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港多間大學學生宿舍已變無掩雞籠
！中文大學學生新聞雜誌《大學線》揭發
，中文大學、科技大學及嶺南大學出現多
個保安漏洞，包括宿舍大樓門常開、男女
宿舍廁所密碼一樣、保安員輕易放行，令
意圖不軌輕易可以潛入各宿舍。中大和嶺
大發言人回應，表示會改進保安措施。

本報記者 呂少群

大學宿舍保安漏洞百出
外人可自出自入 竊案頻生

暨大17億建番禺新校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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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不少青少年對智能手機及平板電腦愛不釋手
。民建聯一項調查發現，扣除學校或工作需要，逾五成受訪
青少年每天平均以手機上網逾兩小時，五成四人即使與家人
用膳時亦 「機不離手」，缺乏同家人溝通。

民建聯家庭事務委員會於四月中至五月初期間，訪問了
五百名十八至三十五歲青少年。結果顯示，五成四受訪者與
家人用膳時仍 「機不離手」，大部分人是瀏覽社交網站
Facebook或與朋友以WhatsApp溝通，但逾二成受訪者每天
與家人相處時間不足一小時。

中六生Cindy，一年多開始使用智能手機，每天回家、
甚至上堂亦會用手機上網或玩樂，每日使用時間長達三至四
小時。她說，與家人進膳時亦會玩手機，主因是覺得同家人
傾談的話題較為沉悶，離不開學業，希望家人同他們討論一
些感興趣話題。

適逢今日是國際家庭日，民建聯家庭事務委員會主席李
慧琼認為，調查反映青年每日較多時間上網，缺乏與家人溝
通，建議抽多些時間同家人溝通，不要只顧用手機上網。註
冊社工陳建邦指出，由於不少父母與子女話題只圍繞學業，
令雙方關係疏離，而青年人認為網上世界能取得認同感，不
自覺沉迷，導致 「手機低頭族」愈來愈多，呼籲家長為青年
人發掘健康興趣，令他們忘卻上網，並增加溝通時間。

另一方面，物理治療師蔡東洲指出，隨着智能電話流行
，形成許多 「低頭族」，姿勢不當和使用時間過長，易使肩
頸、手腕和手肘酸痛，近日求診患者亦有年輕化趨勢，建議
市民使用智能手機每一小時便要休息最少五分鐘。

【本報訊】本報記者于敏霞報道：香港中文大學昨日舉
行第十一屆榮譽院士頒授禮，表彰六位與中大淵源深厚的賢
達對大學及社會的貢獻，包括八十三歲的真菌學家、 「國際
蕈菌傳教士」張樹庭。

張樹庭一九六○年加入中大，現為中大生物學榮休教授
，他昨天興致勃勃憶述， 「在中大工作的三十五年我很快樂
，雖不會說粵語，但不影響工作，建立了很好的師生與同事
關係」。

這位八旬老翁講起蘑菇來更是滔滔不絕，從蘑菇的歷史
、特點、作用、命名、種類、種植等如數家珍。他說人類面
臨 「糧食、健康、環境污染」三大危機， 「食用菌在這三方
面皆有作用」，他特別介紹蕈菌用途金字塔模型， 「未病時
是食品，欲病時是補品，已病時是藥品」，蕈菌利用廢料可
保護環境，又有合理經濟效益，栽種技術獲業界公認 「非綠
色革命」，他更賦小詩一首 「無葉無芽無花自生結果，可吃
可補可藥渾身是寶」，他特別提醒 「未經馴化的野生蘑菇不
要吃，會有生命危險」。

張樹庭回憶，從一九六一年開始 「用沙田水稻秸稈種草
菇」，隨着水稻種植面積減少，一九六九年研究 「利用香港
紡織業廢棉栽種草菇」，首度轟動真菌界，當時在校內被稱
「蘑菇先生」。其後以中大為事業大本營，推動食用菌生物

學研究， 「中國去年菌產佔世界八成以上，可食菌六十多種
，常見有十幾種」，與 「中國經濟發展、人們重視健康有關
」。他亦穿梭五大洲，就蕈菌生物學提供指導，贏得 「蕈菌
傳教士」美譽。他先後獲英國國際生物技術學院、世界文學
及科學院、世界生產力科學院三院院士、世界技術網絡院士
等。

昨天同獲中大榮譽院士，還有泛海國際集團主席馮兆滔
、中大翻譯學榮休教授金聖華、崇基學院及聯合書院藝術顧
問利漢楨、羅桂祥基金主席羅德承、東方錶行集團主席楊明
標。

