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訊】記者黃穎雅報道：
「全國華羅庚金杯少年數學邀請賽
（香港賽區）頒獎典禮」 日前假觀
塘福建中學圓滿舉行。香港教育局
課程發展處總課程發展主任（資優
教育）陳沛田榮任主禮嘉賓，香港
浸會大學數學系數學理學士及數學
教學教育學士（榮譽）學位課程主
任邵慰慈、香港教育學院數學及資
訊科技系助理教授鄒澤安、俊昌行
服裝用品有限公司執行董事柯少奇
、培生教育出版亞洲有限公司教育
方案經理施君甜；華杯賽香港組委
會主席林建華、常務副主席黃鳴嬋
；中國燭光教育基金會副主席盧恩
成等領導、嘉賓出席頒獎禮。

「全國羅華羅庚金杯少年數學
邀請賽（香港賽區）」小學已進行
了十屆賽事，中學今年則是第八屆
。過去七屆香港學生參加全國總決
賽，累計獲得個人金牌 5 枚、7 枚
銀牌、銅牌30枚和團體最高第6名
的卓越成績， 「華杯賽香港組委會
」4 次榮獲 「優秀組織工作獎」。
今年全港中小學合共 204 所近 700
名學生參加比賽。頒獎禮上，分別
頒發 「中學一年級組」、 「小學高
年級組」、 「小學中年級組」的團
體獎項和個人獎項，以及 「優秀教
練員獎」、 「優秀輔導員獎」。

林建華在頒獎禮上致辭表示，獲
獎同學均是全國決賽（香港賽區）得
獎者，水準之高值得我們高興。 「華
杯賽」著重考核參賽者的解難能力，
期望同學透過參加比賽進一步認識中
國數學的發展，增加國民身份的認同
感，成為普及及提升香港中、小學生
數學能力及興趣之重要賽事。是次優
勝者將接受進一步培訓，選拔並代表
香港於今年8月13至16日赴澳門參加
「第4屆兩岸四地華羅庚金杯少年數

學精英賽」。
畢業於上海復旦大學數學系，

福建中學前任副校長及現任顧問黃
鳴嬋說，全國 「華杯賽」是為紀念
中國傑出數學家華羅庚教授而設的
一項數學比賽，一九八六年創辦第

一屆，今年為第十四屆。她說，十
年前香港很少數學比賽，福建中學
就以華羅庚之名於二○○二和二○
○三年主辦二屆 「香港華羅庚杯小
學數學邀請賽」，賽事主要由旅港
福建商會教育基金贊助，至二○○
四年與國內賽事接軌，並正式成立
「華杯賽香港組委會」，成為 「華

杯賽全國委員會」唯一承認的香港
賽區組織委員會。

榮獲小學高年級組一等獎及個
人獎冠軍、就讀優才（楊殷娣）書
院的黃日表示，華羅杯題目比 「奧
數」還要深，做練習遇上困難會找
同為參賽的哥哥黃旭幫忙，黃旭獲
得中學一年級組一等獎。喇沙書院
中一生于鎧瑋連續兩年參賽都分別
取得小學和中學組個人冠軍，他認
為只是 「幸運，題目啱我」而已，
「華羅杯」題目著重考學生思維、

數學邏輯和解難能力，多參加不同
比賽有助熟悉題目類型和解難方法
。拔萃女書院鄭慧中榮獲中學一年
級組個人季軍及一等獎，她認為參
賽者一定要對數學有興趣和盡力，
多做歷屆試題，就能熟能生巧回答
試題。

全國華羅庚金杯少年數學邀請賽
（香港賽區）頒獎典禮順利舉行

中學一年級組
團體獎項

冠 軍
亞 軍
優異獎

個人獎項
冠 軍：于鎧瑋 亞 軍：歐澤謙 季 軍：鄭慧中

小學高年級組
團體獎項

冠 軍
亞 軍
季 軍
優異獎

個人獎項
冠 軍：黃 日 亞 軍：廖焯瀅 季 軍：曾朗喬

小學中年級組
團體獎項

冠 軍
亞 軍
季 軍

個人獎項
冠 軍：李 雲 鄭禧泓（並列） 季 軍：蔡梓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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喇沙書院
英華書院 保良局百周年李兆忠紀念中學
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聖公會嘉福榮真小學
聖方濟各英文小學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浸信會沙田圍呂明才小學

