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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校區佔李惠利舊址三分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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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歲少年淪毒販跑腿
【本報訊】毒梟利用十四歲少年販毒，前晚以私家車運

載一公斤冰毒送貨，駛至屯門寶田邨第五座對開時，有警員
發現可疑截停調查，當場人贓並獲。被捕十四歲少年姓陳，
警方不排除為錢淪為販毒集團跑腿；另一疑犯姓孫（二十二
歲），現場檢獲共重一公斤的四包冰毒，市值約七十萬元。

另外，前日下午二時許，一名三十八歲男子在眾坊街近
渡船街花槽中，疑取出早已收藏其內的海洛英毒品售予吸毒
者時，被在附近埋伏的油麻地特遣隊警員拘捕，並在花槽內
檢獲市值二萬多元的四十二克毒品，市值二萬餘元；至昨晨
零時，警員再將疑犯押往甘霖街住所搜查。

【本報訊】記者麥國良報道：元朗
發生驚險交通意外。載有四乘客的新界
的士駛經大旗嶺路時與私家車相撞，再
失控撞毀路邊圍欄鐵網，其中一支鐵欄
撞穿擋風玻璃插入的士車廂，司機及前
座乘客 「險過剃頭」，意外中兩車共有
六人受輕傷，送院敷藥無礙。

大命司機姓葉（五十五歲），駕駛
新界的士，車上載着兩男兩女乘客（由
四十一至六十四歲）；涉禍本田跑車司
機黃×偉（二十五歲），座駕屬自訂車
牌。

昨晨十一時許，的士由大樹下西路
駛出大旗嶺路時，有白色跑車自大旗嶺
路駛至，兩車在路口相撞，的士失控衝
向路邊撞毀六米長圍欄及鐵絲網，一支
直徑約兩吋鐵欄插穿車頭擋風玻璃，伸
入車廂約一呎，司機及前座乘客險死還
生，嚇得抹一額汗，慌忙下車，才發覺
的士車頭已衝出路面，懸空停在一米深
的山坡邊。

涉及意外的私家車左邊車頭亦嚴重
毀爛，兩車共六名男女受輕傷，由救護
車送往博愛醫院敷藥。

女子搭狼車遭非禮
【本報訊】妙齡女子與初相識男友人到灣仔區夜店消遣

，昨凌晨乘其私家車離去時，聲稱遇上淫魔被上下其手非禮
，駛至薄扶林道趁機開門跳車，始得以逃離魔掌及報警，警
方暫列作非法禁錮和非禮案，正追緝男子下落。

幾乎 「送羊入虎口」女事主二十五歲，事後到瑪麗醫院
接受檢查，幸無受傷。昨日凌晨時分，女事主與友人到灣仔
區的夜店消遣，與一名男子說話投機，至凌晨四時許盡興埋
單，她獲邀乘搭對方座駕一同離去。

然而懷疑誤搭 「狼車」，有人向女事主毛手毛腳，更打
算有進一步要求。女事主慘被非禮不斷反抗，直至駛到薄扶
林道近摩星嶺道附近，因車輛收慢車速，趁機開門跳車逃走
，駕車男子則 「踩油」絕塵而去。

【本報訊】記者胡家齊報道：第六屆 「香港小特
首」《二○一二小小施政布告》發布會於上周五舉行
。鑑於近期香港發生嚴重海難事故，小特首施政報告
中 「學童防災意識」成為焦點。小特首們紛紛倡議政
府設立防災科學館，加強防災教育。他們建議學校從
各方面推行海難應對教學，比如在校刊中增設救生衣
穿着教學。

小特首們指出，現時港人防災意識普遍薄弱，不
懂如何應對火災、暴雨、颱風等災害，故此建議政府
透過不同媒體助學生養成留意防災資訊的習慣，期望
政府仿效台北設立防災科學館，於館內設立風雨體驗
區、煙霧體驗區、滅火訓練區等，讓市民體驗災害，
加強災難應變能力。

施政報告以 「快樂、安全、共融校園」為主題，
除防災意識外，報告尚有快樂校園、校園安全、校巴
安全及共融校園四大部分。報告有不少實質提議如
「功課量循序漸進模式」、立法規管校車必須配置安

