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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設文憑試輔導熱線
【本報訊】首屆中學文憑試下周五放榜，聖公會將於七

月十九日至二十三日設立輔導熱線（考生線：八二○三九○
七○、家長線八二○三九○七一），青年協會則特設
「DSE@27771112」熱線電話，學友社的熱線為二五○三三

三九九。

港大屬院舉行資訊日
【本報訊】香港大學附屬學院將於七月二十日及廿二

日舉行資訊日並進行第一階段即場招生（中六文憑試考生
）；第二階段將於八月十七至十九日進行。中七高考生第
二階段的即場招生則在七月廿六及廿八日舉行。查詢可致
電3416 6338。

另外，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保良局社區書院即日起
至八月即場報名及考試。該校亦於七月廿日及廿一日分別
舉行五場專題講座，詳情可瀏覽 http://www.hkuspace-plk.
hku.hk/cht/news/detail/walk-in-admission-seminars；查詢可
致電3923 7000。

小啟：今天稿擠， 「大學雙班年的挑戰」 教育
沙龍系列報道暫停，敬請讀者留意。

──編者

學者關於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的回應
外間質疑
是直接使用的教材
只有正面內容
迴避敏感問題
涉及政黨宣傳
「中國模式」是「中國式叫法」
部分用詞偏頗
未經過正規招標程序
學校必須使用該手冊

國民教育服務中心解釋
只是供教師參考的資料
設專門章節「反思中國模式」包括毒奶粉、貪腐均有提及
此冊僅作當代「中國模式」的專門探討
整本未提及中國的政黨
源自美國經濟學者
教師可以從多方面補充資料，允許探討是核心價值
發出五份標書，包括明報、星島、經濟日報，僅浸會大學回應
學校完全有自主選擇教材的權利

【本報訊】記者于敏霞報道：上周
三，歐洲核子研究組織（CERN）主要
研究團隊緊湊渺子（muon）線圈實驗
（CMS）及 ATLAS 宣布可能發現了俗
稱 「上帝粒子」的希格斯粒子，使人類
理解宇宙起源向前邁進一大步；自去年
起，中大物理系選派本科生參加為期八
周的CERN暑期實習計劃。

2011 年參加該計劃的郭家希、梁
乘宙昨天與媒體分享他們的體會。梁乘
宙在CERN的工作為製作CMS探測器
上陰極條感應器部件，他說 「從小對天
文感興趣，疑惑世界萬物從何而來」，
「有機會與各國科研人員一起研究，機

會很難得」。
在世界最大粒子加速器大型強子對

撞機 2008 建成開始運行，郭家希就很
感興趣，每天都留意新聞，大學二年級
物理系一有計劃即刻報名， 「能參與非

常幸運」；他在 CERN 主要分析 CMS
探測器取得的大量數據， 「在超過
1000兆次的質子對撞中，只有9次可能
發現上帝粒子衰變成電子及渺子對的事
件」。兩人均選擇在中大讀研究生課程
並繼續從事在CMS的研究。

中大物理系教授朱明中介紹，現在
有兩名本科生正在 CERN 實習。學生
研究費用需四萬元，來自 CERN 及中
大資助。參與此活動雖很辛苦很難，但
「多元化的研究環境，利於交流，亦使

學生開放思想，拓展視野，在態度及與
人交往方面得到培養」，他亦呼籲 「香
港有地、有錢、有人才，但需要政府在
政策方面的大力支持」。

今天，中大與 CERN 將簽署長期
合作協議，為中大研究生及科學家提供
參與粒子物理實驗的平台。

【本報訊】記者潘婷婷報道：以
電話詢問市民對本地大學印象分的
「香港最佳大學排名榜」又出爐。
「一哥」香港大學連續14 年奪冠。中

文大學校長沈祖堯則蟬聯 「最佳校長
」稱號。此外，本港僱主最願意聘請
港大、中大、理大畢業生，科技大學
跌出前三名。

沈祖堯蟬聯最佳校長
香港專業教育網聯合港大民意研

究計劃每年一度調查香港最佳大學排
名，今年 5 月底訪問 1203 位 18 歲以上
市民，包括 240 位企業僱主，並根據
各大學收生成績、研究成功申請率與
撥款額、研究作品成果表現、師生人

數比例及藏書量數據而評分。
比較 2011 年，今年排名次序穩定

，港大再佔鰲頭，贏得14 年連冠，其
後是中大、科大、理工大學。科大研
究經費申請成功率45.4%，比去年上升
5%，拋離成功率 34.2%的港大，但港
大因研究撥款總數超科大，整體研究
能力仍居首，科大居第二，中大第三
。今年香港教育學院表現出色，除在
綜合排名上超越嶺南大學而排第 7 位
，研究項目申請的成功率亦由去年的
16%大幅上升至28.6%。

中大雖在大學排名上常居第二，
但校長沈祖堯在今年的校長排名民意
榜上維持去年上任即雄踞榜首的氣勢
，力壓港大校長徐立之，再居冠軍席
位，科大校長陳繁昌則排第三。樹仁
大學校長鍾期榮則佔據校長排名民意
榜第四位。

