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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大開獸醫課 擬購農地賣奶
600申請者95%港生 逾半擁大學或以上學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港中文
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將於本月起至7月期
間舉辦「歷史：從香港出發」講座系
列，多位著名的歷史專家、業界翹楚將
從香港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廣播歷史、
博物館歷史、出版文化、教育政制等方
面介紹香港。
活動費用全免，歡迎應屆中學文憑試
考生及公眾人士參加，每場講座將於舉
行前3星期至4星期接受網上留座，本月
份講座留座請登入：www.cuscs.hk/histo-
rytalks。
主講講者包括嶺南大學香港與華南歷
史研究部主任劉智鵬、前香港電台副廣
播處長戴健文、前香港電台數碼電台台
長葉世雄、前香港電台第一台台長鄭啟
明、前香港歷史博物館總館長丁新豹、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教授周佳榮、資深
傳媒及文化工作者岑逸飛，以及香港大
學教育學院榮譽研究員、前教育署課程
發展處總監梁一鳴。
講座主題包括「承傳和挑戰—香港的
非物質文化遺產」、「香港早期廣播歷
史」、「香港的博物館歷史」、「從創
新到傳承：香港出版文化的特色和前
瞻」、「從歷史哲學看香港的發展」，
以及「香港殖民時代教育政策秘聞」。

中大專院講座
介紹香港歷史

近幾年資訊科技界的
熱門話題，離不開雲端
服務，它比傳統數據中
心更加可靠和便宜，且
大大簡化了管理工作，

在可預見的將來，大有機會取代大部分
公司的數據中心，繼而取代傳統系統管
理員的工作。再配合人工智能的技術，
可透過資料的記錄、累積、篩選及分
析，減省不少人手的工序，好像網上購
物平台，結連雲端會計軟件，便能自動
化做出會計報表，漸漸取代會計師的工
作，其他行業如律師、廣告行銷等，亦
有機會面對這種變化。
下一個有趣的問題就是：雲端有沒有

可能取代學校，提供雲端教育？

貧童遇電腦 跳躍式建構知識
要討論這個問題，先談談過去數百

年，關於傳授知識的改變。自從工業革
命及教育開始普及，教育的主要任務是
傳授知識，即透過課程框架，把一些知
識循序漸進授予學生。
學生得到的知識內容基本上是一樣，

直至他們成為研究生，才會在既有的內
容上研究出新的知識。這種概念經過數
百年的發展，至近數十年才發展為「建
構知識理論」——教育不應限於傳授知
識，更需要建構新知識，所以很多新的
教育方法，包括討論、專題習作、協作
學習等，都是針對建構知識發展。
最近十年，由於資訊科技發達，我們
對於孩子學習的過程認識得更多。有一
個非常著名的「牆中洞」實驗（Hole
in the Wall Project），印度裔的英國教

授Sugata Mitra把一部英語電腦放在印
度一個貧民區的牆洞裡，任由經過的人
使用。那些不懂英語、沒有受過什麼教
育的窮孩子，在沒有任何幫助下，透過
自我嘗試，在短短數分鐘就學懂電腦操
作，幾個月後更學懂簡單英語，而且成
功透過電腦及互聯網學習其他更深入的
學科知識。
牆中洞實驗在很多發展中國家重複試

驗，效果一樣。
這證明透過資訊科技，學童不一定要
透過教師掌握知識，他們甚至沒有經歷
傳統的知識建構過程，他們掌握知識的
方法，是透過自我組織，這自我組織學
習過程，不但可學懂使用電腦，更可克
服語言障礙，效果非常驚人。

網絡與群組 醞釀自組織學習
Mitra教授以這研究結果為基礎，提

出了「自我組織學習環境」 （Self Or-
ganised Learning Environment,
SOLE）。為進一步實踐這個新的學習
理念，他創立了雲端學校 （School in
the Cloud），並設計了相關的學習教育
方法。
雲端學校沒有教師、課程，有的只是
難題。把難題拋給學生後，全球學生可
透過互聯網及群組間的自我組織學習模
式，在雲端學校學習解決問題。
全球性雲端學校實驗仍在進行中，它

並不會取代真實的學校，但對於在科技
環境下發展新的教育模式，肯定能帶來
很多啟示。

■香港教育城行政總監鄭弼亮
（標題與小題為編輯所加）

上網無師自通 雲端學校成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港科
技大學近日為新宿舍舉行開幕典禮，為
答謝香港賽馬會捐助3,300萬元興建大
樓，協助學生體驗「四年一宿」，校方
將這個位於將軍澳的宿舍命名為「賽馬
會大樓」，它為本科生提供512個宿
位，新學期的月租為1,985元，與科大
其他現有宿舍相若。
香港賽馬會慈善及社區事務執行總監

