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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貞學生虐殺倉鼠照瘋傳
網民聲討報警 校方安排社工輔導

沈祖堯倡中西醫學結合

【本報訊】由教育局局長吳克儉率領的代表團昨日
繼續在美國紐約訪問，參觀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及世
界教育服務。較早前，吳克儉與紐約州教育廳助理廳長
Ira Schwartz會面，雙方就多項教育政策交換意見，包
括考試及評核制度，以及幼稚園教育及課程發展等。

代表團亦參觀了紐約大學理工分校及康奈爾大學紐
約科技學院，與校方就多方面作深入交流，包括院校國
際化的策略，以及自資專上教育和科技項目的發展。吳
克儉表示，香港近年已晉身成為區域教育樞紐，而特區
政府亦致力支持各專上院校邁向國際化及多元化。政府
從多方面手以達到目標，包括以象徵式地價或租金批
出土地或校舍、提供開辦課程免息貸款、支援研究項目
、把公帑資助課程的非本地學生限額倍增至百分之二十
、提供政府獎學金，以及放寬非本地學生留港就業及出
入境的限制等。他強調， 「特區政府的努力顯示了堅定
的承擔，目的是為各項產業培養人才，並吸引各地精英
來港，包括優秀港人回流，從而提升香港的競爭力，配
合香港、珠江三角洲及國家的長遠發展。」

吳克儉訪哥大商吸引人才

【本報訊】 「聯校環保商業創新獎」（前稱
「環保商業創新獎」）八支決賽隊伍完成廣州雅

居樂酒店實地考察之旅。他們將就考察團的所見
所聞，優化團隊於初賽提交的參賽計劃並於決賽
發表，爭奪冠軍寶座。優勝隊伍將有機會獲得雅
居樂的暑期實習機會。

為期兩日之實地考察團圓滿結束，八支決賽
隊伍的代表親赴廣州作實地考察，期間與廣州雅
居樂酒店副總經理袁仲明及雅居樂項目總監刁展
威會面並參與相關講座，並參觀酒店設施及集團
項目，從多角度深入淺出剖析有關環保與發展的
議題。

決賽隊伍代表、香港科技大學的鄭俏蕾表示

在旅程中獲益良多， 「原來由廢水處理系統至燈
泡選擇的細節，酒店皆可貢獻環保，而參觀成熟
的社區，更令我們明白綠色規劃的重要性。晚上
的 『建構綠色城市』遊戲，更讓我們一嘗當規劃
師的滋味及難度。」

決賽評審團將由多位來自環保及學術界的專
業人士組成，按創意、簡報演繹及計劃書內容三
方面表現，並以 「創意無界限」為主題，選出金
、銀、銅三個大獎得主。優勝隊伍將有機會獲得
暑期實習機會。

「聯校環保商業創新獎」主席謝偉耀表示，
「有見去年參賽的科技大學同學透過比賽獲取不

少書本以外的知識，優勝同學更透過雅居樂兩個
月的實習獲得寶貴的工作經驗，今年我們
決定擴大比賽的規模，透過六所大專院校
學會的合作，激發來自不同學系同學的創
意、多角度和批判性思考，探討環保和發
展可如何共存。」

「聯校環保商業創新獎」由香港科技
大學跨學科課程學生會主辦，參賽者解決
有關 「環境和商業並存」的難題，創作一
個有利企業可持續發展的 「綠色」環保計
劃。

【本報訊】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昨日公布，
委任嶺南大學協理副校長（教務）李經文為新總幹事，
接替在評審局服務五年、將於今年7月退休的現任總幹
事范耀鈞。李經文將於2013年8月1日履新。

李經文於1992年加入當時的嶺南學院，自2006年起
出任嶺南大學協理副校長（教務），並於2010年起兼任
教務長，具備豐富高等教育行政經驗，並積極參與高等
教育質素保證工作。作為評審局的行業專家，他曾帶領
及服務不同的學術評審小組，亦是大學資助委員會質素
保證局委任的評審員，及服務多個公共委員會。

評審局大會相信，憑藉李經文的豐富行政管理經
驗，加上對教育的廣泛知識和閱歷，必定能帶領評審
局迎接面前的挑戰，繼續發揮評審局維護香港教育及
培訓質素的關鍵作用。大會亦感謝范耀鈞對評審局的
貢獻，其任內積極拓展各項質素保證工作，尤其推動
職業教育及培訓質素保證不遺餘力，帶領評審局透過
健全和具公信力的質素保證制度，建立公眾對資歷架
構的信心。

