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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鮮魚行學校擔任了13年校長的梁
紀昌，談及校內一群學生頓時笑逐顏
開，然後滔滔不絕地說起他們的可愛事
跡。他笑言，能成為該校的校長、見證
他們成長是自己最感自豪的事。不少人
慨嘆近年的學生愈來愈難教，但梁紀昌
卻認為只要能調整心態，要教好學生並
不困難，「你要當學生是小菩薩，而你

是大菩薩，他們就是來磨練你的。」

兩度令鮮魚行「起死回生」
鮮魚行學校這所弱勢學校在香港幾乎無人

不知，回歸後曾兩度面臨殺校，都是梁紀昌
成功令它「起死回生」。2004年該校因收
生不足，面對第一次殺校危機，梁紀昌帶領
學生及家長約四百人，從學校遊行到金鐘抗
議，引起社會極大回響，結果成功令鮮魚行
逃過一劫。
2007年該校再因收生不足，接獲教統局

通知下學年要停辦小一，但梁紀昌成功爭取
校董護校、利用數據說服教統局官員，再次
爭取社會輿論支持，化險為夷。

他的努力令鮮魚行學校營辦至今。多年來，他為讓
貧困學生每天都健康及有精神地上課，於是準備了營
養早餐給他們到校進食；下雨天擔心學生淋濕，除了
上課前提供毛巾讓他們抹身，又購入大量雨具，免費
讓學生自取；亦會送午餐肉罐頭、白米等獎勵學生，
勉勵他們用功讀書。
這番付出，令不少學生為之動容，加上他對學生自

有一套教學方法，再難教的學生在他面前，也會聽話
如「小綿羊」。不少學生與同學發生爭執時，總會跑
到校長室求公道，「我用時光隧道方法，讓他們回到
過去，反思自己的錯處。其實同學都是又乖又聽話
的，你要有方法令他們自己去領悟。」

寄語青年：多讀史少對抗
這名「校長爸爸」現時除了弄孫為樂，亦會不時回

到校探望一群學生，又會為政府部門及社會機構進行
人才培訓及辦分享會。他寄語年輕一代：「不要人云
亦云，事事搞對抗，多讀點歷史，可以以古鑑今。」

▓記者鄭伊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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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後重視中文
教改政策趨完善
心懷教育夢：符最低資格學生全升大學

梁
紀
昌
：

原本是小學教師的梁紀昌，在
1982年轉職教育署，擔任學

生輔導組督學和學校發展主任，
平穩地度過了20年。至2002年毅
然辭職，轉任弱勢學校─鮮魚行
學校校長，學校兩度陷入殺校危
機，最後安然無恙，改寫了鮮魚
行學校師生的命運。
回顧上世紀 80年代出任教育

署學生輔導組督學期間，梁紀昌
憶說：當時香港被英國殖民管

治，政府部門對
於英文的重視程
度甚高，出現很
多不公平現象，
「 例 如 你 看 醫
生，醫生只會見
會 說 英 文 的 病
人，否則就打發
你走；你用中文
寫給政府的信件
要排隊處理，相
反英文信件則可
獲優先處理；外
國人申請政府工

的機會大增。」
當時，教育署內部訂購的文具

大多是英國出產，即使內地製造
的擦膠較好用，政府仍堅持只會
訂購質素較差的英國製擦膠。

「一代人對回歸充滿憧憬」
「當時我們那一代人對回歸充

滿憧憬、盼望。」梁紀昌指，回
歸後社會對中文的重視隨之大
增，政府着手開班培訓公務員用
中文撰寫公函；政府內部亦引入
「價低者得」的公平採購原則。
教育方面，特區政府銳意推行教
育改革，期望改變填鴨式教育，
扭轉「一試定生死」的困局。

冀學界團結 更完善教改
不過，教育當局推動教改過程

注定不會一帆風順，「官員、校
長及教師等意見紛紜，爭拗不
斷，例如部分科目引入校本評核
減少考試比重，但社會操練風氣
仍未有改善。」
梁紀昌認為，回歸至今部分教

育政策仍有需改進之處：小三全
港性系統評估（TSA）加劇小學生
盲目操練；初中中史科仍未能獨
立成科，令初中生對國家民族的
認識不足，欠缺獨立思考的訓
練；在高中引入的通識必修科，
沒有教科書參考，教師準備教材
難以有客觀標準，並未能訓練學
生的批判思維，應改為選修科。
不過，他相信只要學界團結一

致，將可令香港的教育制度及政
策更為完善。
在學界默默耕耘三十多年的梁紀

昌，現時雖已退下火線，但坦言心
中仍有一個教育夢。現時每年有約
35% 中學文憑試畢業生取得
「33222」成績，符合大學入學最
低資格，但大學資助學額只得約
1.2萬個，即僅約15%人可升讀八
大。
他認為，這令不少合資格的學

生失望而回，「我的教育夢是未
來10年，大學資助學額可以增加
至大約35%，令有能力入大學的
學生可以直接升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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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我的故事
周 年

