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中文大學獲羅桂祥基金一億五千
萬捐助而設立的 「羅桂祥綜合生物醫學大
樓」 昨日開幕。大樓酷似美國國家衛生研
究所，配備全港首部精確至納米的顯微鏡
，有助發現引起胃痛的一些極細小的病毒
。校方透露，國家重點實驗室的部分項目
將在此進行。

本報記者 成 野

中大冀打造生物研究重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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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中大校長沈祖堯在 「羅桂祥綜合生物醫學
大樓」開幕禮致辭，表示該大樓落成，標誌着中大正
式開發校園三十九區成為主要科研樞紐，中大將充分
利用大樓的優質資源，發展成為本港以至亞洲首屈一
指的生物醫學研究重鎮。

中大自三年前獲政府批准使用三十九區，羅桂祥
綜合生物醫學大樓將是該區域的首座地標。中大醫學
院院長霍泰輝昨日透露，該地段將主要用作科研。
「整個區域將超過本港一些大學的總面積」。

中大不育症專家陳小章表示，大樓中有很多先進
的公共設施，這些設施都是單獨一個實驗室沒有能力
購買的，可幫助我們提高研究成效，她最近於高端儀
器輔助下，成功揭開試管嬰兒成功率低的謎團。

中大生物醫學學院院長陳偉儀透露，生物醫學大
樓於今年上半年啟用，樓高九層，建築面積一萬八千
多平方米，將作為醫學和生命科學的 「大本營」。他
指出，大樓設計的最大理念在於 「跨專業，重交流」
，改變傳統實驗室的沉悶氣氛。大樓中的實驗室並非
獨立成間，而是相互連通。不同領域的實驗也常常在
一個實驗室展開。

另外，大型儀器放置於中央實驗室，各個領域可
以共用， 「一方面我們可以減少成本，可以買更好的

設備；另一方面科研人員需要交流的，這樣就讓他們
加強交流和合作」。同時，每一層設有研討區域，
「發現問題的學者，可以坐下來慢慢傾談」。

陳偉儀續稱，除設計外，實驗室配備本港大學內
最完善的儀器裝置。顯微及影像中心實驗室引進日立
SU8010 掃描和 H7700 投射電子顯微鏡，可觀察精細
度達到一點三納米的表面結構，確定SARS病毒的病

原體，科研人員借助高端儀器亦發現，引起胃痛的原
因很可能是一些細小的病毒。

昨天主持羅桂祥綜合生物醫學大樓開幕禮的嘉賓
，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國
家食品安全風險評估中心主任助理王竹天、羅桂祥基
金主席羅德承、維他奶國際集團有限公司執行主席羅
友禮，以及中大校長沈祖堯等。

【本報訊】沙田區名校浸信會呂明才小學，率先於九月
新學年開設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卻惹來逾百校友於社交
網站成立群組反對。

該校校長黃潔蓮表示，去年已成立委員會籌備開科細節
，課程將以德育為主，培育學生責任感、尊重他人等價值觀
，國民教育只佔約兩成，例如學唱國歌。全年會有四次評估
，但分數不會計入成績表內。

她強調，回歸後一直在校內推展國民教育，不覺得
獨立成科有問題，全校老師及家教會理事亦認同學校的
決定。

【本報訊】本報記者夏盧明報道：一項調查
發現，最多學童希望選擇薪酬高或有名氣的行業
，專家鼓勵父母及早讓子女了解及發覺自己的職
業取向，助他們培養興趣，使他們早日認清擇業
方向。

社會服務機構向晴軒本月訪問四百八十四名
介乎四至十二歲的學童，及三百七十六名家長，
學童渴望從事的理想行業依次為政治、演藝及金
融業，分別為百分之四十、百分之三十七及百分
之三十三。調查亦發現，有高達七成二的家長認
為從政是不受歡迎的職業，他們心目中最想子女

