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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萬名中學生投票的2011年十大新聞選舉中，日本東北
大地震得票近七成，位列榜首。蘋果教主喬布斯離世，亦為近
六成半學生關注，位居第二。今屆十大新聞選舉，國際新聞佔
有四席，反映學生更具國際視野，但主辦單位指出，學生多較
關注以人物為中心及立場鮮明的時事議題，對複雜議題的分析
能力有待提高。

本報記者 蘇遠山

中學生選十大日地震居首
喬布斯離世 佛山小悅悅事件列三甲

中國高等教育自學考試
由我委委託香港考試及評核局承辦的中國高等教育自學考試，
將於2012年4月14日至15日在內地和香港同時舉行。有意報考
者，務請留意下列事項：
報名日期─2012年1月5日至10日（星期日休息）
辦公時間─星期一至五：上午8:30至下午5:00

星期六：上午9:00至下午5:00
報名地點─香港考試及評核局新蒲崗辦事處

（九龍新蒲崗爵祿街17號3樓）
報名手續─舊生須持本人准考證辦理續考手續。新生和尚未採

集電子相片的舊生須在報名時採集電子相片，以用
於考試管理和畢業辦證。

考 試 費─每科為港幣660元
查詢電話─3628 8711

廣東省自學考試委員會
2012年1月

科大頒傑出服務獎
【本報訊】實習記者戴羽仟報道：日前，香港科技大

學校長陳繁昌向三位非教學人員頒發第二屆 「科大傑出服
務獎」，以表彰他們對大學所做貢獻。其中，張子健在科
大服務期間，幫助科大建成全港分析先進材料及納米素材
最尖端的科研平台。

材料測裝實驗所高級技術助理張子健在科大服務九年
，負責操作透射電子顯微鏡（TEM），令TEM實驗所成
為全港分析先進材料及納米素材成效最尖端的科研平台。
他致力維持TEM的良好性能，且調控TEM相關器材的運
作時間，提升研究效率，為大學的科學及工程學研究提供
支援。他曾屢次成功修復科研儀器，指導研究生，為實驗
所使用者提供優質服務。

另外兩位獲獎者分別是校園設施管理處保安經理蔡文
魁與副校長執行助理盛亦華。兩人在科大工作近二十年，
前者曾帶領科大獲東九龍總區防止罪案辦公室頒發的二零
一零至一一年度最佳夥伴物業獎。

科大副校長（行政）黃玉山表示，大學要有卓越表現
，除了優秀的教研成果，管理、行政和支援服務。今次共
有二十八名非教學人員獲提名，遴選委員會選出十人進入
決賽，最終決定三名得獎者名單。

二零一一
年的十二月卅
一日，末日大
抵朋友輩中誰
都不末；可喜
也。

過年增歲
，不少人都想起孔老二在《論語為
政篇二》，有曰： 「吾十有五而志
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
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
從心所欲，不逾矩。」他似乎教人
由小學、升中學、以至進大學，俱

當沿着一個分階段式的歷程走，好
像每十年都有一量變的跳躍！驟聽
似乎跌出了時間連續的規限；其實
不然，那只是新願望、新指標的建
立，毋傷連續的宏首！

若要依孔氏的從心所欲而不逾
矩，我認為必要先定立一個規矩尺
寸，才敢放欲，否則此心雖放、而
實未放，怕逾矩也！因此，在此跨
年一刻，我要為未來豎標，（借友
輩咖啡銀髮組之所倡），新年大計
是：豎四免。

四免者：免翼、免役、免亦、

免疫是也！免翼很具象；不飄飄然
、再無如虎添翼之際會矣；要有自
知之明，若奢望越高、倘再振夢中
之翼，求乘風以馭勢，則不暴增跌
得越痛的機率則幾稀矣！從心所欲
者要成熟睇化點，最好就是對任何
挑逗、老僧入定，先要收起對翼。

第二是免役，勿句句當仁不讓
、義不容辭，十三億個讓與辭只會
把社會（人）才流漩渦化，怕自己
被扯進渦心而失援沒頂。役既屬責
，盡了役責就可以向國家、向祖宗
交代了，世界怎會有沒可取代的役
責呢？況且，風高浪急，有漩渦的
地方易捲垃圾，應該騰出機會清清
垃圾！duty‧