專業教育網總編輯時美珍稱，今
年中大被爆出有高層牽連入性騷擾事
件，但沈祖堯排名仍未受醜聞影響，
可見其對事件的處理，能讓大部分的
公眾接受，但是港大校長徐立之相信
受去年校園保安事件影響，未能超越
沈祖堯。

公眾在過去幾年均認為大學畢業
生最缺乏的能力是工作態度，包括認
真、熱心、勤奮、盡責，今年調查結

果亦是如此，但是認為畢業生缺乏
「待人接物態度」的人數呈大幅上升

趨勢。
另外，調查還指出中學校長最期

望新一屆特區政府實行的教育政策是
「增加投放教育開支」，其次是期望
「停止或減少殺校」。專業教育網還

委託新浪網進行內地學生留學意向的
調查，結果發現香港因高水準的大學
，合理的學費及良好的人才政策，一
躍成為內地學生留學首選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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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

中大沈祖堯

港大徐立之

科大陳繁昌

樹仁鍾期榮

理大唐偉章

教院張炳良

浸大陳新滋

城大郭位

嶺大陳玉樹

公大梁智仁

東華學院設心理學課程
【本報訊】記者成野報道：東華學院新學年將開設四年

制應用心理學課程，並於山東街校區增設心理質素調查中心
，預計年底投入使用。校方又為吸引雙班年的好生源而設立
五百萬獎學金。

東華趁學制改革將開設側重引導正向情緒的應用心理學
課程，成立大專界首個心理素質研究中心，將每年發布本港
市民心理狀態調查。

東華應用心理學課程候任主任萬家輝介紹，該課程旨在
為當代人補充 「正能量」。學生畢業後可從事企業培訓導師
，社區心理輔導人員等工作。

萬家輝又說， 「在全國兩百城市中，香港GDP排前列
，居民幸福指數卻幾近末尾」。常感 「不高興」已成為普遍
社會現象。這一代年輕人更是缺少拚搏精神。他曾接觸一位
應屆畢業的新員工， 「她入職的那天上午，我才剛剛看完兩
個病人，她就不辭而別了，電話不接，也沒有任何解釋」。

應用心理學課程由一百二十個學分的課程，和十八個學
分的企業協作計劃組成，在企業協作計劃中，學生將有整個
學期的時間赴公司實習。導師會就工作中出現的問題給予心
理輔導和探討，讓學生結合自身經歷去學習。例如有學生長
期遲到。亦有學生心理狀況不佳，遇到小事情就情緒崩潰。
「我們可以在心理上幫助學生去面對和矯正」。

心理質素調查中心將每年對港人進行全面的心理調查。
萬家輝說，在歐美的同類調查中，這些參數具體到婚姻時間
的長短、對環境的認可。該課程的每位學生亦將自己設計調
查，參與中心工作。

另外，雙班年將至，生源爆棚，東華學院已收到四千六
百份申請，新學年預計收生一千人，四成為高考生，六成學
額吸納文憑試考生。同時，即使大學入學英語考試（UE）
失手的仍有望入讀，但需要修讀為期兩年的英文精讀班。校
方透露，護理等科目均要考牌，學生英語不過關未來無法執
業，因此需要惡補。

中大推新聞工管雙學位課程
【本報訊】記者呂少群報道：當越來越多院校開設新聞

傳播學士課程之際，中文大學宣布推出全港首個兼容新聞和
工商管理優勢的五年制雙學位學士課程，全期學費近十七萬
，第五年為自費價十萬元。中大新聞傳播學院首年僅招十人
，至於撥給學院大類收生的名額則未定。

本港高校的新聞院系本科生，主要分別來自浸大傳理系
、中大新傳系、樹仁、珠海新聞系以及港大新聞及傳媒研究
中心，最新加入的恒生管理學院則着意培訓財經記者。中大
瞄準九月今年入學的文憑試考生，宣布由新聞與傳播學院和
商學院合辦的 「四加一」雙學位課程，畢業生須最少修滿一
百六十九個學分。

中大新傳學院副教授李立峯表示，前金管局總裁任志剛
一句檢討聯繫匯率，頓成港聞頭條，人民幣匯率更是國際新
聞，反映金融財經不再局限於單一範疇，而是跨領域問題。
這不是單靠多修一兩門新聞課程就了得，事實上就有新進財
經記者看不懂公司業績報告。金融海嘯和歐債危機，加上大
學三改四的契機，促成中大新傳院與商學院合推五年制雙學
位，以希望培養具企業責任意識的新一代商業領袖，可以從
事金融、行銷、企業傳訊、金融公關、新媒體、供應鏈管理
等行業。