從事的職業為，金融業佔七成一、律政人員佔五
成五及醫療人員佔五成一。

至於擇業條件，分別有百分之五十九及百分
之五十六學童希望選擇薪酬高、福利好或有名氣
的行業，百分之五十四則希望選擇能幫助人的行
業；而家長希望子女擇業的條件依次為薪酬高、
社會形象佳及工時穩定，分別是百分之八十二、
百分之六十五及百分之五十四。

香港家庭教育學院董事余榮輝鼓勵家長從小
讓子女參與不同課外活動，助他們培養興趣，使
他們早日認清擇業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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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班年措施

新增兩個食物外賣部，延
長課時，周末上課，活動
室等暫作課室

五所新書院保證宿位充足

開課日延遲，增設膳食點
，增加小巴班次，增加診
所醫生

開學禮分兩場，增加課時
，增加飯堂座位，增加交
通班次

增加穿梭巴士，增加課室
，搭建帳篷式餐廳

增建宿舍，增聘教職員

增聘教員，興建新宿舍

增加宿位，成立督導委員
會統籌

學童希望從事高薪行業

沙田名校率先開國教科

【本報訊】記者潘婷婷報道：大學雙班年導致多
所院校宿舍告急。香港大學新建的四座宿舍樓僅一半
可如期入伙，科技大學、中文大學、理工大學和嶺南
大學的多幢新宿舍，最快明年才能啟用。為回應關注
，港大副校長錢大康今天將向傳媒說明詳情。

八大院校在下月中陸續開學，受雙班年影響，新
生人數急增，宿舍成了各大學最頭疼問題，港大藉增
加西環龍華街的新宿舍而增多一千八百多個宿位，令
全校宿位增加至六千一百八十四個。

不過，港大學生會透露可能只有兩座宿舍能於九
月中開課前讓同學入住，其餘兩座或須延遲到十一月
初才能入伙。港大學生會會長陳冠康預計，為照顧約
八百五十名非本地生，或影響近千名本地新生入宿安

排。
港大發言人表示，龍華街的四座宿舍可在九月內

陸續入伙， 「大學已安排多項短期住宿措施予未能在
開學前入住宿舍的同學，包括租用青年宿舍、經改為
適合學生居住的前職員宿舍、經大學租用的私人物業
等。」校方高層今天將藉茶敘向傳媒說明迎接雙班年
的工作進展。

其他院校方面，中大預期明年底將增至八千二百
多個本科生宿位，由五間新書院提供，其中晨興和善
衡書院佔九百個，其餘一千五百個要待和聲書院、伍
宜孫書院及敬文書院明年底先後落成才能作實。科大
新學年可提供近三千六百個本科生宿位，其中七百個
來自預期明年啟用的第八、第九座宿舍。理工大學第
八期工程的學生宿舍，最快明年初才能完成。

嶺南大學表示，八幢宿舍共提供約二千二百個宿
位，但有兩幢正在施工，預期明年落成。教院現時只
能提供約二千個宿位，計劃將二人房改成三人房，以
提供額外二百三十個宿位。有十二幢學生宿舍的城大
共有三千七百個宿位，校方計劃在馬鞍山建宿舍，提
供二千一百多個宿位。

另外，港大學生會會長陳冠康表示，港大百周年
校園的四間新飯堂，只有三間有望九月開學前開業，
只能提供二百五十二個座位。科大亦有餐廳餐位不足
之憂，校方決定搭建數座帳篷式餐廳，令全校中西飯
堂總座位達到三千二百個。浸會大學和城大則分別增
設膳食點和改裝活動室為餐廳。

港大短期措施紓宿位不足

近日，國民教育科的議題，引起各方的關注及回響，作
為有承擔的現屆政府，應該要認真地自我檢討，並且用心去
制定及推行每一套政策，不要再馬虎了事，倉促推出一些不
成熟的方案。作為一名小學教師，也從事教育工作已經有十
多年，從教改到今天，所見到的教育局官員，大多數作風官
僚，沒有一套完整的計劃，當被社會人士質疑時，他們最叻
就推到教師身上，甚至說一句： 「校本」，就將責任推得一
乾二淨。在我們同工之間，只嘆一句： 「要求政府改善什麼
政策，實不容易！」