之後是免亦，八股文章千篇一
律，有人以為人生規範模式，也可

以八股硬套，退一位、正好是換一
位；因此，射暖陽則最宜借出這套
高火修煉得來的規範模式，作他山
石用。呵、呵呵，從心所欲的人，
萬萬不要妄信和眷戀這個亦可套用
的暖陽做法，必陷足而脫身無望，
則臨天光瀨尿矣。

最後是免疫，不要向疫區走，
疫者是不明來勢的壓力場、有 risk
的爭逐所也。這 「疫」和 「役、亦
」不同，此區的特徵是表面無浪、
內底裡卻有更激烈的變幻因子；從
心所欲者忌信放蕩的人生論調：
「一世人點都要試一次」，甚至寧

願 「不能留芳百世、也寧願遺臭萬
年」！切記要免疫！因為它是必敗
的一次挑戰之 「疫」呵！
作者電郵：（tsoww@tsoww.com）

被淡忘的2011教育人與事
沙 鷗
在2012年的第一個上課天，回望

2011年很有必要。本版今天刊出大公
報與教聯會合辦 「2011教師眼中的十
大教育新聞」，大致網羅受關注的學
界熱門消息。沙鷗也來湊熱鬧，想談
一些漸被淡忘的人和事。

神童、資優、尖子，近幾年屢屢高踞報章頭條以至頭
版。 「星之子」陳易希最受矚目，這個來自屯門普通學校
、中華基督教會譚李麗芬中學的小子，憑設計家居智能機
械人並躋身美國Intel大賽而成名，並於2006年憑相當普
通的會考成績，獲當年科技大學校長朱經武破格取錄，入
讀科大電子及計算機工程學系，經過五年打拚，他在去年
十一月畢業，並已開設軟件開發公司，走上發明家創業之
路。

緊隨其後的幾年，沈詩鈞和何凱琳，分別成為當時得
令的傳媒新焦點。年僅九歲的數理資優生沈詩鈞，在父親
多方努力下，獲浸會大學破格取錄，導師之一是時任教務
長唐創時。也是在去年，他以十五歲之齡，成為香港歷來
最年輕大學的本科兼碩士畢業生。短短六年，這個活潑好
動的小男孩，就變成一個成熟穩重壯如牛的青年。

另一方面，東華三院盧幹庭紀念中學的何凱琳，於○
七年以十四歲之齡，考取 「9優1良」會考佳績，使這所
元朗屋邨中學名震全港。何迅即獲中文大學醫學院拔尖，
成為本科先修生（特別本科生），也是醫學院最年輕學生
，一度師從腸胃科權威沈祖堯，而傳為學界佳話。也是在
去年，她經過四年摸索，發現志不在醫，經思考和諮詢師
長後，獲准轉修心理學，並由一年級從頭讀起。謹此祝願
她找到興趣所在，成為有為的心理學家，服務社會，造福
世界。

理大深造課程接受報名
【本報訊】香港理工大學二零一二至二零一三年度的

授課式深造課程正接受報名，校方定於本周六下午，於校
園舉行深造課程教育資訊日。

理大轄下的五所學院，即應用科學及紡織學院、建設
及環境學院、工程學院、醫療及社會科學院與人文學院，
將聯同設計學院、酒店及旅遊業管理學院，於資訊日舉行
約五十個課程資訊講座。詳見網上節目表www.polyu.edu.
hk/as/tpginfoday。報名程序則見理大網頁www.polyu.edu.
hk/study。查詢請電（852）23330600。

2011年全港中學生十大新聞選舉結果
名次

1

2

3

4

5

6

7

8

9

10

新聞標題

日本東北大地震引發核災難

蘋果公司喬布斯逝世 各界哀悼

佛山 「小悅悅事件」 見死不敢救？

美軍擊斃拉登 「基地」 揚言報復

溫州動車追撞慘劇 中國高鐵安全成疑

預算案改派六千元 引全港爭議

最低工資終實施 飯鐘計薪成爭議

日本核災恐慌 中港 「盲搶鹽」
外傭居港權案裁決 全港各界爭議

利比亞變天 卡扎菲被擊斃

得票

70788

66019

59920

58829

50081

49169

45327

42949

40587

39553

得票率

69.02%

64.37%

58.42%

57.36%

48.83%

47.94%

44.19%

41.88%

39.57%

38.56%

毋離毋離
科學科學

記者角記者角

【本報訊】本報與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合辦 「教師眼
中2011年十大教育新聞」選舉，盼藉回顧2011年教育新
聞，引起同工對教育時事的關注，一月二十日截止投票，
請在此日之前傳真回教聯會（2770 5442）。最先選中最
多的三十位同工可獲一百元書券和紀念品。