【本報記者袁秀賢廣州十五日電】華南理工大
學學子近日在微博上掀起了一波 「光盤」秀，踴
躍地曬出被自己吃了精光的盤子，並留下各自的
「光盤」感想，引起人們對於環保節約的反思，

拒絕浪費。據悉， 「光盤」行動開展後，大學城
校區飯堂當天垃圾桶的剩菜飯有所減少，希望通
過 「光盤」行動的開展讓環保節約成為一種習慣
、一種生活的常態。

「我的 『光盤』，我做主！」
「光盤是我的態度」
「不貪吃，不浪費！早日對肚腩say byebye

！」
連日來，學子紛紛在微博上掀起了一波「光盤

」秀，並導出感言。「光盤行動倡議發出後，許多
同學對此活動表示支持，有同學說 「以後要做一
個天天光盤的人！」更有同學表示有了大家的相互
監督，現在不敢多打飯菜了，盡量讓自己吃完。

經貿學院霍偉潮表示，有同學認為浪費可恥
，對 「光盤」行動絕對贊成，但故意的遵守某一

個標準也不是人性解放。對此，他想說，其實 「
光盤」行動是想要通過活動，引起人們對於環保
節約的反思，呼籲大家消費的時候考慮自己的真
實所需，避免浪費。對於吃不完的飯菜可以打包
帶走，讓資源充分利用。大家不僅僅要參加活動
，而且還需真正領會到了活動背後想要傳遞給大
家的環保節約的理念、綠色的生活方式及個人對
社會的責任。

同學認為浪費可恥
據悉，經貿學院團委、學生會通過群郵及海

報張貼，向同學們廣泛宣傳 「光盤」活動，並引
入新穎的微博活動形式，旨在號召更多的華南理
工學子加入到 「光盤」行動中來。號召大家吃光
餐盤中的飯菜，拒絕浪費。經貿學院還倡議三個
拒絕以及兩多兩少：拒絕 「長明燈」、拒絕電腦
「長待機」、拒絕水龍頭 「長流水」；多喝白開

水，少喝礦泉水；多用可重複使用的餐具，少用
一次性餐具。

聯校環保參賽者在穗考察

李經文任評審局總幹事

注重環保 粵學子興光盤

【本報訊】首個於浸會大學校園運作的社會企業項
目 「甜在心（浸大）」咖啡室於昨日開業。浸大副校長
（研究及拓展）黃偉國表示，希望藉此項合作於校園推
廣社會企業的概念，鼓勵同學關愛社群，同時給外展弱
勢青少年提供就業和培訓機會，而扶助弱勢社群並非只
是給予金錢上的資助，更重要是提供機會讓他們一展所
長、改善生計。

咖啡室位於浸會大學善衡校園邵逸夫大樓五樓 「善
衡熱點」，鼓勵學生於繁忙的學習生活中，享受與同學
共聚，建立健康及平衡之生活。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總幹
事劉俊泉、浸大副校長（研究及拓展）黃偉國、中華基
督教青年會社會服務委員會主席潘展聰及浸大輔導長李
慧明昨主持開幕禮。

【本報訊】香港大學近日舉行第188屆學位頒授典禮
，頒授名譽博士學位予六位傑出人士。包括名譽法學博
士余叔韶、名譽科學博士Alec John JEFFREYS、米耀
榮，以及名譽社會科學博士樊錦詩、王生洪、嚴迅奇。

名譽科學博士Alec John JEFFREYS致辭表示，我
的同僚和我，多年來把一個幾乎是不可能，以DNA識
別為基礎的研究，研發成為今天的DNA指紋圖譜和有
關技術。新技術的應用，其影響之大，已深入到人們生
活的每一小節。他回顧當年開始DNA識別研究，純粹
是出於好奇心的驅使，由DNA的差異這類簡單的問題
開始，憑一個模糊的概念，總覺得這應該可以應用在
醫學方面。其後，基因研究一日千里，其發展之快及影
響之深遠，無人可以估量。

他補充說，米耀榮教授從事的材料科學領域上的前
沿研究，已引入了DNA的研究技術，應用在納米材料
和與工具結構等方面。樊錦詩教授是考古學專家，研究
卓越，DNA識別技術已經廣泛應用在考古工作上，是
鑑定古物古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王生洪教授從事電子
設備的研究，發展射電望遠鏡、衛星地面站等等，期望
有朝一日，王教授能實現我的夢想，告訴我地球以外生
命是否存在的真相。