即使我們對政府制定的政策有任何不滿，我們作為市民
，應有的態度是理性的討論，意見的反應，而不是消極的採
用對抗方式。其實，社會各界人士認為今次事件，政府諮詢
不足，或者憂慮國民教育是由上而下、長官意志或違反教育
原則等等。但是，作為龍的傳人，大家都不反對接受國民教
育。

在這個大前提下，實在想不通現在政府成立了 「開展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委員會」，邀請了不同意見的家長及學
生代表加入委員會時，他們卻一口拒絕。根據他們拒絕的
理由是如果加入委員會就等同接受現行的國教科，真不明
白這論調從何而來？政府成立這委員會就是希望可以廣納
意見，在委員會內他們可以反對現行的國教科的內容、形
式、指引等等。

即使他們仍然憂慮委員會無實權改變現況。他們也應該
先加入委員會，如果他們在委員會內不能表達意見，或改變
不了什麼，再考慮有進一步的行動。因為在這敏感時刻，我
所知道的學校，還未有真正開展國民教育課程，現在應該是
各方表達意見的最好時機，不要提出罷課等意氣之爭！對改
善事情，一點好處也沒有。如果在沒有溝通下，就否定別人
的意見，否定不合自己理想的制度，這是否就是我們做人處
事應有的態度呢？作為社會的良心，媒體擔當的角色極為重
要，可是他們不單沒有公正報道事情始末，只懂嘩眾取寵。
在各大報章上，用了 「強推」、 「強邀」、 「反國教科力量
潰散，罷課勢似胎死腹中」具有立場及煽動性的字眼、標題
及內容，讓事情繼續惡化下去。

教協好像是代表教師，但該會只是電郵或郵寄一些訊息
給我們教師，而很少諮詢我們的意見。好像今次的國教事件
中，我接觸的老師，大部分都不贊同罷課，並且不抗拒國教
科，可是，教協有否掌握這些資料？其實，今次事件中，教
育局要負上大部分的責任，他們有否想過為什麼要設立國民
教育科？當然希望想學生了解自己祖國的事情，但在小學常
識課程中，已經有關國民教育內容，到底教育局想獨立成科
後，取消現在常識科中的內容，還是增加或減少，都應該由
教育局一批高官們先認認真真去討論，然後推出，並不是推
卸給教師去承擔！我們必須了解，世上沒有一套完美的制度
，沒有一個完美的人，只有我們共同努力，才能創造出美好
的社會。

不贊成罷課
教育工作者 小 雪

【本報訊】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指出
，今年五至七月，十九至二十四歲青年失業率
是百分之十點九，與去年同期相若，但由於今
年雙學制年下有十萬名學生畢業，不排除對七
至九月的失業率構成上升壓力，相信十月過後
，就業市場會吸納畢業生。

張建宗昨出席勞工處 「展翅青見計劃」及
「機場大使計劃」學員畢業及迎新儀式後表示

，十九至二十四歲青年失業率是百分之十點九
，與去年同期相若。

張建宗指勞動市場仍暢旺
勞工處八月至今共收到九萬三千五百個私

人企業空缺，按年增長三成三；適合中五及中
七學生的空缺在七月底約有一萬五千個，增加
兩成五，張建宗認為反映今年勞動市場仍然暢
旺，僱主招聘意欲仍然正面，相信就業市場能
夠吸納已畢業的學生，當局亦有足夠的職訓及
專上教育提供給他們，估計於十月開學後，失
業率會有回落的趨勢。

但張建宗補充，歐洲債務危機未明朗，美
國經濟未完全反彈，仍需視乎外圍因素及企業
創造職位的速度，是否可以吸納本屆畢業生，

今年整體情況和去年比較絕對有改善，勞動市
場仍屬於全民就業。

機管局聘61名機場大使
另外，機管局、青協及勞工處合辦機場大

使計劃，今年聘請六十一名中學或副學位畢業
生，分別擔任四十七位機場大使，及十四位機
場領袖大使，令中學或以上及副學士或以下的
青少年，可以在機場在職培訓一年，協助將來
投身航空或旅遊業。

