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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數族裔生六成讀非主流校

【本報訊】實習記者張嘯報道：處於快速成長期的
青少年，無不渴望更多的自我表達，或者在舞台上展示
自己。 「GAPSK普通話才華大賽暨2012小小朗誦王總
決賽」將提供這種機會，明年一月開賽。

普通話才華大賽即日開始報名，分演講、主持人
、講故事、報告新聞、歌唱比賽以及唱遊表演共六個
項目，唱遊表演音樂遊戲、聽音做動作、唱歌表演、
兒童舞蹈限 3 至 5 人一組。 「朗誦王」比賽必須使用
指定誦材，且僅限曾獲得各大普通話朗誦比賽前三名
的學生參加。

評委何國祥指出，目前香港學生使用普通話的能力
參差不齊，希望通過活動來提升學生的語言應用能力。
中聯辦教育科技部副部長莫錦強亦同意香港學生應該加
強普通話能力，未來兩地經貿和交流需要更多熟悉普通
話的人才，香港學生未來若從事服務業掌握普通話更能
如虎添翼。

同為評委的國家一級演員李韞慧，即場重現她以前
為動畫 「聰明的一休」配音的場景，一人同時擔當完全
不同的兩個角色的聲線，並模擬兩個角色的對話。

「普通話才華大賽」和 「2012 小小朗誦王」，均
擬在2013年1月5號舉行。就讀K1至K3，小一至小六
的學生均可參加，報名費由港元四百二十至八百八十元
不等。詳情可電31010800或瀏覽www.gapsk.org

【本報訊】記者彩雯報道：2012 年國際發
潛能教育聯盟世界會議暨發潛能學校大獎頒獎禮
昨日於香港浸會大學舉行，連辦三天。27 間學校
獲得 「發潛能學校大獎」，內地和本港分別佔三
成和五成。

人類對認知、開發自己潛能的熱情不減，從
孩提時代就力開發智力、激發潛能，香港也不
例外。本屆國際發潛能教育聯盟世界會議以
「超越自我」為主題，共吸引來自內地、香港、

美國、新加坡的逾五十間中小學、幼稚園及特殊
教育學校參加。

國際發潛能教育聯盟（IAIE）至今已成立
30 年，主張採取 「尊重」、 「信任」、 「關懷」
及 「樂觀進取」態度，建立正面校園文化，配以
「刻意安排」的教育策略，透過 「人物」（people

）、 「地方」（place）、 「政策」（policy）、
「課程」（program）與 「過程」（process）構成

5P綱領，發學生全面發揮個人潛能。自2002年
引進香港，近二百間學校正採用。

為鼓勵學校推行發潛能教育，聯盟設立了 「
發潛能學校大獎」以鼓勵首次推行的學校。同時
亦有 「發潛能學校成就大獎」鼓勵獲頒 「發潛
能學校大獎」並在繼續推行發潛能教育中有突出
表現的學校。IAIE（香港）會長朱偉明表示，今年聯
盟邀請到美國、加拿大、印度、匈牙利、泰國、新

加坡、澳洲和內地五個城市參加發潛能教育的旅
行。

今年獲得 「發潛能學校大獎」的包括北角
民生幼稚園暨國際幼稚園、中華基督教會基順學
校等本港學校。

【本報訊】記者成野報道：享譽 「歐元之父」的諾貝爾
經濟學獎得主蒙代爾，昨天在香港理工大學 「穩定全球經
濟」研討會演說，表明人民幣將有望發展為全球軸心貨幣
之一。

為慶祝香港理工大學七十五周年校慶，理大昨日於理
大教學酒店唯港匯舉行國際經濟研討會，蒙代爾表示，

「當人民幣準備好自由兌換，一個新的且龐大的貨幣區將
建立，與美元和歐元比肩」，「DEY」（美元、歐元、人
民幣）這三隻貨幣將涵蓋全球生產總值的一半。

蒙代爾續稱，全球經濟未來需建立新的國際貨幣體系
，主要國家的貨幣之間建立起固定的匯率，為全球提供穩
定的世界貨幣， 「全球經濟需要全球貨幣」。身為 「歐元

之父」的他繼續力撐歐元
， 「歐洲和美國貨幣區貢
獻了至少四成的全球經濟
」，他提議首先要確定歐
元和美元之間的固定匯率
，例如介於 1.2 至 1.4 之
間。