有「校長爸爸」之稱的前鮮魚行學校校長梁紀昌是學界傳奇，

曾於上世紀80年代做過港英政府教育署官員。在英國殖民管治

下，中文遭到歧視，「若以中文寫信給政府要排隊處理，英文信

優先，外國人申請政府工機會大增。」見過種種不公，他認為

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是一大喜訊，確立了港人的「中國人」身份。回歸後，特區政府積極推

動教育改革，他指，雖然部分政策仍需改善，但深信只要學界團結一致，制度會更趨完善，

「我的教育夢是未來10年，符合大學入學最低資格的學生都可升讀大學。」 ■記者 鄭伊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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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紀昌在2015年獲教院頒授榮譽院士銜
頭，鮮魚行的學生特別到場恭賀他。

受訪者供圖

■梁紀昌在書展向孩子講故事。 受訪者供圖

■梁紀昌期望未來10年，
符合大學入學最低資格的
學生都可升讀大學。

劉國權攝

港鐵新一
輯呼籲乘客
在車廂放下

背包的宣傳片在網上引起熱烈討
論，有人批評港鐵醜化背囊客及
不正視水貨客問題，北區水貨客
關注組召集人「金金大師」梁金
成更借題發揮，在facebook發帖呼
籲網民在星期日「孭背囊快閃搭
地鐵，全部行入同一車廂」，豈
料被其他網民狠批為反而反，有
人更直言：「唔好 spin咗去咩大
陸（內地）人咩拖篋。」

馬時亨：原意勸民「將就吓」
港鐵主席馬時亨昨日見記者時，

被問到宣傳片掀起爭議時表示，宣
傳片的原意是勸市民「將就吓」，
讓乘車環境不太擠迫，方便大家，
沒有令人不開心的意思，希望市民
明白港鐵的出發點。
港鐵日前發放背囊宣傳片時已開

始被人借題發揮，博客「林忌」在
facebook出帖，批評港鐵以廣告攻
擊孭背囊客，稱「為保障各位有需
要孭背囊的港人」，並「奉港鐵的
呼籲，大家請改為使用行李篋，齊
齊拖篋！港鐵的高層為保障走私賊
的權益，一定唔會攻擊你哋，請放
心拖啦！用手推車或者改裝的BB
車都得㗎！仲有優先電梯坐添」。
梁金成聲言港鐵針對背囊客行為

「誇張」，指稱片內指背包會周圍

碰撞及不動如山阻礙乘客是不符事
實及離譜，指繁忙時間車廂擠迫原
因不一，如好多市民上車後不願走
入車廂中間，或拖行李篋的乘客未
有妥善放好行李，都會令車廂空間
擠擁，不明白港鐵為何只針對背囊
客。
梁金成昨日更在facebook發帖，

呼籲網民「為背包平反，向地鐵作
無聲抗議！」，預告在本星期日
「不妨約一班人（10人至20人），
一同孭背囊來個快閃搭地鐵，全部
行入同一車廂，由旺角搭去尖沙咀
快閃！」

理性網民批為反而反
快閃預告一出，迅即惹來理性網

民批評，網民「Valent Ma」直
言，「唔好spin咗去咩大陸人咩拖
篋」，及反問「揹背囊會唔會佔多
啲位？揹背囊會唔會好易撞親
人？」指如果答案是會，勸喻放下
用手拿才入車廂有何不妥，表示自
己「支持港鐵呢個呼籲。」
有「心水清」網民批評有人為反

而反，「Keung Chun Chui」慨嘆
指：「呢個世界好言相勸係咁
難」。「Nicky Tsang」直斥「出個
廣告叫人唔好阻人都要俾人鬧，係
又鬧唔係又鬧」。「CK Tang」更
直言：「香港就是因為有這些搞事
的垃圾所以每況愈下。」

■記者文森

煽孭背囊搞地鐵 激進網民挨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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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顏倫樂、張美
婷）港鐵主席馬時亨昨日出席城巿大學
活動時稱，港鐵與政府就票價調整機制
進行的檢討已接近尾聲，形容不會有
「驚天動地改變」，但會盡量顧及市民
聲音。至於會否減車費，他說：「我們
肯定聽到市民聲音，方程式的改動會盡
量將市民訴求放入去，但達不達到市民
訴求，例如減車費等，待方案出台大家
會看到。」
港鐵昨日公佈2016年度業績，全年純
利約102億元，較前一年減少約21%，
每股派息0.82元。扣除投資物業重估收
益後，基本業務利潤94.5億元。
根據票價調整機制中利潤掛鈎比例，
港鐵需撥出1.5億元回饋乘客，連同去
年港鐵有8宗事故延誤超過半小時、需
撥出1,450萬元，預料今年中需撥出近
1.65億元向乘客提供第二程九折優惠，
較去年減少一成。
資料顯示，這筆款項相比過往兩年
少，但最終優惠安排仍要視乎票價機制
檢討結果和優惠計法有否改變。

