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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三志願比率不足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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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潮陽同鄉會通告
茲定期本年六月十九日（星期二）下午五時三十分在本會

會所（香港上環永樂街157-163號豐樂大廈3字樓）召開本會
本年度會員大會，通過2011年─2012年度審核財務報告書、
聘請2012年─2013年度核數師暨選舉第廿四屆會董等事項。
除分函外，特此通告，敬請依時出席為荷。

此致
列位會員 先生／女士

香港潮陽同鄉會
會 長 陳智文
副會長 馬清楠 廖鐵城 陳振彬

周厚立 李焯麟
二零一二年六月一日

梁淑貞詐騙家長罪成
【本報訊】基督教臻美黃乾亨小學暨初中學校前校監梁

淑貞，涉嫌詐騙家長借出四十五萬元案昨日在區域法院宣判
。梁淑貞被裁定其中一項欺詐罪成，案件押後至下月十四日
判刑，被告還押候判。法官指案情嚴重，涉款龐大，傾向判
處被告入獄，現階段只考慮刑期之長短。

梁淑貞被控於○七年四至六月，就臻美與弘爵國際學校
合併需購買校舍，以及向弘爵退校學生贖回債權證的事宜，
分別向兩名家長欺騙二十五萬元及二十萬元，被控兩項詐騙
罪。法官認為被詐騙二十萬元的家長證供可信，相信當時被
告有向他表示這些錢是借來購買弘爵債券。法官又質疑梁打
算一邊審訊，一邊編造答案，不信納她的供詞，裁定這項罪
名成立。控方申請賠償令，梁需賠償二十萬元。至於另一項
涉嫌詐騙家長借出二十五萬元購買校舍的罪名，由於法官質
疑有關家長的記憶力，連部分重要字眼都不記得，所以這項
罪名不成立。

【本報訊】記者潘婷婷報道：考評局計劃明年
不再編制練習卷的消息令學界擔憂。有調查發現，
超過八成受訪高中教師支持考評局再提供練習卷，
逾七成更認為所有科目都需要練習卷。教聯會促請
當局傾聽學界意見，假若考評局因經費所限而不能
編制練習題，建議考慮用者自付原則。

教聯會5月中以問卷形式，訪問五百二十九位
來自全港中學的中五教師，了解他們對是否提供練
習卷的看法。結果顯示，百分之八十二的受訪教師

支持考評局來屆再提供練習卷，百分之七十的教師
認為，所有的科目都需要提供練習卷，對於提供練
習卷的時間，百分之四十三的教師認為應該維持在
來年的一月，近三分一教師則認為校內畢業試卷及
考評局練習卷都應該採用。

教聯會副主席鄧飛指出，考評局假若是因為公
帑有限，出卷成本和印刷成本太大而不出練習卷，
可以考慮照樣出卷，但不派發實體卷，可上載電子
版本，由學校及學生選擇是否印刷，讓學校或考生
承擔部分費用。另一副主席胡少偉亦稱，大部分中
學教師不會因為沒有練習卷而教不了學生，但考評
局練習卷可以幫助教師和學生了解文憑試的模式，
新科目的實行更是需要練習卷的支援。

考評局回應，明年參與文憑試的考生會有三套
試題作參考，包括 09 年出版的樣本試卷、今年 1
月出版的練習卷及 2012 年文憑試的試卷，相信教
師與學生透過這些參考資料，可大致了解文憑試的
模式及要求，因此明年不會再就文憑試所有科目製
作練習卷，但通識教育科會再作檢討。

明愛職訓局獲批私大用地
【本報訊】配合政府推出多幅用地供院校興建私立大學

，教育局昨宣布批出將軍澳用地予明愛專上學院，以及柴灣
土地予職業訓練局。明愛專上學院校長關清平表示，將軍澳
地皮毗鄰現時校舍，有助開辦更多自資學位課程，料新校舍
可容納三千人，長遠以邁向天主教大學為目標。

