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 告
謹訂於2012年9月2日（星期日）下午三時假

座香港福建社團聯會（北角屈臣道15號維多利中心
401室）召開2012年度會員大會。議程如下：

一、聽取年度會務報告；
二、周年財務報告；
三、審議本會章程修訂草案；
四、公布第七屆理監事會組織架構及任職名單；
五、其他事項。

希各位會員依時出席。

2012年8月11日
香港漳州同鄉總會

二〇一二年八月十一日 星期六A12港聞責任編輯：蔡向陽 陳淑瑩

婦人遭四青年箍頸搶手袋
【本報訊】一名中年婦昨凌晨摸黑出門上班，離開天

水圍天晴邨寓所後，獨自步行至晴海樓對開，突然有四名
青年從後撲出箍頸，並將婦人推倒地上，搶去其手袋後逃
去無蹤，婦人受輕傷自行報警，警員到場在附近兜截惜無
結果，列作行劫案處理。

遇劫受傷婦人葉×瓏（四十七歲），手腳擦傷，送院
敷治後已無礙，現場消息稱，葉婦與家人同住天水圍天晴
邨，因工作關係須早起出門，每日均在凌晨五時許離家。

昨日凌晨五時許，葉婦如常出門上班，詎料行經晴海
樓時，突然有四名分別穿黑色及白色上衫，年約二十歲的
男子趨前，不由分說從後箍頸，葉婦大驚高呼 「救命！」
四人擔心驚動保安員，馬上將她推倒地上，並將其手袋搶
去，向嘉湖山莊方向逃去無蹤。葉婦負傷報警求救，大批
警員持盾牌到場，替其包紮後交救護員送院治理，並在附
近一帶兜截但無結果。

空少菜刀刎頸惹兇殺疑雲
【本報訊】紅磡黃埔花園揭發兇殺疑雲，一名 「空中少

爺」連日來失去聯絡，同事昨日凌晨到其寓所尋找，屋內傳
出惡臭報警，消防員到場破門入屋，發現事主倒臥床上，頸
項及手有傷痕，並手執一把菜刀，但無檢獲遺書。警員接報
大為緊張，鑑證科人員聯同法醫到場循兇殺程序調查，經六
小時蒐證後初步懷疑事主以菜刀刎頸自殺，事件無可疑列作
自殺案處理。

疑自刎男事主姓溫（三十六歲），馬來西亞籍，來港工
作多年，任職機艙服務員，已取得本港身份證，他頸部、手
腕及手肘均有傷痕，仵工將死者遺體舁送殮房，有待法醫剖
屍證實死因。事發現場為紅磡黃埔花園二期九座錦濤苑一單
位，昨日凌晨零時許，死者的姓歐（四十歲）男同事因多日
來無法與事主取得聯絡，遂到上址探訪，詎料在其門外傳出
臭味，擔心下報警求助，揭發事件。

【本報訊】一名孟加拉珠寶商人，因近日寓所
裝修將個人財物放於油麻地彌敦道經營的貿易公司
，鎖在櫃桶中以為萬無一失，詎料前晚遭竊匪光顧
，盜取黃金、珠寶及現金共值一百萬元，警方調查
後不排除賊人從天井爬上十樓的貿易公司，再從洗
手間氣窗進入單位犯案，正展開深入調查，暫時無
人被捕。

現場為彌敦道三一一號康僑大廈十樓一間經營
珠寶出口生意的貿易公司，在九八年開業，東主之
一是一名孟加拉籍男子 ABEDIN（四十三歲），與
妻及三名子女同住區內。據東主 ABEDIN 表示，由
於最近寓所裝修，故將家中所有個人貴重金飾及現
金等財物帶回公司，與其他屬於公司的珠寶鎖在櫃
桶內，未料被人一次過全部盜去。