全帶、在品德教育課加入有關少數族裔的課程等。其
中，小特首們在校園安全的環節介紹一款防止學生跌
倒的防搖椅，令在場家長及傳媒大感興趣。

會場亦展出小特首於本年六月至七月期間在多間
中小學回收的問卷。調查顯示，不少學生受學業壓力
煎熬，在問卷寫上 「功課太多」、 「不要那麼多TSA
（全港性系統評估）」、 「我討厭TSA」等。亦有不
少學生關注香港的房屋問題，建議政府 「多建公屋」
、 「減少公屋輪候時間」等。

理工大學第八期校園工程延誤，要明年初才能啟
用，但卻獲政府資助與浸會大學合租九龍塘前專教院
李惠利分校的空置校舍，其中，理大佔據約三分之二
地皮，擁有獨立教學樓、餐廳以及活動室。理大發言
人介紹，該校區內教學樓共五層，一、二層設有十一
間課室。每間可容納四十至六十名學生。樓上則主要
為研究人員的辦公室。校區外設有穿梭巴士，每個鐘
頭一班，連接位於紅磡的理大主校區。

針對新校區不與主校區相鄰，是否影響到學生上
課？理大發言人表示，校方不會安排全日制學生來此
上課， 「李惠利校區主要供三百多名研究人員作辦公
之用」，自資兼讀課程、和一些短期培訓課程將在此
授課。

理大節省千萬租金
目前校區已裝修完畢，已有部門入駐辦公，剩餘

兩百名科研人員將於年內陸續搬入。為此，理工大學
將無需再租用包括位於尖東新東海商業中心的昂貴寫

字樓，現在校方租用該中心樓面積逾萬方呎。校方透
露，因為李惠利校區的租金全由教資會掏腰包，預計
將節約上千萬租金。

不過理大和浸大共用李惠利分校舊校舍的決定，
讓浸大失去了一塊覬覦已久的 「長期發展用地」，校
方自○五年起就曾表示，希望政府將該地撥予大學建
宿舍，更曾有浸大學生通宵靜坐爭取拿地。無奈政府
只肯在未來兩年預留空置校舍，浸大更只暫借到該小
區三分之一的地皮，作為聯福道校舍，供本科生上課
及作活動用途。

記者發現，在李惠利校區內，浸大與理大並無明
顯界限，僅用幾個花盆草草隔開。理大發言人表示，

校區中理大二百個位的餐廳和餐廳樓上的活動室，
「都歡迎浸大學生使用」。

浸大學生不滿安排
儘管如此，由校區所在聯福道周邊遍布浸會大學

建築，理大九龍塘校區北鄰浸大吳多泰國際博士國際
中心，南接浸會大學校區和學生宿舍，宛若 「鑲嵌」
在浸會大學中。引起一些浸大學生的不滿。今年就讀
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大二的劉同學表示，從宿舍和餐
廳出來，剛走兩步就到了別的學校，感覺很奇怪。她
又說，相比其他學校，浸大的分布原本就零散，如果
沒有一整塊發展用地，學生會更缺乏歸屬感。

鏞記掌舵人甘健成病逝
家族爭產案尚未判決

九月八
日，行政長
官梁振英聯
同政務司司

長、教育局局長、開展德育及國民教育科
委員會主席會見記者，宣布修訂德育及國
民教育科政策，包括取消三年的開展期。
換句話說，學校實質上已毋須推行國民教
育科。

政府作出重大讓步後，一直佔領政府
總部的反國教人士，翌日雖然撤離，但卻
從未停止背後一連串動作，包括策動四百
人圍繞特首山頂大宅、清查學校有否開設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如有，便加以追擊，
勢要迫令政府甚至學校撤科方罷休。

撤科，或如部分反國教人士要求撤銷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有關問

題正在開展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委員會討論
。無論結果如何，學校國民教育的開展，
都應該根據特首九月八日的講話作為依歸
，當中可以總結出三個指導性原則：

一、國民教育 天經地義
特首當日如是說： 「香港是中國一部

分，學生通過學習認識國家是天經地義的
」。

既然如此，政府便應有實際措施去保
證國民教育得以落實，而非口頭說說了事
。如今不少學校已被眼下的政治氣氛嚇怕
，不敢升國旗、不敢唱國歌、不敢搞交流
，以免飛來橫禍，動輒得咎。誰說這不是