頒授典禮由港大副校監李國寶主持。

【本報記者王一梅深圳十五日電】深圳今年將借鑒
國外城市經驗，選擇一些動植物資源豐富、具有生態文
明示範意義的地方創建自然學校。據透露，深圳計劃從
華僑城濕地、內伶仃島、紅樹林等自然資源豐富的地區
選取三處建立自然學校。

在日本，自然學校是連接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
社會的組織和場所，關注人與自然，人與人和諧相處。
今年，自然學校項目將引進深圳。首批創建三所自然學
校，通過一間教室、一套教材、一支隊伍，組建成型。
深圳市人居委計劃從華僑城濕地、內伶仃島、紅樹林等
自然資源豐富的地區選取三處建立自然學校，旨在將環
境教育體驗化、具體化、形象化，將生態文明理念融入
市民的日常生活中。

據悉，深圳目前有2萬餘名環保志願者，將從中選
拔40名環保志願者，經過專業培訓後成為自然學校的
老師。自然學校屆時將採取預約制，為個人與團體提
供親近自然的體驗活動，包括環境課堂講解、環保知
識展覽、親近自然體驗活動等。比如針對個人，會開
展遠足、生態旅遊、親子野營、戶外體驗學習等。學
生們可以參加登山探險等活動，還可以學習野外急救
知識。

前文提到資優課程相
比常規課程更具挑戰性也
更具自由度，能否從課程
中得益，得益多少，很大

程度取決於學員自身。
既然資優課程在傳授知識的同時，更注重培養思維能

力，學員在受教過程中也應配合這種教學方式。有些學生
在學習上一味求快，小學讀中學課程，中學讀大學課程，
以為快人一步就是資優。快不是不好，有能力提早學習更
高階的知識是好事。但是在求快的同時，更應該重視知識
的深度和廣度以及知識的運用能力。會背誦一些高深的定
理、公式，或是知道一些最新的科研成果，並不是難事，
但要真正明白它們背後的原理，在解題過程中會靈活應用
，則難得多。

深入思考提升解難能力
比如在比賽中，我們時會碰到一些經典老題。一些同

學急於求成，背答案，撞上了，就歡天喜地；還有一些同
學，會去了解背後的原理，掌握解答這一類題目的方法；
最後一些同學，則會進一步追根究底，從一類題目，推廣
到更深刻的理論背景。哪些學生獲益最大，顯而易見。一
味求快，對知識不求甚解，只能學到一些東西的皮毛。而
如果深入地思考，就可以得到知識的精髓。更可貴的收穫
是，久而久之，思維和解難能力也相應提升。

若要問如何能從資優教育中獲得最大收穫，個人認為
堅持不懈的學習態度至關重要。之前已經提過，很多取得
好成績的資優生都具備超凡的毅力。我參加過很多資優課
程，往往第一堂課，場面壯觀，熙熙攘攘百來人。可是能
堅持到學期末的同學可能只有一半或三分之一，而能夠堅
持幾年的人數就更少，大部分同學都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
而半途而廢。

獲獎秘訣要鍥而不捨
2011年國際物理和國際數學奧林匹克中的另外兩位香

港金牌得主，原就讀拔萃男書院，現就讀美國康乃爾大學
的張曉風同學和原就讀英華書院，現就讀香港中文大學的
李祐榮同學，都是我小學時就結識的隊友，他們兩位對數
理都像我一樣痴迷。多年來，我們從沒有間斷接受資優培
訓，一起參加過很多比賽，一起探討過無數難題。若論獲
得國際比賽金獎的秘訣，不是我們比別人更有數理天分，
而是我們鑽研數理的時間更多、更長一些， 「日久見功」
罷了。

學習是一個漫長的積累過程，對於資優生和普通學生
都是如此，我相信只要鍥而不捨，資質平平者也可能變成
資優生；反之，如果鍥而捨之，縱使天資聰穎也可能淪為
庸碌之輩。 資優生和資優教育（五）

港大頒名譽博士予六人

深年內將建三所自然學校

教育觀點

如何從資優課程中獲益
普林斯頓大學一年級 盧安迪

繼早前拔萃女書院三名中一女生虐殺倉鼠後，
又有名校女生涉嫌虐待小動物。德貞女子中學一名
中一女生周四深夜於社交網站上載一張照片，並留
言聲稱 「我隻倉鼠臨死前個樣，係咪好可愛呢？佢
畀我整死之後，唔知點解我係咁度傻笑」。從
照片可見，倉鼠毛髮稀疏，顯得瘦骨嶙峋，狀甚可
憐。相片立即在網上瘋傳，網民紛紛責難該女生殘
忍，更有網民表示已經報警。