前晚深夜十一時許，東主吩咐一名外籍女職員
NOVENO（二十八歲）返回公司查看傳真資料，未
料當職員到達公司後卻發現一片凌亂，懷疑遭人爆

竊，立即報警及通知東主。警員經調查後，發現東
主用作存放重要財物的櫃桶被人撬開，一批黃金、
黃金首飾、珠寶及一萬多元現金不翼而飛，全部總
值逾一百萬元，由於現場大門及窗戶均無被撬痕跡，
警方不排除賊人從天井爬上十樓，從洗手間的氣窗進
入公司犯案，相信是熟悉公司運作的人士所為。

爬牆匪盜珠寶商百萬財物

黃楚標學校九月推國民科
【本報訊】記者虢書報道：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

標學校校長梁兆棠表示，學校將在九月開學時推行國民教
育，教師已在備課及編寫教材，課程內容有七成是學校以
往教授過的內容，再加入三成的新資訊。

梁兆棠說，該校國民課程將以知識性的課題為主，如
中央政府架構、領導人姓名、人大幾年產生一次、科技發
展等，他說，這些知識傳媒甚少報道，若學校再不教授，
學生在這方面的知識更加 「一塌糊塗」。現時學生從社會
上接收的信息大部分都是負面，學校應提供一個平台分享
更多，讓學生獨立思考、分析，強調課程會有不同角度。

三賊闖時鐘酒店掠四千元
【本報訊】三名雌雄賊昨凌晨藉詞租房，闖入北角英

皇道一間時鐘酒店，用摺刀指嚇女職員將她捆綁，開啟櫃
枱抽屜掠走四千元現金逃去。

昨日凌晨一時許，一名年約四十歲子偕兩名年約五十
歲女子，到北角英皇道八四六號一間時鐘酒店，向女職員
袁×娟（五十七歲）表示租房，她不虞有詐引領三人進房
，詎料該名男子突然從懷中拔出一柄摺刀指嚇，另兩名女
子則用繩索捆綁其手腳，取得鎖匙走到接待處櫃位抽屜，
掠取四千現金奪門逃去，一名姓袁（四十七歲）男職員返
回聞訊馬上致電報警，警員到場調查，翻看閉路電視錄影
帶蒐證，正追緝該三名男女賊人歸案。

被捕男子陳×輝（四十二歲），涉嫌 「瘋狂駕駛
」、 「襲警」、 「停牌期間駕駛」、 「擅取交通工具
」及 「無第三者保險下駕駛」等五宗罪被帶署扣查；
至於案中的被盜七人車，被截停時車頭並無懸掛車牌
，但車尾則掛着一個 「PJ2×5」的車牌號碼，與該車
行車證資料相符，經聯絡車主證實該車早前被人偷去
，初步不排除有人偷車後欲拆換車牌時被警員撞破。
受傷警員右邊肩膊受傷，經送院敷治後並無大礙。

突推車門撞傷警員
昨日下午十二時許，一名警員駕駛警方電單車巡

經荃灣馬閃排路時，見路邊停泊一輛七人車，但車頭
沒有懸掛車牌，覺得可疑遂上前調查，詎料車上男司
機見有警員，突然開車高速逃走，警員見狀立即通報
上鋒要求增援，並駕電單車尾隨追截。期間可疑七人
車沿荃錦公路落斜，再經荃錦交匯處、德士古道、國
瑞路、青衣天橋、大窩口道高速狂飆逾五公里後，及
至大窩口大廈街近德大徑時，因上址為單程路加上車
多及有紅綠燈位，疑車被迫停在車龍中。

消息稱，當警員駕電單車追至時，將車停在司機
位旁車門外，喝令司機下車接受調查，豈料車上男子
一聲不響，突然猛力推開車門撞向警員，警員閃避不
及當場被撞傷左邊肩膀，對方隨即再從另一邊乘客位
的車門跳車企圖突圍逃走，警員見狀立即撲前將其制
服，雙方糾纏期間，一輛增援的衝鋒隊警車趕抵到場
，多名警員迅即合力將被捕男子押上警車帶署扣查，
受傷警員則送往仁濟醫院敷治。