教育局去年十一月推出柴灣及將軍澳的土地供院校競投
，吸引三間大學申請，包括明德學院、明愛專上學院，職訓
局則 「大包圍」同時申請兩幅用地。將軍澳第七十三B用地
則位處港鐵調景嶺站旁，可發展樓面面積為三萬平方米，獲
批土地的明愛校長關清平表示，新校舍料容納三千至三千二
人，並設有醫療相關課程的實驗室。該校去年九月剛開設首
個工商管理學士課程，現正計劃一三年再新增學士學位課程
，日後將開辦中、英文及雙語等課程。

至於未能奪得柴灣用地的明德學院，發言人相信是次審
批結果不會影響學院的長遠發展，對未來另覓合適的永久校
舍仍然樂觀。按明德學院既定的發展藍圖，辦學初年將會使
用位於薄扶林的臨時校舍，學院相信結合香港大學的設施配
套，將可為同學提供合適學習環境。

【本報訊】實習記者劉思岐報道：香港教育學院
昨日公布 「2011 年度畢業生就業調查」，顯示該校
畢業生獲聘率雖達九成二，卻仍比零七年下降六個百
分點，而進修比例則提升半成。受訪的學位教師教育
文憑課程畢業生的平均月薪由 2010 年的約一萬八千
港元躍升至約二萬元，反映 「錢」途可喜。對於新學
年教師需求下降，教院依舊樂觀，稱已做好準備。

平均月薪約二萬元
2011 年度教院畢業生就業調查顯示，約九成八

受訪者（包括學士畢業生和學位教師教育文憑畢業生）
均已經獲聘或選擇繼續進修，受聘者百分之九十二從
事教育行業，百分之七點三選擇在政府或工商團體等
組織工作。受聘者平均月薪有所提升，學士畢業生平
均月薪為一萬九千五百三十五元，較前年的一萬八千
二百元上升七個百分點；學位教師教育文憑畢業生的
平均薪酬亦由一萬八千六百三十六元，躍升至二萬零
六百元。教院學生事務長曾葉發表示 「本次教院畢業

生的就業情況理想，凸顯教院課程的素質和認受性」。
不過，學界質疑 「雙班年」後中學老師需求量會

減少，何以教院對其畢業生就業情況深表樂觀，曾葉
發解釋， 「『雙班年』學制改革已計劃多年，教育局
已做好部署，教院亦做好了就業支援，如指導學生撰
寫求職信及個人履歷，將學生的教育理念更好表達；
開展模擬面試工作坊，請業界專家擔任評委； 『實習
計劃』亦會令學生到內地、英國、德國等地方實習，
增長經驗』。」

教院協理副校長鄭美紅補充， 「隨着教院首屆非
教育領域學科畢業生明年投入人力市場，本校畢業生
出路將更加多元化，從事其他界別的比例將不斷上升
。根據 「Education Plus」計劃，今年非教育學科將
會升至四個，超過七千七百名學生報讀，日後非教育
領域就業會更加理想。」

對未來教師需求樂觀
教院應屆畢業生賈韻坦承 「在求職時還是會緊張

，怕搵不到中學老師的工作。
於是做兩手準備，若是搵不到

工，都可以繼續進修提升自己」。
對此，學界關注到教院畢業生的就業率連年下跌

，進修率則一直攀升，是否學生都找
不到工作才去進修？教院學生事務處
處長方永豪回應： 「學生選擇進修，
多為充實自己，未來獲得更好的出路
。」

教院強調，很多中小學要在五月
三十一日後才可確定所需教師數目，
所以統計結果可能有所變動。已受聘
為小學教師的歐陽詠恩表示， 「自申
請到獲聘，大致要經兩至三次面試，
競爭十分激烈。感謝校方給予的支持
，一封好的求職信，到題的履歷表，
真是求職的不二法門」。

