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人民共和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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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海楓國際投資顧問有限公司：

本院在審理（2012）穗越法民二初字第3848號原
告林靜訴被告廣東海楓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委託合同糾
紛一案中，該案的處理結果可能與你方有法律上的利
害關係。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五十
六條的規定，特通知你方作為本案第三人參加訴訟。
因你方目前下落不明（無法直接送達），根據《最高
人民法院關於涉港澳民商事案件司法文書送達問題
若干規定》第九條的規定，向你方公告送達起訴書副
本、開庭傳票、證據等應訴材料。自本公告發出之日
起，經過三個月，即視為送達。你方提出答辯狀的期
限為公告期滿後的三十日內，舉證期限為三十日（含
答辯期三十日）。本案定於2013年3月15日上午9時
00 分在本院（廣州市越秀區寺右北一街三巷一號）
231法庭公開開庭審理。逾期將依法缺席審判。

特此公告
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二○一二年十月十五日

家長望子成龍，為子女報讀playgroup、興趣班已是指定活
動。一項調查發現，近六成受訪者曾為子女報讀英語課程或活動
，更 「迷信」 外國人教授英語一定好。但有一成家長直言，子女
完成課程後英語毫無改善。負責機構建議家長，應首重子女程度
和意願，切忌過分催谷。

本報記者 劉家莉

希望升學時個人檔案內容豐富

中大研發食糊軟件

二〇一二年十月十七日 星期三B13教育責任編輯：唐偉雄

【本報訊】實習記者彩雯報道：打麻將最得意
的就是 「食糊」那一刻，因為有贏家的成就感。香
港中文大學學生不但要將自己 「細菌發電裝置」的
研究拿到國際比賽冠軍，還要推動項目走向實踐，
並將團隊工程管理軟件研發推廣，對他們來說才算
「食糊」。

「細菌發電」項目去年已在國際遺傳工程機器
設計競賽中獲亞洲區金獎。不過這個不算 「食糊」
， 「實際操作方面仍有很大空間，所以用大半年繼

續研究。」項目隊長化學系宋凱表示， 「食糊，工
作管理員」軟件特殊在與facebook的融合，及 「拖入
上傳」的便捷文件共享操作。通過facebook可以將量
化的隊員工作和資料共享。

中大電子工程系助理教授榮本道表示： 「同學
完全靠自己完成繼續研究所需資金的籌集、搜集實
驗材料、不同學系、年級學生的組織等一系列工作
。」宋凱估計一旦獲得資助繼續研究，一到兩年後
會有進展。

有關德育及國民教育的爭議聚焦在洗腦這個
偽議題，筆者認為十分可惜。作為教育工作者，
我固然認為培養學生的獨立思考十分重要。但是
在資訊自由、中西文化匯聚的香港進行洗腦，真
是匪夷所思。但培養學生的獨立思考真的不容易
，不自覺地以有色眼鏡看國情世情亦真的十分普
遍。是以有無國民教育也好，培養學生的獨立思
考是極具挑戰的教育使命！

對於反對國民教育陣營的很多論點筆者其實
十分認同。首先，筆者向來以世界公民自居。幾
十年來掛在家中大廳的一幅字，是我七十年代留
學加國時代一封家書內的短句： 「廣闊的天地就
是我的家，自由自在就是我的理想。」我在加拿
大生活的時候關心當地政經發展，全身投入加拿
大社會，關心華人社區，做過報章雜誌編輯、為
老人家派過餐、又為當地孩子教過中文班，全都
是義務工作；回到香港，我又變回香港人，同樣
關心香港、中國，也同樣關心世界。

我預科時讀過歷史，知道狹隘民族主義如何
可怕，因此十分認同國民教育不能宣揚狹隘民族
主義，我甚至不認同孫中山三民主義中的民族主
義。我參觀過南京的萬人坑，我唱黃水謠 「自從
鬼子來百姓遭了殃」一段時真的十分難過。但我
卻寫過一首 「不必」的詩，其中一段提出：