另一種白色恐怖？
如果國民教育乃天經地義，政府除了對學校提供支援

，讓學校理直氣壯之外，政府推行國民教育，亦屬天經地
義之舉。如果這 「天經地義」不包括政府在內，就等同將
責任推卸給學校，天地不容。

二、學校專業自主
「教育歸教育，辦學團體及學校可以自行決定是否開

展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可以自行決定是否要獨立成科，以
及可以自行決定推行科目的方式和時間」。

政府一聲取消三年開展期，對於那些遵循政府政策，
已經開展國民教育科的學校來說，到底將會得到什麼支援
？ 「德育及國民教育課程指引」涵蓋小一至中六，小學及
初中是根據 「指引」去設計課程的，一旦撤銷的話，獨立
成科者，將何去何從？高中及不獨立成科者，又以什麼為
依歸？以往推行公民教育，尚有 「公民教育指引」可依，
如今推行國民教育，卻頓變無依無靠，學校成了國民教育
的孤兒，豈不悲哉？

三、尊重程序
「政府過去多年醞釀和制定的政策，包括有關德育及

國民教育的政策，有機制，有程序。同樣地，任何既定政
策的重大改動都要跟機制和程序處理。這是我們管治的重
要依據」。

尊重程序，緊守程序，是香港賴以成功的基石。近年
包括立法會議事廳在內，都出現但求目的，不擇手段的情
況，每每利用衝擊的方式，達到目的，這樣不單止衝擊政
府管治，更衝擊香港賴以成功的基石，此風不可長，否則
後果堪虞。因此，無論政府決定如何處理德育及國民教育
科或其 「指引」，都應該回歸到既定程序辦事，總不能用
一個委員會，去否定另一個委員會的工作。

儘管浸會大學對於 「芳鄰」 前李惠利
工業學院校區覬覦已久。但雙班年到來仍
只獲准暫租其三分之一地皮，其餘部分拱
手讓予香港理工大學。近日，理大開放修
葺一新的校區供傳媒參觀。該校發言人表
示，理大獲政府資助租下此校區，將節約
千萬租樓費用。但對於理大校區宛若鑲嵌
於浸會大學校園內，浸大學生不無微言。

本報記者 成野

【本報訊】鏞記酒家爭產官司尚未判
決，酒家第二代掌舵人兼董事總經理甘健
成上周五病逝，終年六十六歲。家人正處
理其身後事，但未決定鏞記控股清盤案會
如何處理，並強調公司日常運作不受影響
。為哀悼甘健成去世，下月舉行的鏞記七
十周年慶典亦會取消。

鏞記控股清盤案已於今年初審結，法官押後宣判
，至今未有裁決。據悉，鏞記酒家董事總經理甘健成
與二弟甘琨禮對簿公堂後，心情轉差，健康狀況大受
影響，一直在家養病，未有外出。他生前有吸煙習慣
，但近年已按醫生建議戒煙。中秋節當日曾送禮予友
好，並以手機訊息回覆對方的致謝，酒家員工亦指事
發前數天，曾見過甘健成到酒家。

疑官司影響心情損健康
直至上周四晚，甘健成在寓所一睡不起，翌日清

晨家人才發現他陷入昏迷，送院後證實不治。家人現
正處理甘健成的身後事，但暫未決定官司會如何
處理。

鏞記酒家由甘健成的父親甘穗煇白手興家創辦，
至今已七十年歷史。甘穗煇年少時在一家酒樓當學徒
，經常偷看師傅烹調燒鵝，學懂箇中秘技，炮製出與
別不同的燒鵝，並由最初的燒味大牌檔，經營至現今
成為資產逾十數億元的飲食王國。

甘健成少年時代便跟隨老父到酒家工作，主要學
習廚房的工作，如買料、烹調等。他曾表示，為了努
力工作，不被同年朋友邀往玩樂，索性日常都穿着舊
式唐裝衫，令朋友覺得他很 「老土」而不與他玩，此