教院2011就業調查
專業類別

幼兒教育

小學

中學

語文

理科

總計

資料來源：香港教育學院

受聘人數

76

166

66

190

16

514

受聘率

93.8

96

100

86.4

94.1

92.3

【本報記者王一梅深圳三十一日電】
文錦渡出入境邊防檢查站和羅湖區婦聯、
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今日簽署《服務深港
跨境學童協作協議》，為深港跨境學童獻
上 「六一」國際兒童節禮物。今後，文錦
渡邊檢站實施跨境學童免下車服務、通關
信息提前預報、香港學校校長交流聯絡等
機制，將出入境服務從口岸內延伸到口岸
外。

正封閉改造的文錦渡口岸，目前每日仍
有跨境學童客車20餘輛次、學童750餘人

次往返，低齡學童為數不少。文錦渡出入
境邊防檢查站政委劉偉權介紹，文錦渡邊
檢站將一條貨車通道在學童集中出境時段
設為學童客車專用通道，待學童客車全部
出境後，再恢復該通道查驗貨車的功能，
避免客貨車混行，保證了校車通關的安全
、快捷。另一個是 「異地上下車」服務，
文錦渡邊檢站將學童客車上落點從口岸大
門遷移至口岸附近的文錦渡粵運汽車站，
解決了口岸入口擁堵和學童上下車存在安
全隱患的雙重問題。

教院畢業生就業率九成二

教育局昨公布，今年有二萬四千多名學童參加小
一統一派位，當中一萬七千七百多名獲派首三志願，
滿意率約百分之七十二點七。連同於去年底透過自行
派位而獲得學位的二萬多名學童，兩個派位階段的整
體滿意率約八成半。資料顯示，近年小一統一派位滿
意率持續下降，自二○○九年起，滿意率跌破八成，
今年更不足七成三。（見表）

料 「叩門」 競爭激烈
北區小學校長會執委陳紹鴻分析，適齡學童人數

回升，加上跨境學童有增無減，導致滿意率下跌。他
指出，小一統一派位周六揭盅，北區學額不足問題亦
隨即 「爆煲」，相信上水區的首三志願成功率將進一
步拉低，料遠低於整體的七成三。

即使教育局容許學校用 「叩門位」再多收兩名學
生，料仍有約二百名原居於北區的學生，會被迫跨區
到大埔等地上學。他相信，大批不滿意派位結果的家
長放榜後湧到各間學校 「叩門」，該校去年收到二百
多份 「叩門」申請，料今年叩門人數將會大增。

教育局提醒家長，須在本周六或本周日攜帶 「小
一入學申請表」或 「選擇學校表格」到所屬統一派位
中心查詢結果，各家長並須於下周二或下周三前往獲
派學校辦理入學手續。若因要事未能辦理，須預先與
學校聯絡，否則被視作放棄學位。此外，若家長將

「小一註冊證」交給校方，學位一經分派，將不會再
作更改。

另一方面，過往有家長不惜以假地址報讀九龍城
名校網小學或其他心儀小學，教育局發言人指出，截
至五月底，二○一二年度證明屬實的虛報住址個案共
有八宗，去年同樣發現八宗同類個案。

二○一二年度小一統一派位明日放榜
，在適齡學童回升及大批跨境學童來港夾
擊下，滿意率創九年新低。新學年獲派首
三志願比率不足七成三，較去年下降約五
個百分點，預料大批失望家長隨即前往心
儀學校 「叩門」 ， 「叩門」 競爭將更趨激
烈。

本報記者 劉家莉

「醫者父母心」
，不應該是童話，而
必須是追求。合計服

務中文大學足足六十年的霍泰輝、馮國培
，把這樣的信念，落實於每天的教學以至
臨床活動上。在他們看來，醫德比醫術重
要，明瞭並關懷病人所需所憂相當要緊，
時下醫生急需補這門課！