請從下列二十則 2011 年候選教育新聞中，選擇十則
你認為對本港教師較為重要的事件。
1.反殺校大聯盟 促停中學殺校風
2.爭取中小學教師學位比例至百分百
3.疲乏、泄氣、焦急及憤怒 三成教師不快樂
4.爭取增加大學資助學額至適齡人口30%
5.教育局就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 展開諮詢
6.北區小學欠417學額 教育界倡古洞建新小學
7.要求率先在官立和資助學校試行男士侍產假
8.譴責《爽報》不雅 教育界發起抗議行動
9.挑戰校本條例 教區終極敗訴
10.九成教師反對校本評核 團體建議校本自決採用
11.促當局盡快兌現承諾落實 「一校一行政主任」
12.首屆新高中九成教師要補課 86%教師倡刪減課程

內容
13.加大注資 「自資專上教育基金」 鼓勵終身學習
14.全港中一編班試改3年評估1次 紓緩小六生壓力
15.雙軌年準大學生倍增欠近萬學額 六十三內地大學

免試招文憑試港生
16.教育局局長患退伍軍人症 孫明揚堅持完成餘下任

期
17.學校聘請員工 須查性罪紀錄
18.偷拍裙底 老師自首判感化
19.幼教界請願 促訂立薪酬架構表
20.教育局加強規管直資學校
21.其他

如需了解有關候選新聞的背景資料，可瀏覽教聯網頁
www.hkfew.org.hk/news2011bg。查詢請電 2770 3918 江
先生。

雖然不少副學士
升學就業皆不易而被
謔稱為「倔頭進士」，
但中文大學教育學院

教授鍾宇平一項研究發現：副學位畢
業生工資高出中七生四成。他反問如
果副學位課程質素欠佳，何以每年都
有一兩萬學生修讀？又強調不應將副
學位定為大學本科的附屬。

鍾宇平接受本報專訪時表示，本
港於二○○○年推出兩年制副學士課
程，旨在十年之內將香港高等教育普
及率從三成升至六成。到二○○六年
，本港高等教育入學率已經達到百分
之六十五。一方面教資會資助的八所

學府每年提供一萬五千個大學學額，
二十餘年沒有寸進。另一方面，香港
大學專業進修學院、浸會大學持續教
育學院、東華學院等自資課程則如雨
後春筍般開辦。

副學士薪金高於中七生
「社會上對副學士很多批評，媒

體報道副學位畢業生搵工難、工資低
，無出路」。鍾宇平表示，報紙上的
個案或不假，但並非宏觀視角。他據
統計處九六年、○一年和○六年，共
三萬多名曾修讀副學位或文憑等本科
程度以下課程的畢業生，研究他們在
當年的平均薪酬和失業率。結果顯示

，副學位畢業生的收入，比中七生較
高。○六年兩者平均工資差距多至近
四成。

鍾宇平坦言，調查結果令 「自己
都好吃驚」，他認為，調查結果與當
前社會對副學位的整體評價大相逕庭
的原因在於，一方面媒體偏好一些
「刺激性」的個案；另一方面，副學

位當前的定位亦欠妥。 「很多人選擇
副學士，其實還是想以此為跳板，將
來可拿到本科文憑」，鍾宇平表示。
但副學位的急速膨脹和銜接課程的匱
乏，讓諸多抱有此種想法的學子願望
落空。現時大二的資助銜接學額不足
二千個，相對於每年二萬多名的副學
士畢業生堪稱杯水車薪。香港城市大
學近期更公布下學年要大幅削減八成
七自資銜接學位，由本學年的六百九
十二個減至只剩九十個。

報道偏激兼定位欠妥
鍾宇平認為，社會為想繼續讀本

科的專科畢業生留出口是 「社會的進
步」，但一些院校並不願意招收副學
位畢業生， 「說到底，還是對副學位
教育質素有質疑」。他說，政府最初
提倡副學位課程即借鑒美國社區大學
的經驗，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等名
牌大學考試很嚴格，於是在大三的時
候，就把淘汰而產生的學額作為銜接