應盡社責 勿增市民負擔
對於港鐵又再錄得大額盈餘，民建聯
認為，港鐵作為香港唯一的鐵路公司，
每天乘客量達500萬人次，與市民生活
息息相關，而目前本港經濟正逐步進入
寒冬期，不少企業計劃凍薪甚至裁員，
市民將需面對艱難時期，因此他們強烈
要求港鐵顧及公眾利益，力盡企業社會
責任。
他們促請港鐵擱置今年的加價計劃。
縱然港鐵須按票價機制調整車費，亦應
以不會額外增加市民交通費用負擔為原

則，並建議港鐵透過優惠來抵消票價加
幅。
此外，廣深港高鐵（香港段）「一地
兩檢」方案至今未落實，惟西九高鐵站
已接近完成，預計明年第三季通車，近
日更有圖則流出，指車站內會有地方予
內地人員執法，有人質疑「一地兩檢」
早已定案。
馬時亨重申，港鐵只是高鐵項目經

理，按政府提供的圖則及指示建造西九
總站，圖則附有「一地兩檢」安排，但
與內地商討「一地兩檢」事宜並非港鐵
負責範圍。現時高鐵項目進度理想，已
完成逾80%。
港鐵行政總裁梁國權昨日於業績發

佈會上亦多次被問及高鐵的相關問
題，但只強調港鐵是高鐵項目管理
人，關於「一地兩檢」問題應向政府
查詢。

馬時亨歡迎「股息補貼票價」
對於特首候選人林鄭月娥建議，將政
府所收的港鐵股息補貼港鐵票價，馬時
亨對此表示歡迎。
梁國權則表示，股東如何處理股息是

其本身決定，但多討論有好處。
此外，港鐵業績顯示，去年全年總乘
客量增加0.5%至19.49億人次。其中，
本地鐵路服務的總乘客量達15.87億人
次，增加0.6%，車費總收入上升4.4%
至174.89億元。
由於內地訪港旅客數目下降，羅湖及

落馬洲過境服務的乘客量減少0.8%至
1.13億人次。航空旅客量則溫和增長，
機場快線的乘客量增加2.6%至1,610萬
人次。

港鐵1.65億回饋 民記寧停加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發展局局長馬紹祥今日
會和發展局常任秘書長（規劃及地政）黃偉綸和常任秘
書長（工務）韓志強前往廣州，拜訪廣東省住房和城鄉
建設廳，與主要領導官員就城市規劃和發展等交流意
見，又會到訪廣東省水利廳，了解東江水供港情況，及
禮節性拜訪廣東省人民政府港澳事務辦公室。同日晚上
返港。

馬紹祥訪穗 交流城市規劃

未標含致敏成分
愛爾蘭茄牛意回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食物環境衛生署食物安

全中心昨日公佈，一款愛爾蘭生產的預先包裝冷藏番茄
牛肉意大利麵含可致敏的蛋類成分，惟該成分未有在食
物標籤上標明，受影響進口商華潤萬家（香港）有限公
司已停售及回收產品。食安中心呼籲，對蛋類敏感的人
士不要食用有關產品，如業界持有受影響產品，應立即
停止使用或出售。
該意大利麵品牌為Tesco，每盒淨重400克，食安中
心發言人稱，透過食物事故監察系統，得悉英國食物標
準局及愛爾蘭食品安全局發出通告，指有關產品含有可
導致過敏的蛋類，但其食物標籤上並未有標明有關成
分，而Tesco正回收該款產品。
發言人指，華潤萬家曾進口966盒受影響產品，並在

旗下連鎖零售點出售，現已售出約150盒，該公司已將
餘下的產品停售及下架，並展開回收。市民可於辦公時
間致該公司熱線2586 3000查詢回收事宜。
發言人呼籲，對蛋類敏感的人不要食用有關產品，如

食用上述產品後感到不適，應盡快求醫。該中心繼續調
查事件，並知會業界有關事件，同時採取適當行動。
根據《食物及藥物（成分組合及標籤）規例》規定，
在本港出售的預先包裝食物應在配料表上詳列食物的配
料，違反上述規例最高可被判罰款5萬元及監禁6個
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機電工程署昨日公佈，
該署在上月的例行巡查，共檢測了來自40幢建築物的
41個淡水冷卻塔水樣本，沒有樣本驗出的退伍軍人桿
菌總濃度等於或超過每毫升1,000菌落的上限值。
機電署同時公佈過去3個月因退伍軍人桿菌總濃度被驗
出等於或超過其上限值而收到「妨擾事故通知」的冷卻塔
所位處的建築物地點。機電署提醒淡水冷卻塔擁有人有責
任妥善設計、操作及維修冷卻塔，他們應按照該署發出的
《淡水冷卻塔實務守則》定期檢查和適時維修冷卻塔，並
定期檢測水質，以防止退伍軍人桿菌的滋生。

40幢樓冷卻塔退伍菌全過關

■梁國權（左四）昨日宣佈港鐵2016年業績報告。 曾慶威攝

■馬時亨昨日出席活動時指，港鐵與政府就票價調整機制進行的檢
討已接近尾聲，形容不會有「驚天動地改變」。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