大和子孫，
你不必為先人的罪孽開脫，
也不必因你是他們後人不悅。
能否頂天立地只須看你自己，
坦蕩生平全憑你的努力！

最後一段我是這樣寫的：

不必，因為善惡從來不分種族，
賢愚從來只繫於一念。
惡行永遠是人類的詛咒拜祭亦不能改變，
善行卻才是亡靈真正的慰藉：
古往今來，可曾變易！

我深信四海之內皆兄弟，廣闊的天地隨處都
可以為家，但我亦始終惦念着中國的發展，惦念
着過去一世紀的中國人的苦難。鴉片戰爭、甲午
戰爭、八國聯軍在中國 「分肥肉」、辛亥革命後
又要北伐討袁、幾十年的國共內戰、抗日戰爭、
乃至解放後的政治爭鬥、大躍進、文革，苦難好
像停不了。我想到辛亥革命後中國人的苦難，不
得不質疑孫中山搞革命是否錯誤，我開始想到康
梁的保皇派搞君主立憲是否對中國人民會更好。

我對於新中國的很多事情亦十分質疑。七十
年代中仍在加拿大修讀博士時我參加了一個三十
天的交流團。那時候正值批林批孔運動，國內不
停嚷着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口號。連無標題
音樂都被指為有階級性，一切藝術都要為政治服
務。國內官方媒體是一言堂，政治運動都鮮會出
現異見。這些情況我都覺得詫異和難以接受，我
不停地跟隨團的新華社幹部提出自己的看法。

可幸自從四人幫下台後中國出現了可喜的新
發展。鄧小平三落三起全面掌政後，決定不再搞
大型政治運動，全力務實地發展經濟，休養生息
下民生得以大幅改善。芸芸國家中，中國滅貧成
就最為突出舉世公認，且一躍而成為全球第二大
經濟體。可惜中國在法治和人權方面的發展仍然
落後，貪污腐敗亦十分嚴重。這些情況中央政府
也明白。開明的共產黨人都明白改革和反貪腐的
重要性。前幾天中央就剛發表了司法改革白皮書

，顯示中央政府對法律改革的認知和決心。

國教可推動國家進步
反國民教育大聯盟反對一味唱好的所謂國民

教育，得到很多市民支持。但是國民教育也可以
具批判性，而且長遠而言還可以推動國家進步。
反對者如果連具批判性、建設性的國民教育也容
不下、連關心中國發展也容不下，就等同為反對
而反對，筆者不能接受。

中國要進步，要向文明邁進，就需要國人團
結一心。如果有人否定國民的身份，認為中國的
發展與自己毫無關係，我無話可說。如果我們教
導下一代否定國民的身份，教他們對國事漠不關
心，我會認為是背棄作為老師作為家長的責任。

有人說自己認同中華但不認同中共，這點我
可以理解。但我要指出這思路可能有誤會之處。

有人認為共產黨腐敗和做過很多錯事。三反
五反、文革，乃至趙連海、高耀潔、陳光誠等維
權人士被迫害，所以難以接受。

但是指共產黨腐敗和做過很多錯事純屬誤會
。因為始終做錯事和腐敗的是人；一個政黨自己
不會做事。鄧小平自己就是被迫害的人；劉少奇
、胡耀邦、趙紫陽都雖然是共產黨人，卻也是被
迫害的人。是以與其反對共產黨迫害良民，不如
反對濫權的某些共產黨人迫害良民。

要易地而處思考政策
有人又會指是共產黨一黨專政，制度上縱容

掌權人濫權。制度上縱容掌權人濫權當然是大問
題須要改正，是以探討如何改革制度正是國民教
育的重大議題。但是，結束一黨專政是否就可防
濫權，大家可看一看印度。印度是全球最多人口
、政黨最多的民主國家。政黨卻都很腐敗。最近
一位以卡通譏諷政府腐敗的人就被控以叛國罪；