張亮、科大校長陳繁昌及大學高層前日
出席了開幕禮。學生住宿及舍堂生活事
務處主任楊霖龍昨向傳媒介紹賽馬會大
樓設施。大樓高9層、共有64個單位，
每個單位設有4個雙人房間、兩個共用
洗手間及1個客廳。新宿舍旨在融入社
區，除會開放宿舍公共空間予社區使
用，更鼓勵宿生參與或自發舉辦社區服
務計劃，包括為貧困學生補習，或到附
近學校和醫院進行探訪活動等。
新宿舍採納多項環保設計，包括按實
際耗電量收費的「用者自付空調系
統」、裝置於走廊和電梯大堂的動作感
測照明系統，以及戶外太陽能燈柱等，
以盡量減少耗電。新宿舍亦具有善用自
然光、促進空氣流通和循環使用雨水灌
溉等概念。
賽馬會大樓是科大第10座本科生宿

舍，科大現為本科生提供逾4,500個宿
位。

科大增512本科生宿位

「新創建」拓生涯路 職場體驗擴10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新創建集團
有限公司將在本學年與社福機構合作，推出
「創建生涯路」計劃，透過集團業務和商業
夥伴網絡，向高中學生及失學青少年提供有
系統的培訓和活動，讓他們了解各行各業的
情況，同時亦針對教師提供支援。計劃首階
段為期4年，涉及荃灣、葵青區10所中學，
預計惠及約400名學生和100多名教師，若
成效理想，計劃可望擴展至其他區域。

跟班一周 學面試認清志向
在上述計劃下，新創建會利用其多元化的
業務和網絡，包括在會展、建築公司、交通
相關企業如新巴城巴、新渡輪和醫療行業相
關的港怡醫院等，提供不同的空缺和活動。
學生可從中四起參與計劃，首年先做職業
志向評估、參與職場模擬體驗日及職場探索

等，升上中五後可繼續職場探索和工作影子
體驗等，其後可參加大專院校體驗和放榜支
援活動等。教師亦可參與生涯規劃培訓工作
坊和職場實況體驗。
在「工作影子體驗」環節，學生可跟隨專
業人士如巴士車廠的工程師、巴士車長、辦
公室的行政人員等工作一星期。新創建集團
企業傳訊及可持續發展總監鄧祥兒表示，學
生從中可學會面試技巧和正確的工作態度
等，企業則可發掘有潛質的學生，未來或可
聘請他們作全職員工。

校長冀同學開眼界利求職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李惠利中學校長張欽龍
表示，挑選了約10名成績稍遜但對某些工種
感興趣的學生參加計劃，他期望同學可以開
拓眼界，就算未能升學亦可為求職做準備。

■「創建生涯
路」計劃向師
生提供生涯規
劃的支援。圖
左二起為鄧祥
兒及張欽龍。

黎忞 攝

現今不少大學生自
我中心卻不懂尊重別

人，遇到他人提示要求其守規矩，即動輒發
茅以粗言穢語惡言相向，品德之差劣令人慨
嘆。
近日有網民上載中文大學逸夫書院宿舍禁
打邊爐通告的相片，遭寫上問候別人母親的
四字粗言以示不滿；而在另一壁報上的通
告，更有人寫上四字粗言辱罵其中一位舍監
陳竟明，極盡野蠻粗鄙之能事！有網民直言
感痛心，批評這些「未來棟樑」的行為「完
全暴露自己的無知及缺點」。

粗口劃通告 懶理安全衛生
「CUHK Secrets」fb專頁近日上載中大
逸夫書院「宿舍範圍內嚴禁打邊爐，敬請留
意。」的通告，上遭寫上四字粗言，涉事宿
生質疑「宿規邊×度有寫宿舍範圍嚴禁打邊
爐？」，並續稱：「如果我係都要打，之後
被發現又會有咩後果？」
對於有關粗鄙言行，竟有不少網民起哄支
持指「講得好」，有人則稱「手字好靚」，
亦有人質疑有關宿舍規定的合法性，反問

「啫（即）係點呀？啫（即）係立新宿規貼
張野（嘢）就得架（㗎）嗱？」，「原來貼
張野（嘢）就改到宿規咁大牌架（㗎）」。
有網民就希望釐清有關原因及細節，留言

問及「幾時開始唔比（畀）架（㗎）？遲下
會唔會唔比（畀）明火煮食？」、「係咪嚴
禁生火既（嘅）舍規延伸呀？」
有人則認為當中安全考慮明顯，諷刺指

「勁吖，著（着）火爆炸唔方唔一鑊熟」，
而事實上，前晚灣仔駱克道市政大廈街市熟
食中心便出現市民打邊爐不幸失火的情況，
現場火舌約1米高，如發生於人口密度高、
雜物眾多的學生宿舍，危險程度可想而知。
所以逸夫書院回應本報時亦明言，相關規定
是基於整體宿生的安全和宿舍衛生等考慮。