喇沙小學
將軍澳天主教小學
英華聖公會嘉福榮真小學小學

全羅華羅庚金杯少年數學邀請賽香港賽區部分得獎者

▲喇沙書院榮獲中
學一年級組團體冠軍，
與盧恩成副主席合照

（本報攝）▲林建華主席向
頒獎典禮主禮嘉賓
──教育局陳沛田
總課程發展主任致
送紀念品

華杯賽香港組委會成員與主禮嘉賓大合照(本報攝)

▲廖焯瑩（右）代表聖
公會嘉福榮真小學領取
小學高年級組團體冠軍

（本報攝）

▲小學高年級組一等
獎得主和黃鳴嬋（右一）
合照 （本報攝）

針對香港學制改革引發社會關注十萬
畢業生的出路問題，特別是七萬首屆文憑
試考生如何規劃未來，香港教育局與輔導
教師協會聯手推出 「e導航」 全新網頁及
智能手機應用程式（APP），協助這批不
足十八歲的中學畢業生，按興趣和預期成
績，在本地院校提供的三千個課程中找到
適合自己的課程。

本報實習記者 黃雯怡

按興趣成績搜索 三千課程任選

中大2生入選亞太領袖計劃

教局推APP助應屆生選校

香江有幸埋忠骨，中華薪傳澤眾生。中華書局創辦
人陸費逵，使書業在香港開枝散葉，繁茂至今，卻不幸
以五十五歲之齡長眠於此。在中華書局創辦一百年之際
，來自北京和香港的 「中華」高層一行十幾人，昨日來
到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奉清香，進花果，祭奠這位文
化、教育和出版家， 「立功立德，立言鏗鏘」。

北京中華總經理李岩誦讀祭文。曰：於戲（嗚呼）
先生，系出桐鄉。民國肇造，創局贊襄。教材革命，事
董華商。書業進步，念兹不忘。八大雜誌，啟智興邦。
四部備要，行地無疆。辭海流布，紙貴洛陽。九龍設廠
，助援國防。渝州參政，鴻範就將。素志未伸，客死香
江。嗚呼先生，死而不亡。

陸費逵祖籍浙江桐鄉，二十來歲就創立新學界書店
。在民國建政的一九一二年一月，他在上海創立中華書
局，在其策劃下，中華的新編教科書伴隨中華民國的誕
生而問世，從初等小學、高等小學、教授書以至中學師
範用書等，成為推翻滿清王朝後第一套適合共和政體的
教科書，立時風行全國，從此奠定了 「中華」在近代中
國出版界的地位。直至 「七七事變」前，中華書局分支
機構超過四十處。

陸費逵更拓展中華版圖，先後開設新加坡、香港、
台灣分局。中華書局香港印刷廠，更是雄視遠東。抗戰
爆發後，他在香港成立總辦事處，善用先進的印刷機器
印製中小學教科書與刊物，香港中華成為動盪的三四十
年代國內書業的最大供應來源，也令香港成為中華書局
發展史上的重要地標。

文化巨匠 廣受景仰
一九四一年七月九日，不知疲倦地為書業、革命和

教育奮鬥的陸費逵，不幸在香港病逝，享年五十五歲。
香港各界二千餘人同聲哀悼這位早逝的文化巨匠。時任
商務印書館總經理的王雲五撰文推崇，國民政府通令「應
予明令褒揚，用資矜式」，中共領袖周恩來、董必武致哀唁
電。陸費逵逝世半年後，香港也淪陷於日寇。兵荒馬亂
，中華書局遍歷滄桑。直至一九九六年，京港台星四地
的中華書局代表終於找到他的墓地並為其立碑。

今年，在中國這家歷史最悠久出版社的百歲華誕之
日，京港的兩地高層，包括北京中華的黃松、尹濤，香
港中華的趙東曉、陳超英，還有 「中華」所屬香港聯合
出版集團副總經理謝力清，聚首香江，緬懷先賢。