後數十年他便一直以唐裝衫褲示人。
一九七九年甘穗煇退休後，甘健成出任酒家掌舵

人，並曾榮獲《飲食天王》致敬榮譽大獎。近年，甘
健成不滿控制權落入二弟甘琨禮手中，於前年以債權
人身份入稟高院，申請將酒家母公司鏞記控股清盤，
案情指甘琨禮成為大股東後，兄弟二人不能合作，為
兄者遂要求清盤。

審訊期間，年約八旬的甘老太麥少珍為兩子的股
權糾紛親到法院作供，與甘健成連成一線，並披露丈

夫○四年過世後，甘琨禮曾提出賣掉鏞記，大家分錢
，她堅決反對。甘老太曾指最遺憾是與琨禮一家關係
破裂。案件今年三月審結，但至今未有裁決，甘健成
終未能得知裁決結果。

原定70周年慶典將取消
鏞記下月將舉行七十周年慶典，近日正忙於籌備

，為隆重其事，特意在鏞記菜譜中選出七十款經典粵
菜，但家人為哀悼甘健成去世，慶典活動將會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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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慶祝二○一一／一二學年
「英語大聯盟」計劃圓滿落幕，語

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於十月六及七日舉辦
「English is Everywhere」英語同樂日，共有來自逾

一百二十五間學校參加。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常任秘
書長謝凌潔貞與學生們一起遊戲，其樂融融（如圖）
。吳克儉表示： 「英語同樂日正好展示學生透過參與
各種富趣味及創意的活動學習英語。」

小特首倡設防災科學館

圓滿落幕

的士撞車的士撞車 復遭鐵欄插車廂復遭鐵欄插車廂

懲署疑再涉打犯人
【本報訊】就有報道指懲教署對一名還押中的非洲裔女

囚犯濫權施用胡椒噴霧，署方基於指控嚴重，署方已指派一
名高級人員接見該在囚人士了解情況。

懲教署發言人稱，署方亦已即時安排該在囚人士驗傷，
根據驗傷報告顯示，她並沒有表面傷痕。

根據該在囚人士的描述，與報道有所出入，署方會盡快
聯絡涉及事件的甘浩望神父，以澄清事件及了解情況，決定
會否作內部調查或轉交其他執法部門跟進。

此外，對於該報指稱今次事件是繼毒打犯人致死後另一
宗事件，懲教署指出，死因裁判法庭已於本月五日對相關案
件展開死因研訊，在研訊完成後，會對死者致死的原因有一
個公平及公正的裁決。

港老扒手皇崗失手被捕
【本報記者黃仰鵬深圳七日電】一名六旬香港男子因涉

嫌趁國慶長假口岸出境人潮擁擠，企圖盜竊旅客財物，日前
被深圳警方抓捕。據深圳警方透露，該男子早前曾是活躍在
落馬洲和皇崗口岸之間的職業扒竊慣犯，該案已移交地方派
出所進一步審理。

本月三日上午，深圳皇崗邊檢站接到旅客劉先生報警，
稱其在三樓抓獲了一名小偷。劉先生介紹，他當時正與團友
在旅行團候檢大廳集結排隊出境，突然感覺身後有人伸手掏
其褲兜中的錢物，發現一名身穿黑色上衣的男子手裡正拿着
從他兜裡掏出的一千七百元人民幣。劉先生當場呵斥要求該
名黑衣男子立即歸還錢物。不料黑衣男子口頭答應的同時，
抓錢的手卻迅速往後一收，錢財就立即被轉移到了另一名男
子手中，兩人攜款飛跑，僅黑衣男子被抓獲。

經民警訊問，該名黑衣男子姓曾，今年六十歲，香港人
，確實有扒竊他人錢物的嫌疑。翻閱多年前香港入境事務處
備案的扒手名單，發現被香港稱為職業扒手的 「老江湖」曾
某的大名在冊。

▲理大九龍塘校區，校方稱餐廳歡迎
浸大學生用餐

◀理大浸大兩校僅用幾個花盆隔開

▲涉禍本田跑車（圖左）及掃欄的士▲涉禍本田跑車（圖左）及掃欄的士

（圖右）（圖右）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 麥國良攝麥國良攝

▶▶的士擋風玻璃的士擋風玻璃被鐵枝撞穿被鐵枝撞穿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 麥國良攝麥國良攝

▲甘健成終年六十六歲

▶鏞記酒家以燒鵝馳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