加，申請來港升學的人數
持續下跌並不為奇。由於浸大的學額不多，
故此競爭仍然激烈，發言人指校方有信心取
錄優秀的學生入讀。

內地生不建議學弟妹來港升學
於浸大就讀的內地生張同學坦言，香港現

時的競爭力沒有以往吃香，多數人都不建議
學弟妹來浸大升學；另一內地生平同學則認
為香港的政治局勢問題以及內地生出國途徑
增加，減少了內地生來港升學的意欲。

教育政策關注社主席張民炳認為，有關跌
幅驚人，反映了香港在成為區域教育樞紐面
臨很大挑戰，「現時最近香港的內地，那裡
的學生都已經對來港升學有保留，這樣一傳
十、十傳百下，會有更大的負面效果。」
他又指出，內地尖子來港升學，同時可為
本地學生帶來良性競爭，這一點亦不容忽
視。
對於「佔中」發起人、中大社會學系副教

授陳健民向媒體稱，若內地學生因香港有
「佔領」行動而放棄來港讀書，「正正顯示
內地資訊封閉」，張民炳批評有關說法無根
據，「內地生也會有親戚朋友在港讀書，他
們也會把情況轉告內地親友；若今年的數據
大跌，只反映了他們覺得香港條件較差，所
以不再申請來港。」

■「港日台三地兒童閱讀寫作習慣調
查」顯示，近95%港生「不希望」將來
做作家。 大會供圖

■周曉彤憶述，首次踏進
什邡市時，即時萌生「未
來七天會好難捱」的想
法。 鄭伊莎攝

■張誼靜去年赴四川什邡
市進行農村教育項目，希
望改善當地木耳的生產方
法。 鄭伊莎攝

■理大生赴四川什邡市了解當地木耳種植場的生產狀況，並教育農民改善生產方法。 理大供圖

■周曉彤與其小組負責研究製作接種消毒箱，以保障農民的健康。 受訪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