學額提供給社區大學最優秀的學生，
但香港沒有這種機制」。他呼籲政府
加大對副學位課程質素的監管，不應
任由市場決定其存留。

談及政府決定自二○一二／一三
學年起逐步增加超過四千個公帑資助
的高年級學士銜接學額，鍾宇平表示
肯定，又補充銜接學額加至此已足夠
。因為 「副學位的定位不應該是學士
學位的附屬，或者一個連接本科學
位的通道，應該讓課程本身有吸引
力」。

鍾教授又說，目前副學位並未完
全發揮其辦學靈活的特色，因為社會
發展迅猛，對工種、能力的要求不斷
改變。教資會資助學位課程結構複雜
，改變不易，相應地自資課程的發展
空間更大， 「可以根據社會的需求，
開辦和刪減課程」。他舉例說，在當
前開設的副學位課程中，大部分與經
濟相關，但這些課程或許不如本科課
程有競爭力。工程技術類，尤其是對
動手能力要求比較強的專業，完全可
以用副學位的形式開設。

「健康的社會機制要鼓勵所有人
不斷努力，健康的教育機制要為社會
培養多樣化的人才」。鍾宇平說，非
學位課程設置的目的是為了給更多人
學習的機會，普及的是教育，並非學
位。

訪訪專

副學士不是本科附屬品副學士不是本科附屬品
──訪中大教育學院教授鍾宇平──訪中大教育學院教授鍾宇平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 成成 野野

學友社於去年十一月至十二月，
舉行 「第二十屆全港中學生十大新聞
選舉」。來自一百三十所中學約十萬
二千多名學生，在三十則候選新聞中
，票選他們心目中的二○一一年十大
新聞。去年日本東北大地震及所延伸
的核危機，得票率近七成，位列榜首
。蘋果公司創辦人喬布斯離世，亦為
近六成半的中學生關注，位居第二。
另外，近八萬四千名學生也選出了去
年的十大中國新聞。結果顯示，佛山
「小悅悅事件」、溫州動車事故及食

物安全等新聞，廣為學生關心。

學生較去年具國際視野
中學生十大新聞選舉籌委會成員

黎永忠表示，本屆結果反映學生較往
年更具國際視野。候選的三十則新聞

中，有八則屬於國際新聞，結果有四
則躋身十大。相較去年，只有海地大
地震一宗國際新聞能位列於十大，顯
示中學生的國際視野有所擴闊。

顯示通識教育有成效
籌委會成員徐梓傑補充，除了去

年國際大事迭起外，通識教育的推行
與本屆國際新聞高得票率現象不無關
係。二○○六年的十大榜首仍是關於
藝人偷拍的花邊新聞，但隨着通識教
育的推行，課程加入國際化單元，擴
闊學生的時事觸覺及國際視野，有可
能使他們對國際議題新聞更為關注。

但黎永忠指出，雖然學生國際視
野漸見擴闊，但只能流於以人物為中
心的國際新聞。十大當中的國際新聞
，有三宗是以人物──喬布斯、拉登

及卡扎菲為中心。相反，背景抽象及
議題較複雜的國際新聞，如歐債危機
、中東局勢等則只有不足四分一的學
生關注。籌委會建議，傳媒、智庫及
政黨可以嘗試由多角度報道及分析社
會時政，以支援學校通識教育，幫助
學生掌握更好的議題分析及組織能
力。

寧波公學中五學生饒穎怡認為，
受議題與事件影響的人數、影響的深
度與闊度及切身程度，是她衡量新聞
重票性的三大指標。

她亦表示，通識教師亦會與學
生討論時事背後的複雜概念，使學
生能具備能力繼續關注及研習相關
議題。

▲全港中學生選十大新聞，日本大地震居榜首 資料圖片

本報與教聯會合辦
教師選十大教育新聞

▲科大傑出服務獎得獎人張子健（右起）、蔡文魁
和盛亦華，與校長陳繁昌（左二）於頒獎禮上合照

戲言四免！
曹宏威

▶中大教授鍾
宇平調查發現
副學位 「有錢
途」

本報記者
成野攝

▶左起：黎永
忠、饒穎怡、
林庭峰、徐梓
傑、歐陽佩欣
合影

本報記者
蘇遠山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