【本報記者黃裕勇廣州十四日電】香港科大校
董會主席張建東、校長陳繁昌一行到訪南沙，與南
沙區政府就推進科大霍英東研究院項目進行會談，
南沙當局表明要共同擦亮霍英東研究院這塊金字招
牌。

除了張建東、陳繁昌、校董潘國濂，到訪南沙
科大霍英東研究院的，還有霍震寰、霍震宇昆仲等
。座談會上，南沙區區委書記丁紅都說，南沙新區
要建立一個新城市，在這個過程中，南沙方面高度
重視香港科大在南沙的發展，將堅定不移地加強與
香港科大的合作，共同擦亮霍英東研究院這塊金字
招牌，吸引更多人才，探尋可持續發展模式。

霍英東研究院成立5年來，員工隊伍已發展到
140 人。預計今年下半年可投入使用的霍英東研究
院大樓使用面積達25000平方米，內有各類研究實
驗室、教學設施、圖書館、計算機室及學生活動室
等。

截至目前，霍英東研究院擁有物聯網、先進製
造與自動化、先進工程材料、環境及可持續發展
等 4 大研發平台，獲得包括 973 項目、863 項目、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及粵港合作項目等在內的
國家、地方和產業界的多項課題，總科研經費達
5500萬元。

手機上網日逾兩小時
五成青年少與家人溝通

科大校董會高層訪南沙
商推進霍英東研究院項目

【本報記者袁秀賢廣州十四日電】
籌備近六年的暨南大學番禺新校區，一
期工程建設總投資 17 億元。新校區動工
儀式將於本周六（19 日）舉行，2014 年
首批項目建成投入使用，計劃當年9月第
一批學生入駐新校區。

暨大副校長林如鵬表示，新校區落
成後，內招生適度發展，不會大規模擴
招，而擴招包括香港在內的外招生，以
適應境外學生求學的需求。

每年香港報考暨南大學學生近四千
人，但僅招一千多人。在5月5日至6日
，教育部組織的內地部分高校免試招收
香港學生中，有 2500 多人報考暨南大學
，居63所高校報考人數首位。

往年港澳台僑學生報名的數量約為
5000 人，今年到 4 月份為止，已經有
6700 多人報名。預計外招生最終的報名
人數將超過7000人。

林如鵬透露，新校區一期工程建設

總投資17億，已籌到約11億元，缺口約
五億。現已開設 「網上捐贈，小額捐贈
」活動，鼓勵校友支持，同時聯絡多家
企業，期望它們根據自身特色分別以慈
善捐贈、合作建設、實物投資等方式支
持學校。

林如鵬補充，番禺校區由 2010 年上
海世博會中國館設計團隊─華南理工大
學建築設計研究院何鏡堂院士團隊進行
校園建設規劃設計。教學樓、圖書館、
學生食堂等標誌性建築將在一期工程中
首批啟動建設。番禺校區的正門處將重
現暨南大學在南京、上海、福建和廣州
辦學時的校門，不同時期的校門在正門
後依次排列。

暨大番禺校區位於番禺區興業大道
北側，用地面積約為64.2萬平方米。

因應境外學生逐年增加

【本報訊】立法會教育事務委
員會昨通過，撥款二十五億元推出
第六輪 「加碼版」配對補助金計劃
，除八大資助院校外，首次涵蓋職
訓局及明愛等所有法定專上學院，
令受惠院校由十二所增至十七所。
委員會亦同意政府向 「政府獎學基
金」和 「自資專上教育基金」各注
資十億元，為傑出專上學生設立更
多獎學金，但教育界議員張文光批
評，過往非本地生成功獲頒發獎學
金金額及比率較本地生為高，令人
誤以為政府較重視非本地生遠多於
本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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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中大榮譽院士銜的國際蕈菌傳教士張樹庭，講解蘑
菇的用途 本報記者于敏霞攝

【本報訊】教材分拆定價無助降低書價，變相宣
告失敗，教育局決定斥資五千萬元開拓電子教科書市
場，資助大專院校等非牟利機構編製電子書，每套最
多資助四百萬元，預期二○一四年應市。教局局長孫
明揚指出，本港是自由市場，政府無意計劃自行編製
教科書。

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昨日通過電子書撥款申請
，稍後將提交財委會審批，料最快六至八月接受申請
，一二╱一三學年有五十所中、小學率先參與試教，
首批出品電子教科書料一四╱一五學年起使用。