稱9月底自然死亡
德貞女子中學副校長黃義天昨接受電話訪問時

表示，事發後該校老師及舊生都有向校方查詢事件
，校方亦已與警方溝通。他在昨早上課前召見該女
生，該女生表示該倉鼠是於去年9月底自然死亡，
自己並無虐待動物，其家長與她口徑一致。黃義天
表示，相信他們事前並無夾口供，認為該女生只是
一時手多，貪玩惹禍。

黃義天說，該女生已承諾刪除照片並道歉，並
稱現階段最重要的是協助她承擔責任。他透露，該
女生在事發後表現不開心，校方擔心她抵受不住網
絡壓力，已安排社工輔導她。他補充，今次事件與
上次女拔學生虐待倉鼠不同，且尚在了解階段，校
方暫時不會處分該女生。他認為，事件顯示注意網
上行為的重要，校方稍後會輔導全體學生。

該名女生於昨日傍晚在社交網站道歉，表示倉
鼠並不是自己弄死，她 「只是將倉鼠放進一杯水裡
洗澡及喝水，翌日倉鼠便變成該模樣」。她承諾以
後不會發放令人感到不舒服的照片，並會加倍小心
對待寵物。

承諾小心對待寵物
針對是次事件， 「爭取成立動物警察大聯盟

」發表聲明，要求警方馬上調查案件，並敦促政
府在短時間內成立一支專職的 「動物警察」隊伍
。聯盟認為，根據網頁顯示，該女生的行為反映
青少年殘暴的一面，組成 「動物守護計劃」的警
務處、漁護署和愛護動物協會因循怠懶，間接鼓
勵青少年認為虐待動物可以不了了之，甚至是一
件光彩的事。

聯盟認為，今次事件是女拔學生虐殺倉鼠案的
延續，並稱該宗案件發生後，警方、漁護署、愛護
動物協會、學校、家長都未有即時進行有效的教育
工作，以減少青少年此等變態行為。

早前，三名女拔中一學生外出午膳時，購買了
一隻倉鼠後到一間餐廳邊吃邊玩，怎料倉鼠力竭斷
氣，三人遂將倉鼠屍體拋入餐廳內的廁所馬桶沖走
。事件引起動物權益團體關注，最後三名女生遭校
方判罰停課三至五日。

德貞女子中學一名中一女生周四深夜於社交網站上載一張倉鼠瀕死的照片，並留
言稱 「佢畀我整死之後，唔知點解我係咁度傻笑」 ，照片旋即在網上流傳並引來
大批網民聲討，甚至有網民報警。校方了解事件後引述該女生表示，該倉鼠是在去年
9月底自然死亡，認為該女生只是一時貪玩，並無虐待動物，暫時不提懲處。

本報記者 胡家齊

▲德貞女子中學一名中一女生周四深夜於社交網站上載
一張照片，並留言聲稱「我隻倉鼠臨死前個樣，係咪好
可愛呢？佢畀我整死之後，唔知點解我係咁度傻笑」

浸大首個社企項目開業

▲吳克儉率領代表團參觀紐約大學理工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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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實習記者馬文煒報道：
為慶祝五十周年金禧校慶，中大將於即
日起至11月舉行五十周年校慶博覽會，
於全港多個地區的大型商場及中學舉行
巡迴展覽。博覽會開幕典禮昨日在尖沙
咀海港城舉行，到場主禮的中大校長沈
祖堯教授與學生大談中大歷史。

與學生大談中大歷史
中大金禧校慶的主題為 「傳承、開

創」，展覽內容包括 「中大概覽」、 「
歷史傳承」、 「人文精神」以及 「創新
研究」四部分，讓公眾認識半世紀以來
中大走過的道路，與大學未來的發展藍

圖。被問及於校園建設私家醫院的計劃
，沈祖堯表示已正式向政府提交申請及
早期意向書。他指中大沒有參與大埔的
私院地皮投標，因為該地皮條件不適合
。至於有關浸大前李惠利分校地皮規劃
用途的爭議，他表示 「支持中醫發展，
特別是中西醫學結合」。

博覽會首場巡迴展覽即日起至3月
20日假海港城海運大廈展覽大堂舉行，
開放時間為上午十時至晚上十時，歡迎
公眾參觀，費用全免。第二場巡迴展覽
將於4月15至19日假鑽石山荷里活廣場
舉行。

中大金禧校慶博覽會開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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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校環保商業創新獎」 參賽者須
創作一個有利企業可持續發展的 「綠
色」 環保計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