印度不少維權人士慘遭殺害；印度的腐敗程度按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的數據比中國更為嚴
重。推翻了腐敗的滿清不等同就推翻了腐敗。我
個人的看法是聚焦和監督一個黨、防止任何人濫
權的成功機會，比要監督多個黨的成功機會更大
，又可避免黨爭做成內耗。如果大家都以政黨為
手段，各以自己私利為先， 「上下交徵利」，國
家福祉必危危乎。如果大家都以謀國民福祉為目
的，路線儘管不同，我們可不需要多個政黨！大
家應虛心求證，放下黨爭而以團結為重，以公眾
利益為重。這不是說私利不重要，這只是說每個
人的私利都同等重要。公眾利益即眾人的利益，
要以易地而處去思考政策，不要只從自己利益角
度去思考政策。

是以筆者認為我們必須團結探討如何在 「防
範濫權」方面為中國建設更好的制度。作為小市
民小國民我們固然無權無勢難以直接參與，但我
們可以關心，可以討論，可以提出意見。我們不
要誤信只要達成政黨輪替就萬事大吉。與其奢想
政黨輪替就可以萬事大吉，倒不如全力關注現時
的執政黨如何可以建立更民主的自我完善機制。

以務實態度探討國情
筆者知道這些想法不是人人都會認同。但這

不要緊。如果大家樂見一個富強的中國、文明的
中國、幸福的中國，大家就應開心見誠，以求真
務實的態度探討中國國情。要中國更進步更文明
、要孩子更獨立更懂得明辨是非，我們要以身作
則。維護我們孩子的福祉、為國家為世界建設更
美好的將來才是我們最重要的核心價值。即使我
們未能為新中國建立完善的體制，只要我們真誠
地堅持這些價值！下一代或再下一代總會成功。

最後，為防國教科變成宣傳機器，我們可以
要求有家長和有公信力的人士有實質參與落實德
育及國民教育的機制，確保國教科循理性討論和
人文關懷的大方向發展。只要我們堅持理性討論
、明辨是非的大原則，我們便可培育更文明更尊
重其他國家民族的國民。大國崛起的 「大」，應
是大同的大而非自大的大。國家向文明推進一小
步，世界朝大同的理想就跨前了一大步。

堅持核心價值 關心中國發展
嶺南大學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何濼生

堂堂正正談國教

關嶺行動促立會調查超收
【本報訊】記者胡家齊報道：針對嶺南大學社區學

院（LUCC）及持續進修學院（LIFE）超額收生近兩倍
，關嶺行動昨早到立法會提交申訴書，促請立法會和嶺
大校董會會長陳智思介入調查。

關嶺行動發言人周雪凝表示，嶺大超收事件顯示政
府對專上學院自資課程監管不力，希望政府設獨立監察
機制監管。

香港幼兒教育及服務聯會今年六
月至七月期間，訪問了十五所幼稚園
及小學約三百名家長。結果發現，六
成四受訪家長相信，子女跟隨外國人
學習英語，會較跟隨本地人學習為佳
，但沒有留意外籍導師的認可資歷。
調查指出，近六成家長認為聘請外傭
可提升子女英語水平，故不少學歷較
高的外傭須 「一雞兩味」，既做家務
又要兼職擔任私人英語導師。

聘外傭提升子女英語
幼聯總幹事程德智表示，一般人

認為外國人就懂得教授英文，卻沒有

考慮其外籍導師的背景、認可資格等
，就像土生土長的香港人也不是每個
都能擔當中文或廣東話老師，小朋友
盲目跟隨外籍導師學習英語，可能會
適得其反。此外， 「外傭的母語並非
英語，亦沒有受訓成為正規英文教師
，家長不可倚靠外傭去提升子女英語
能力。」