跳車突圍 涉五宗罪被捕
偷車賊與警追逐五公里
【本報訊】一名停牌偷車賊昨日盜取

七人車後，被駕駛電單車警員巡經撞破，
雙方飛車追逐逾五公里，最後至大窩口大
廈街因路面交通擠塞，被警察電單車追及
，偷車賊突然推開車門猛撞警員，跳車圖
突圍逃走，負傷警員與賊人糾纏將他制服
。疑人涉嫌干犯偷車等 「五宗罪」 被捕扣
查，警員幸受輕傷送院診治。

配合施政報告要求中小學設德育及國民教育科，
教育局今年四月公布課程指引，資助全港小學三年內
以校本形式開科講授，明年起到中學分三年落實，但
學民思潮和 「家長關注組」藉一本介紹 「中國模式」
的通識教師手冊發難，上月底鼓動市民遊行，要求撤
回國民科，更稱國民教育為 「洗腦教育」，甚至叫就
職未滿一個月的教育局局長吳克儉辭職。

成員將包括教師學生等
昨天，出掌教育局滿四十一天的吳克儉與傳媒茶

敘。他簡介為釋除公眾疑慮而籌組 「開展德育及國民
教育科委員會」的進展，透露會有二十四名成員，主
要來自教育界，包括中小學校長教師以至學生，還有
社會人士，正努力游說邀請教協、學民思潮和家長關
注組的代表加入，即有三個席位將留給抗拒國民科的
團體。但家長關注組即日回應不會參加該委員會。

開展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委員會的任期為四年，藉
以監察國民科分別於三年內在中小學推行，吳克儉預
期委員會在本月舉行首次會議，並能預覽教育局提供
學界的當代中國國情參考教材內容才予以上網。他表
明委員會與李焯芬領軍的德育及國民教育課程專責委

員會密切聯繫，但有充分的自主權，毋須在三五個月
才交報告，而可就關注課程自設專責小組，斬件式分
批分類隨時向教育局反映意見。

不過，揚言發動罷課的教協正鼓勵教師罷教國民
科，家長關注組又正整理開國民科的小學名單，反國民
教育大聯盟計劃在開學日阻塞官立小學開科，甚至要
審查唱好國家的紅色教材，吳克儉表明學校毋須今年
九月即開科，教局也沒有多少間學校開科的統計，他又
提出按港情、校情和班情取材授課的國民教育模式。

另外，教育局近日宣布不再與教聯會屬下兩間國
民教育中心續約，吳克儉解釋是合約期滿，局方致函
對方只為確認此事，他證實兩個中心會繼續提供服務
至九月底。 「大埔國民教育中心的日營服務頗受學校
歡迎，據講要提早一年預約。青衣教育服務中心再無
特別需要。」他說會全面檢視學界對兩間中心的服務
需要，未來將一律以招標形式，提高透明度，物色團
體承辦國民教育活動。

又訊，香港大學學者李輝撰文指出，很多反對國
民教育科的人士，其實並沒有真正看過完整的課程指
引。他們恐共、恐中的表現，更加印證出國民教育必
要性與迫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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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科委會24人下周公布
吳克儉力邀反對團體加入

▲仵工將死者遺體舁送殮房，稍後安排驗屍確定死因

教育局將於下星期公布 「開展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委員會」 的二十四人名單，局長吳克
儉表明力邀三名對國民科存異議者加入，又期望當代中國國情參考教材可經委員會預覽後
才上網。他又稱，不與兩個國民教育中心營辦者續約是基於服務合約屆滿，今後兩個中心
將全部由招標營運。

本報記者 呂少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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誣陷國民教育是 「洗腦教育」的人
，近日出動到 「清洗」二字，顯示有些
人正走向極端，寧取激烈行動，不講道
理也不聽道理。