張建宗說，機場大使計劃已成為品牌計
劃，學員未畢業已被 「挖角」，勉勵學員透
過計劃，加強溝通技巧及團隊合作，好好裝
備自己。他續稱，過去十年有關計劃先後成
功培育八百名機場大使或機場大使領袖，全
部成功就業，很多仍然在航空界、旅遊、顧
客服務和酒店業等，對本港的人力資源有一
定的正面作用。

今年新一屆 「展翅青見計劃」現正招募，
沒有設名額上限，期望給予青年職前及在職培
訓。張建宗認為剛完成的計劃成績不錯，有九
千多個培訓名額，平均月薪七千二百元，最高
的月薪亦有八千元。

【本報訊】針對新學年試行的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
一項調查發現，逾七成受訪家長及學生贊成重新諮詢，另有
七成二受訪學生及六成家長，認為 「德育及國民教育」毋須
獨立成科。

小童群益會於八月十至二十日期間，訪問近二千名中學
生及一千四百多名小學家長。調查發現，有近九成受訪家長
認為，將神舟九號升空納入國民教育教材，讓學生對國家有
更深入了解；有六成家長認為，子女參加內地交流活動，可
對國家有更多認識。另逾半數家長認為，應從學生的 「認知
層面」作評估，而非指引所指的 「情感層面」。

小童群益會助理總幹事何婉華認為，學生與家長對課程
仍有疑慮，政府毋須急於推行，並應就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
」再作諮詢，而課堂亦應貫徹公民教育概念，檢視現有公民
教育科的形式及內容等。

另外，一口咬定 「德育與國民教育科」洗腦的學生組織
學民思潮，昨又召開記者會，聲稱不會發起罷課，但會一連
三天發起 「佔領政府總部行動」。其發言人黃之鋒表示，會
留守過夜的學民思潮代表不超過三十人，因此沒有向警方申
請不反對通知書。

家長撐神九升空納國教

▲一眾嘉賓主持中大生物醫學大樓揭幕儀式，左起：中大醫學院院長霍泰輝、羅桂祥基金董事陳羅慕連
、羅桂祥基金董事羅開敦、羅桂祥基金主席羅德承、香港特別行政區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國家食
品安全風險評估中心主任助理王竹天、維他奶國際集團有限公司執行主席羅友禮、中大校長沈祖堯、羅
桂祥基金董事羅慕貞、羅桂祥基金董事羅慕玲

▲有調查發現，本港學童最希望從事薪酬高或有名氣行
業 資料圖片

▲有十萬名學生畢業投入勞動市場，當局不排除對失業率構成
上升壓力 資料圖片

▲港大新建的四座宿舍樓僅一半可如期入伙
資料圖片

【本報訊】西安交通大學與香港科技大學（上圖）昨
日在西安簽署了戰略合作協議。兩校將共同建立 「西安交
大─香港科大可持續發展學院」，構建全新的區域經濟
協同創新模式。

「西安交大─香港科大可持續發展學院」將採用全
新辦學模式，進行全面的體制創新。特別是在人才培養模
式上，以可持續發展為主題，進行跨學科領域的本科生及
研究生教育；借鑒香港科大的課程體系、教材、教學方式
，全面開展與國際接軌的教育教學實踐，採用全英語授課
；通過雙導師制聯合培養碩士生和博士生；建立兩校學分
互認體系。同時探索新型專業學位教育，並通過創辦 「海
外─香港─西安」聯動的學術交流和實習的暑期學校，進
一步開拓兩校學生的國際化視野。

學院將致力於培養具有國際化學術水準、具備可持續
發展理念的高層次人才。科學研究將圍繞能源、化工、材
料、環境、基礎設施建設、人口與社會經濟發展等領域的
需求開展，產生提升行業產業水準的關鍵技術以及有關可
持續發展的政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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