調查亦指出，有五成家長，為了
讓子女完成功課和獲取證書才報讀英
語課程，而非子女意願。程德智認為
，不少家長為子女考獲證書，希望日
後升學或面試時個人檔案（Profile）內
容豐富，結果不少家長抱羊群心態

「人報我報」，沒考慮子女意願及程
度，導致小朋友 「死記爛背」只為考
獲證書。

程德智又指出，不少家長犯了
「望子成龍七宗罪」，例如外語愈學

愈多，反而容易造成混亂，導致學童
溝通能力下降，最後可能只懂講BB話

。她又認為，家長報讀課程應寧缺莫
濫，須考慮經濟壓力，避免 「人報我
報」，太多課程編排亦容易破壞家庭
和諧。她又舉例，曾接觸一名小學男
生，雖然成功入讀名校，但入學後，
身邊同學的成績都很好，兒子開始失
去信心，甚至出現抑鬱。

六成家長迫子女讀英語班

為嘉許品學
兼優的清貧大學

生，行年九十歲的慈善家余彭年（左三）設
立一千六百萬獎學金，平均分配予香港大學
、中文大學、科技大學和理工大學，各校名
額一百人。中大校長沈祖堯、理大校長唐偉
章、科大副校長翁以登、港大副校長周肇平
，昨天分別代表校方接收捐款，並向余老致
謝。 本報實習記者 張嘯攝

【本報訊】大學教育
資助委員會昨日公布，八
大資助院校畢業生國際英
語水平測試（IELTS）成
績。以九分為滿分，整體
平均分為六點七二，較去
年六點六九分略為進步。
八大院校中，以香港大學
成績最好，平均考獲七點
一一，成績最差則是教育
學院，平均分為六點三四
分。（見附表）

今年有一萬一千八百
名畢業生應考 IELTS，佔
總畢業生人數六成四。考
試分讀、寫、聽、講四份卷，按學生能力以一至九分評級
，六分代表學生英語水平良好、七分代表優良，今年約有
八成半考生取得的總分在六至七點五分之間。在 IELTS 四
個單元測試中，應屆畢業生在 「閱讀」及 「聆聽」的成績
較好，平均分分別為七點三二及七點二二。 「書寫」及
「會話」平均分則為六點零一及六點零六。

八大院校中，只有教院成績下跌，平均分較去年下跌
零點零二分，以六點三四分再度 「包尾」，其餘院校的平
均分都較去年略升零點零一至零點零五分。

教育學院曾被教資會質素核證報告批評學生英語水平
較弱，其發言人表示，根據剛推出的語文政策，英文主修
學生須在畢業前於 IELTS 中最少取得七分，以應付教學及
工作需要。剛公布的IELTS，主修英文的畢業生平均分為七
點一九，當中逾一成考獲八分。教院認為整體學生的英語能
力仍有改進空間，將繼續加強英語能力課程及對學生的語
文支援，包括英語增潤課程、海外沉浸課程及交流活動等。

余彭年千六萬捐四大

IELTS成績 港大最佳教院最差
八大畢業生IELTS

平均成績
院校

城大
浸大
嶺大
中大
教院
理大
科大
港大
整體

資料來源：教資會

10/11
學年
6.43
6.57
6.43
6.96
6.36
6.55
6.75
7.06
6.69

11/12
學年
6.45
6.62
6.44
6.97
6.34
6.55
6.76
7.11
6.72

◀六成四
受訪家長
相信，子
女跟隨外
國人學習
英語，會
較跟隨本
地人學習
為佳

議員今提撤國教科動議
【本報訊】教育界議員葉建源於今日新一屆立法會

大會上提出首項動議，促請政府撤回 「德育及國民教育
科」，並要求教育局局長吳克儉下台。三個分別支持和
反對國民教育科的組織，亦於今晚在政府總部集會。

「國教FORUM」表示坊間對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討
論熾熱，有欠公道和持平，故搭建一個理性及公開的討
論平台讓市民表達 「如何健康推動國民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