凡入讀2012-2013年中大4年制工管學士綜合課程或新
聞傳播課程的學生，均可選報該雙學位課程。問及前四年本
地生學費均為四萬二千一百元，為何第五年高至十萬元？中
大商學院副院長范建強表示，這是政府資助政策使然，每名
公營大學生本科生只獲四年資助（現時是三年），第五年則
屬須繳足自資課程學費。他補充，修讀該雙學位課程的學生
均可有新傳院或商學院安排實習機會，但院方絕不保證必可
實習，關鍵是學生須去爭取， 「身經百戰，感受失敗滋味，
才能取得成功機會。」

李立峯表示，新傳院只預留十個學額讓該院學生申請雙
學位課程，學生須在升二年級時申請，范建強表明及早下決
定有利學生計劃和院方安排。

為配合九月起試行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國民教
育服務中心出版的《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
》（簡稱《手冊》）由浸大當代中國研究所編制，今
年三月出版，六月起陸續向全港中小學派發。本為系
列教學參考中的一本，其中談及中國執政團隊 「進步
、無私、團結」，而美國政制是 「兩黨惡鬥，人民當
災」，結果引發軒然大波。部分輿論指罵其內容 「一
面倒」以及部分用語欠妥，更上綱上線至國民教育科
「洗腦」。

昨日，國民教育中心總監黃志明打破近一星期沉
默召開記者會，斥責 「洗腦」論調荒誕不經，稱
《手冊》僅作教師參考之用，香港資訊發達，各方

各面信息均有，《手冊》更明文提倡 「重溫和反思
中國社會發展所帶來的問題」，分析當今的社會問
題，建議教師可於網上搜尋有關片段或中外報紙的
報道， 「增加學生判斷力」。他重申不可能撤回
《手冊》。

回應媒體質疑為何委託由前港區人大薛鳳璇當所
長的浸大當代中國研究所編寫《手冊》，黃志明澄清
共發出五份標書，包括明報、星島日報、經濟日報等
三份出版通識教育教材的傳媒機構，亦有非營利組織
，卻均收到 「無能為力」之類回應，因此才交託予唯
一有回應的浸大當代中國研究中心。

部分傳媒不負責任
《手冊》主題介紹的中國模式，被坊間指摘為內

地腔調，黃志明解釋該四個字其實源於美國經濟學者
Joshua Cooper Ramo 發表的《北京共識》研究報
告。《手冊》亦提及 「中國模式內涵仍是眾說紛紜」
「未成熟，仍面臨許多挑戰」，僅以此為題着重關注

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來的發展，並分析其原因。《手
冊》又專門設立 「反思中國模式」一章，談及 「我爸
是李剛」 「毒奶粉事件」 「動車追撞事故」等，亦鼓
勵讓學生思考 「肇事者懲處是否足夠」等開放性問
題。

回應教育局長吳克儉早前表示 「教材有值得關注
和改進的地方」，黃志明承認部分措辭欠妥，《手冊
》確有改善空間，未來將以簡報和工作紙的形式補充
內容。

個別團體扭曲事實
但黃志明對 「洗腦」說非常反感， 「各人有不同

觀點，為什麼不先討論？這是香港的核心價值。」他
斥責部分香港媒體不負責任，早前十多個記者採訪他
，結果只得兩個看過此本教學手冊， 「報道卻滿天飛
，這是客觀理性？」他稱自己去年曾就國民教育科於
香港中小學發布兩百五十餘份問卷，八成受訪的教師
和校長均表示，香港的傳媒有一定責任協助德育和國
民教育科推行。

負責編寫《手冊》的浸大當代中國研究所昨日於
網頁發表聲明： 「個別政治團體在公眾未了解整本手
冊的內容之前，利用選擇性手法，進行偏頗、失實、
政治化的批評，扭曲和抹黑，欲將手冊演變並成為一
件社會關注的政治事件。這種運動式批判，對學術及
言論自由並無好處。」

每個人有不同觀點
教聯會主席兼國民教育服務中心董事黃均瑜昨指

出，每個國家均有國民教育，且都是以正面積極為主
，重在培養學生國家觀念、民族自豪感和身份認同。
如果公眾認為《手冊》負面內容太少，那麼老師在上
課時完全可以自行加入。

回應部分傳媒誣稱教聯會屬下國民教
育服務中心出版的《中國模式─國情專
題教學手冊》為 「洗腦」 教材，該中心昨
天透露曾向包括明報在內的五家機構發出
標書，結果只能委託唯一有回應的浸會大
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編寫。國民教育中心
總監黃志明批評部分媒體須為是次國民教
育風波負責， 「短期會增加你們的銷量，
長期則遺害社會」 。

本報記者 成野

中大學生參與粒子研究
▲

東華學
院萬家輝
介紹心理
學課程

▲左至右：中大物理系教授朱明中、學生梁乘宙及郭家希合影
本報記者于敏霞攝

▲（左起）李立峯和范建強代表中大新聞傳播學院和商
學院合辦五年制雙學位學士課程 本報記者 呂少群攝

▼港大連續十四年蟬聯最佳大學 資料圖片

▼

黃志明稱
手冊並非洗
腦
本報記者
成 野攝

《手冊》僅作教師參考之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