香港中華書局總編輯李占領表示，展望 「中華」新
百年，希望重振台灣和新加坡的中華書局出版事業，讓
京港台星的 「中華」再創輝煌。今天傍晚，中華書局百
周年慶祝酒會將在銅鑼灣世貿中心舉行。

二〇一二年五月十八日 星期五A12教育責任編輯：潘婷婷

【本報訊】實習記者黃雯
怡報道：臨近畢業季節，多數
人忙於找工作，有人卻另闢蹊
徑。香港中文大學碩士生楊亞

楠、陳宗堯，經過多輪面試，獲得前往夏威夷 「東西
方中心」，參加為期五個月的 「亞太領袖計劃」的機
會。兩人更成功申獲總值二十萬的 「鄭明訓東西方中
心領袖獎學金」。

「東西方中心」是美國一所非牟利教育科研機構
， 「亞太領袖計劃」是其核心項目。該計劃通過每年
在亞太不同國家地區選拔優秀人才，提供五個月的培
訓和前往發展中地區實習四個月的機會。今年入選的
三十八名精英中，三名來自香港，中大獨佔其二。

獲總值20萬獎學金
楊亞楠今年即將完成碩士課程，期望將來投身

NGO工作。本科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的她，原本於上
海一會計師樓工作。兩年前，為追求服務社會的理想

，她放棄高薪，申請入讀中大社會工作專業。
楊亞楠的這一選擇，與少時生活經驗有關。出生

於河南的她，小時候被父母送往上海讀書，因沒有當
地戶口，飽受不公平待遇。 「比如轉學時被迫留級，
學費比本地學生高，升大學也差點被遣返原籍參加高
考。」這些不愉快的經歷，使她對 「打工子弟」的苦
況感同身受，更因此在上海 「打工子弟愛心會」實習
，從此與社會工作結緣。

楊亞楠坦言此次能夠入選亞太領袖計劃並獲得獎
學金，勝在自己目標清晰，對社工事業充滿熱情。
「這個program（項目）的理念和我很契合，就是幫助

弱勢群體，用自己的力量，改變世界。」她希望能通
過該項目，了解各地NGO的運作，將來回到內地，從
事幫助城市流動兒童的社會工作。

另一入選學生陳宗堯，本科畢業於中大經濟系，
後升讀公共政策碩士。他期待通過此次項目，了解不
同國家政策和人們看法的差異， 「希望將來能夠進入
政府工作，對香港政策制定做出貢獻。」

【本報訊】香港浸會大學工商管理學院明天舉辦學
士學位課程資訊日，應屆高考、文憑試考生和家長均可
到場了解其會計學、中國商貿學、財務學、人力資源管
理學等課程。資訊日明天上午十時至下午四時，於浸大
逸夫校園（新校）永隆銀行商學大樓、李作權大道舉行
。查詢：三四一一五五五七。

浸大工商學院明辦資訊日

【本報訊】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昨日出席
匡智會聯校畢業禮，致辭表示匡智開辦十三
間智障兒童學校，取錄學童佔全港智障兒童
學校總學額三成多。政府一直重視特殊學校
發展，並會因應特殊學校的實際情況而推行
適切政策和措施，近期措施包括在特殊學校
開辦新高中課程、推行學生延長學習年期的
改善措施，以及逐步進行改善學校設施的工
程。

曾俊華說，每個孩子各有潛力，無論來
自任何家庭背景、生於什麼時代、擁有什麼
先天條件，只要有適切的教育，所有孩子都
可以發展所長、貢獻社會，做個自強不息和
有承擔的人，希望匡智會繼續與政府緊密合
作，為智障學童提供優質的教育。

【本報訊】記者劉家莉報道：首屆中學文憑試
七月放榜，不少考生選擇海外升學。香港專業進修
學校九月將開辦一年制 「國際基礎文憑」課程，提
供九十個學額，成績稍遜學生修畢課程後，可銜接
入讀英國兩所三年制大學一年級課程。換言之，仍
可與直升本地大學的同學同步於二○一六年畢業。