宿生行為低劣 網民痛心
對有大學生欠公德無視大眾安全衛生，兼

且粗鄙成性，網民「Christina Cheung」稱
感到痛心，「為何香港社會的未來棟樑會在
學校發出既（嘅）通告上寫上咁低等既
（嘅）字句！如果認為不公平的相信有其他
渠道可以爭取權益，而不是透過污言穢語發

洩不滿，完全暴露自己的無知及缺點！」
「Hoto Klopp」 亦覺得講粗口讓人匪夷

所思，「之前係咪發生咗好多嘢？點解去到
問候令壽堂呢步？」本報亦致電遭「問候」
的陳竟明了解，他未有太大反應，只回應稱
「同我無關」。 ■記者 柴婧

逸夫宿舍禁邊爐 宿生爆粗辱舍監

城大昨日舉行傳媒春茗，校長郭位率領一
眾學校高層介紹學校的最新發展，其中

城大動物醫學院總監王啟熙表示，該校開設的
香港首個獸醫學學士課程招生反應理想，招生
名額10人，但有600多個申請，預計今年9月
開學。申請者有95%為本地學生，反映本地
學生對獸醫課程需求殷切，亦有本地國際學校
及海外中學生申請。

面試考動物熱情道德議題
整體而言，超過半數申請者是大學生或已
取得大學學歷，其中9人已於英國或新西蘭的
大學取得獸醫學或動物科學相關學歷，4名申
請者持有博士學位，1人是醫科畢業生。
動物醫學院打算揀選約60人於本月底面
試，其中應屆文憑試考生申請者英文科成績必
須獲得5級或以上，及須修讀化學及數學。
有份處理面試工作的動物醫學院副教授史
飛透露，會了解申請者對動物是否有興趣及熱

情，其中有問題會按申請者的背景資料提問，
「譬如申請者家中養狗，則會問及飼養狗隻的
細節，及其帶來的影響與啟發等」，亦會設有
情景題了解他們對動物道德議題的意見。

「城大農場」最快年底動工
史飛強調申請者的學歷並不影響面試分
數，預計下月中會有結果。至於課程認受問
題，王啟熙指澳紐獸醫議會理事會去年12月
已到城大了解課程內容及師資，未來會待學生
入學後再到校進行質素評估。

此外，動物醫學院計劃在新界覓地興建教
學用的農場，將飼養乳牛及山羊等不同動物，
王啟熙表示購地仍在洽談階段，暫未能透露選
址位置，若一切順利最快可於本年底動工。
郭位指校方長遠會考慮賣牛奶和羊奶，笑
言希望來年能讓記者品嚐。

丰匯獸醫所符標 籲居民莫憂
就城大於2015年中購得深水埗丰匯商場逾

五萬方呎空間發展獸醫診所，但近日遭商場屋
苑部分居民反對，更掛上寫有「不要醫院、不

要輻射、不要病疫、不要糞便」的抗議橫幅宣
示不滿。
城大副校長林群聲回應指，診所提供小型
動物診症服務，用途符合地契規定，校方將邀
請業主立案法團成員參觀動物醫學院診斷化驗
室等，期望他們更了解診所運作。
對於有人擔心診所內的儀器會發出輻射，
林群聲指醫療器材都符合法例要求和國際標
準，居民無需擔心。
他透露，城大現為大業主，在法團的投票

權高，但不會干預區內居民生活，「希望可與

居民和睦相處，在不影響（診所發展）的大原
則下，凡事可以商量。」
至於城大康樂樓胡法光運動中心去年5月

發生屋頂倒塌事故，造成3人受傷。
城大副校長（行政）李惠光表示，校方現
計劃將運動中心拆除，原址新建一座10層至
12層高的學術樓，面積較原來大約一倍，當
中除了保留現有體育設施外，另會加設可容
納1,500個座位的大演講廳，及會增設位置作
教育用途，預期最快今年底進行清拆工作，
2020年落成啟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鄭

伊莎）城大動物醫學院將於下學年

開辦本港首個獸醫學學士課程，校

方透露600多個申請者中，逾半為

大學或以上學歷人士，當中有4名

博士及1名醫科畢業生。為配合課

程需要，校方擬於新界洽購農地，

並添置牛羊雞鴨豬、水產動物作教

學用途，屆時以商業模式經營農

場，會考慮賣牛奶、羊奶。

■主禮嘉賓參觀宿舍單位。 科大供圖

■有人在通告上指名辱罵老師，不堪入目。
CUHK Secrets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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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大動物
醫學院將於
下學年開辦
本港首個獸
醫學學士課
程，校方昨
日舉辦傳媒
春茗時分享
報名情況及
最新進展。
姜嘉軒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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