憶起八十年代中大醫學院草創時期的
歲月，霍、馮兩位醫學教授感觸不已。不
說由馬料水跑往九龍聯合醫院臨床的奔波
，改裝貨櫃箱做教室的侷促，剛由港大醫
學院跳槽過來的霍泰輝，專攻新生嬰兒病
症，隔晚就要留宿醫院當值。 「日子是苦
，幸好大家鬥志高昂。」再者，中大醫學
院堪稱五湖四海，武當、峨嵋、崑崙以至
華山派各擅勝場，上下一心，屢創佳績，
進而同號稱 「少林寺」的港大醫學院分庭
抗禮。

八十年代前，香港不太重視新生嬰兒
救治，廿餘周的早產兒幾無存活機會。中
大威爾斯醫院成立了新生嬰兒深切治療部
， 「廿四廿五周多可存活，廿八周大部分
無問題。」最令霍泰輝等振奮的是，該治

療部第一個獲政府承認兼規模冠全港，有百多名護士，一般
醫院僅得十幾個，病床幾張。中大也積極參與肝移植，奈何
屍肝不足，活肝罕有，結果政府集中於港大瑪麗醫院， 「這
是痛苦的決定，對錯由歷史決定。」

說起痛苦，○三年沙士一疫奪走多名醫護性命是港人的
痛苦回憶，當時出任中大聯合書院院長第二年的馮國培尤其
傷感。 「她是聯合畢業生，本來休假準備外遊，相比內地台
灣部分同工的爬牆逃跑，她主動回屯門醫院參與診治，不幸
身故。我們後來種了棵英雄樹，紀念這位香港女兒。」環顧
今天全港公立醫院的駐診醫生，大部分是中大醫科生，日以
繼夜，夜以繼日，任勞任怨，馮國培為其醫德而欣慰。

但中大醫學院院長霍泰輝憂慮，時下公立醫院急症室鬧
醫護荒，工作忙人手少，更嚴重的新一代醫科生雖然比上一
代更聰明，精於打機卻弱於抗逆。 「我不擔心他們的醫術技
巧，反而憂慮其EQ。犯錯了家庭、學校不責罵，但醫院病
人一投訴可是不客氣的，那麼……」隔一段時間傳來醫科生
抑鬱自殺，最令馮國培傷感。

醫病 更要醫心
將於明年升任中大副校長的霍泰輝表明，除了醫病，更

要醫心，兒童健康更須優先關注， 「肥胖，不良習慣，心理
和學障問題。」他說，中大醫學院將參與醫管局啟德兒童醫
院的運作。

中大近日頒發 2011 年度長期服務獎，校長沈祖堯親自
向霍泰輝、馮國培和中大邵逸夫堂堂務助理李婉芬等五十六
人頒獎。說起來，霍泰輝當年原來是沈祖堯在中大醫學院的
導師哩。

小一統一派位情況

2012年度

2011年度

2010年度

2009年度

2008年度

2007年度

2006年度

2005年度

2004年度

2003年度

資料來源：教育局

參加人數

24,352

22,003

20,848

20,978

20,794

21,644

25,064

23,180

25,751

29,590

首三志願

17,701

17,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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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0

20,229

21,912

滿意率

72.7%

77.3%

79%

79.1%

81.7%

82%

78.9%

82.6%

78.6%

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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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服務中大三十五載的馮國培、李婉芬，與服
務廿五年的霍泰輝，都成了中大老臣子

本報記者 呂少群攝

逾8成教師支持出練習卷

跨境學童文錦渡免下車

◀教聯會公布教師對考評局停止出練習卷的調
查結果，（左起）教聯會副主席鄧飛、副主席
胡少偉、副秘書長馮劍騰

本報記者潘婷婷攝

▲教育學院受聘畢業生代表（左至右）黃俊彥、
歐陽詠恩、賈韻 實習記者劉思岐攝

▲二○一二年度小一統一派位明日放榜，新學年
獲派首三志願比率不足七成三，較去年下降約五
個百分點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