港專校長陳卓禧指出，成績稍遜的文憑試學生
，可修讀 「國際基礎文憑」課程，為銜接英國大學
課程作好準備，簡稱 「一加三」升學。修畢一年課
程後，學生可升 MIDDLESEX UNIVERSITY（密
德薩斯大學）及 University of Sunderland（桑德蘭
大學），但須視乎該校學額。校方正與美、英及加
拿大等其他院校積極商討，以爭取畢業生銜接更多
海外院校。

陳卓禧稱，收生條件須考獲文憑五科二級，包
括英文，校方會安排面試。課程合共三十個學分，
學費三萬四千元，由於課程毋須經評審，故學生只
可申請免入息審查貸款，亦可透過持續進修基金
（CEF）發還最多一萬元學費。

截至今年一月，英國大學及院校招生事務處
（UCAS）數字顯示，本學年約有五千名學生報讀
英國大學，較去年同期升逾三成。

另一方面，港專一二／一三學年將開辦高級文
憑、專科文憑及新毅進文憑課程，合共提供約三千
個學額，校方正在市區物色多一個分校選址，擬
租整棟大廈，預計容納多一千名學生，有信心九
月開課前啟用，陳卓禧盼再獲教育局批出空置校
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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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最低
12
7

16
15
10
25

最高
34
35
31
21
18
24
18
22
16
17
14
17
14

最高
29
23
26
31
26
32

特稿

體驗關懷弱勢 港三人入圍

中華書局百年禮中華書局百年禮
京港齊祭陸費逵京港齊祭陸費逵

本報記者 呂少群

▲曾俊華（右）頒發畢業證書予畢業同
學

中學文憑試今年首次舉辦，考生對成績預估和報
考都無往績可循。為此，教育局早前推出 「報名實戰
場」─ 「專上課程電子預先報名平台」（E-APP
），方便考生選校，昨天又宣布推出 「放榜預熱器」
─ 「e導航」，提供 「一站式」搜尋服務。

教育局總課程發展主任葉蔭聰表示，通過 「e導
航」可搜尋大學聯合招生辦法（JUPAS）、經評審專
上課程資料網（iPASS），以及資歷名冊（QR）逾
三千個課程的資料，所有課程資料均來自現有官方的
公開網站，學生亦可以登入相關網頁連結，瀏覽個別
課程的詳細資料。學生也可輸入預期或真實的中學文
憑試成績搜尋合適的課程，參考制定理想升學計劃及
後備方案，同時以 「e導航」存儲心儀課程的資料，
並轉發給親友和老師諮詢意見。

方便了解最新資訊
葉蔭聰指出， 「e導航」的優點是能方便考生了

解院校、考評局的最新資訊， 「比如放榜日後，各院
校會發布很多新信息，考生無需在現場，就可以直接
通過手機了解最新情況」。

不過，專門讓取得四科二級（中學文憑試最低及
格成績）的考生修讀的毅進文憑課程，並未包括在
「e導航」內，葉蔭聰解釋毅進文憑剛獲立法會批款

， 「e導航」系統目前未及更新。考生可於資料更新
後，及時下載，以便獲得新毅進文憑課程資料。

資料顯示，教育局其實早在今年二月已預先發
放 「e 導航」網頁版，目前訪問量逾萬。葉蔭聰稱
，早先考生忙於應付文憑試這場大仗，可能對此缺
乏關注，希望是次通過發布手機版吸引更多考生
使用。

保良局胡忠中學中六輔導教師胡繼昌認為，手機
版推出能符合時下學生愛用智能手機的習慣，相信會
為考生選擇課程提供便利。

教育局會於五月中旬將相關宣傳資料郵寄予學校
。詳情可瀏覽 「e導航」的網頁http://eNavigator.edb.
hkedcity.net

港專開辦國際基礎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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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推智能
手 機 應 用 程 式
「e 導航 」 ，圖
為教育局總課程
發展主任葉蔭榮
（中），香港輔
導教師協會主席
何玉芬（左），
香港教育城有限
公司行政總監余
孟（右）

本報攝

▶入選 「亞太
領袖計劃」 的
中大碩士生陳
宗堯（左）、
楊亞楠（右）

▲▶（上圖，左起）
北京中華副總經理黃
松、總經理李岩、香
港中華總經理趙東曉
等一同祭奠創辦人陸
費逵
本報記者 呂少群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