有團體促當局撤回國民教育、要求
教師簽署約章 「拒絕洗腦教育」、要求
立法會選舉的候選人把 「清洗洗腦教育
」寫進政綱、要求所有圖書館抽起全部
「紅色」書籍。宇文劍為這些團體中的

激進青少年難過，他們不讀書，缺乏分
析能力，再被懷有政治目的的激進政客
利用，後果堪憂。

要命的是有號稱 「文化人」者有此
誤人子弟之言： 「『國民』不是 『教育
』出來的」。國民如果不是教育出來的
，又是怎樣出來的？古語云： 「玉不琢
，不成器；人不學，不知義。」一塊美
玉，不去雕琢它，只是一塊璞玉而已；
一個人天資再聰敏，不用心學習，思想
境界只能停留在低層次上。

教協煽動家長九月罷課。國民教育
即使是必修科，一星期裡有可能天天上
，又天天上足七、八節課嗎？罷課，即
學生也不必學習其他科目了？

有所謂的 「家長代表」促教師監察
所屬學校的國民教育教材，再電郵給「關
注組」。難道其他科目的教材就不必關注
了？怎麼以前他們一直不關注教材，如
今才特意抽出一種教材去關注呢？

以一種意識強加於人，已是在洗別
人的腦。有宗教學校向學生灌輸宗教思
想，宗教科是必修科，不及格升不了班
，這是不是向學生洗腦？宗教自由從何
說起？如今國民教育只以試行方式進行
，教材也不只一種，由學校自行選擇，
何 「洗腦」之有？

用到 「清洗」字眼，與 「文革」有何分別？這些
人既然痛恨 「文革」，為何還要效法 「文革」的做
法呢？信奉意大利法西斯、德國納粹、日本軍國
主義者起初都是由蠻不講理，認定只有自己才
最正確開始，極端思想去到一個階段便是暴
力衝擊行動，對社會造成永久傷害，這
些人還未能從慘痛的歷史事件中汲取
教訓嗎？【本報訊】教育局局長吳克儉除處理德育及國

民教育這燙手山芋，更着手籌設免費幼兒教育專責
委員會，以落實十五年免費教育。他已約晤過八九
批幼兒教育團體，發現業界並非一面倒支持設幼師
薪級表，幼稚園的學費、薪金和營運更是千差萬別。

本報上月報道，吳克儉接掌教育局第二天就落
區聽民意，同時約晤教聯和教協，話題之一就是推
行免費幼兒教育，繼而銜接中小學而成為十五年免
費教育。他昨天證實，半個月來先後約見八九批幼
兒教育團體，包括私立（一般指牟利）和非牟利，
既見校長教師又晤辦學人士。

教育局資料顯示本港幼師薪酬 「貧富懸殊」，

參加學券計劃的幼稚園，教師平均月薪不足二萬元
，最低薪全職者每月只得六千五百元，最高薪者卻
達五萬五千元。半職幼師更只有四千五百元。新入
職中小學文憑教師已有二萬多元。

學界遂要求政府設幼師薪級表，但吳克儉稱學
界並非一致支持， 「有的反對拿來作指標，有的認
為要彈性以招攬合適人才。」幼稚園又分全日、半
日、非牟利和私營，每校學生由十幾人到幾百人都
有，更分布商場、屋苑和公屋，如何予以資助，需
要取得學界共識，他希望今年底或明年初可召開幼
兒教育專責委員會。

執掌教育局前擔任考評局主席的吳克儉又說，
中學文憑試尚算軟着陸，預期大學三改四是未來新
挑戰。

▲吳克儉力邀反對團體加入國民教育科委員會，一
起就該科提供意見

設幼師薪級表設幼師薪級表 學界存分歧學界存分歧

▲ 本港幼兒教育團體並非一面倒支持設幼師薪級
表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