孫明揚批評，教科書市場嚴重扭曲，開拓電子教
科書可以一石二鳥，起動新市場又優化教與學，並預
料由於電子書可省回印刷、銷售等成本，料較印刷版

便宜至少兩成。政府不會 「一刀切」推行電子教學。
民建聯議員兼教育事務委員會主席李慧琼說，政

府發展電子書無法即時降書價，但值得嘗試以新方案
打破書商壟斷。議員劉秀成亦稱，推行電子課本較為
環保，故支持撥款。委員會又通過張文光的動議，要
求政府在過渡期努力監管書價，為學校提供足夠資源
購買教師用書，並鼓勵學校使用二手舊書。

另外，曾任教育統籌局常任秘書長的候任特首辦
主管羅范椒芬日前指出，書價問題應設平台討論解決
，電子書計劃恐成 「焚化爐翻版」。孫明揚昨回應，
就電子書問題未有與候任特首辦溝通，明白政策有延
續性，但有關決定是六月三十日前、即現屆政府任期
內處理。

當局無意自編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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蘑菇先生獲中大榮譽院士

▶（左起）張建東、霍
震寰、潘國濂，和霍震
宇（右一）等了解科大
南沙霍英東研究院發展

本報記者黃裕勇攝

新一期《大學線》報道，中大聯合書院陳震夏宿
舍在三月發生偷竊內衣事件，校方其後通告宿生小心
保管財物，導師更要求 「晚上睡覺時要鎖好房門，並
關上廁所大門。」

宿舍大門常開
中大、科大和嶺大的部分宿舍大樓被揭發 「門常

開」，例如嶺大逸民樓以及科大第五宿舍均是日間正
門長開，任人進出。雖然設 「學生證拍卡」系統，但
大門長開，宿生及外人可自出自入，大學線記者稱輕
易就能進入宿舍，無人阻撓。中大逸夫書院逸仙樓的
宿生阿詩表示，某晚十點後沐浴後回宿舍，在走廊見
一陌生男子在徘徊。

宿舍門常開，只要保安嚴守關卡仍可平安，但大
學線記者到訪三間大學九幢宿舍，發現 「保安員從沒
有查問過記者身份」。中大晨興書院格林伯格樓的宿
生稱，其同房在半夜帶非宿生的異性到房間，未被保
安阻撓。科技大學有非宿生阿浩在該校第三宿舍留宿
近一年。

保安不查身份
回應嶺大逸民樓宿舍大門長開，該校學生輔導長

李雄溪表示出入者須用拍卡系統，又有保安廿四小時
分更當值。但大學線指出，逸民樓其中一條通道，毋
須拍卡也可進入，並有長樓梯直達任何一間宿舍。中
大晨興書院格林伯格樓亦有一個通往飯堂的出入口，
非宿生可經此乘升降機潛入宿舍各層。

除了宿舍保安屏障，宿舍內部保安漏洞更多。中
大有宿生離開房間到同層茶水間倒水，僅僅三分鐘，

房間內的電話、手提電腦全被偷去。科大第三宿舍及
中大聯合書院陳震夏宿舍部分女廁門口雖張貼鎖門提
示，但宿生大多任由廁所大門長開。據中大逸夫書院
逸仙樓宿生透露，全座宿舍的廁所密碼都一樣， 「我
是男生，但我也知道女廁的密碼！密碼鎖有什麼意義
？」

男女廁密碼一樣
更令憂慮的是，中大新落成的善衡書院及晨興書

院，宿舍沐浴的地方均無浴門。善衡何添堂今年二月
發現女廁門鎖被撬開、浴簾被人以鎅刀破壞。

面對連串宿舍保安漏洞，中大逸夫書院逸仙樓舍
監陳竟明指出，逸仙樓曾擬引入指模系統，但同學不
接受，如果要保安員檢查每位進出宿舍人士，同學未
必喜歡。 「最不想把二宿（逸仙樓）弄得監獄一樣
，出入都要檢查同學身份，所以仍要靠同學自己小
心！」

回應連串宿舍連串保安問題，中大發言人稱善衡
和晨興書院宿舍將安裝浴門。宿舍發現針孔攝錄機
（意圖偷拍）事件後，已邀請警方舉辦工作坊，教導
員工加強識別可疑物體。各宿舍在晚間和周末周日將
加派保安巡視。

▲左起：中七生JENNY、中六生CINDY、註冊社工陳
建邦、民建聯家庭事務委員會主席李慧琼、副主席鄭泳
舜及物理治療師蔡東洲記招上公布調查詳情

本報記者 劉家莉攝

▲中大保安組張貼通告提醒學生
防盜

▼中大導師也張貼通告籲請大家
鎖好門窗

▶嶺大宿舍大樓門常開

▶暨南大學在校華僑、港澳台和外國
學生已達10995人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