蒙代爾現為美國哥倫
比亞大學教授，1992 年
獲得者諾貝爾經濟學獎。

【本報訊】 「書寫十年．浪漫歷險」金鈴分享會將
於本周六下午二時半至四時假灣仔莊士敦道 30 號天地
圖書地庫展覽廳舉行，歡迎有興趣人士報名（http://
web.cosmosbooks.hk/Default.aspx?ID=201）出席。蒞臨
講座的讀者可獲限量紀念版禮物，更有機會獲得金鈴特
別在各地搜尋回來的禮物。

【本報訊】由新界校長會主辦，教育局、香港島校
長聯會及九龍地域校長聯會協辦的第七屆 「今日公益，
明日領袖」社會服務計劃即日起接受申請，截止日期為
11月28日。

去年已有約八百位來自 22 間本地中學的學生參與
，計劃冀讓學生透過實踐計劃以關心社會、扶助社群，
培養共通能力及發揮領導潛能；同時致力建立分享平台
，藉此互相觀摩，交流經驗。計劃詳情和申請表格可於
www.ntsha.org.hk/查詢。

【本報記者吳昊辰北京電】由國家教育部
、李兆基基金會和香港培華教育基金會共同合
作開展的 「千名中西部大學校長海外研修計劃
」近日在京舉行啟動儀式。該計劃由李兆基基
金和培華基金出資 8000 萬元，在 2012 年到
2016 年間，資助 1000 名中西部地方公辦高校
領導幹部赴海外研修培訓。

啟動儀式後，第一期培訓項目五個班次的
125名中西部高校校長將分別赴美、英、德、
澳四國研修學習。該項目旨在提升中西部地方
高校辦學水平，加強中西部地方高校校長的辦
學治校綜合能力。

國家教育部副部長郝平在啟動儀式上表示
，中共十八大報告強調，到 2020 年，中國要
進入人才強國和人力資源強國行列，對推動高
等教育內涵式發展提出明確要求。 「千名中西
部大學校長海外研修計劃」得益於李兆基基金
會和香港培華教育基金會的大力支持，是落實
《教育規劃綱要》、實施中西部高等教育振興
計劃的重要部分。希望各高校校長珍惜機會，
對所到國家的教育發展情況提前預習，多做功
課，帶問題和思考投入研修，將所學融入今
後工作中。

李兆基基金會代表李家傑表示，中西部的
大學有很大發展空間。今年五月李兆基基金和
香港培華教育基金會出資 8000 萬元人民幣，
與教育部合辦這項計劃，在五年內資助 1000
名中西部大學校長到歐美著名大學實地考察培
訓。參與這項計劃的高校有幾百家，一家高校
每年有幾千名畢業生，估算整體受惠學子達到
幾十萬人。

教育部港澳台事務辦公室常務副主任趙靈山接受採
訪時表示， 「千名中西部大學校長海外研修計劃」是國
家振興中西部高等教育計劃的一個組成部分，主要滿足
中西部非省會城市的地方大學校長培訓，因為這些學校
領導出國的機會可能少於東部高校。項目向少數民族幹
部和女性幹部傾斜。

他表示，此次的課程內容設計非常專業，比如大學
的人才治理結構如何配備、大學和企業的關係、大學服
務地方經濟的關係等。培訓結束後，校長們要提交考察
報告，分享先進的高校辦學治理理念。

【本報訊】為答謝其士國際
集團主席周亦卿捐款二千萬港元
，香港科技大學將大學圖書館綜
合研習坊冠名其士國際集團，科
大校長陳繁昌和捐款人周奕卿近
日出席命名儀式。

為配合 21 世紀學生及三三
四全新學制的需要，科大圖書館
特設綜合研習坊。研習坊面積達
1,800 平方米，並劃分成四大區
域，包括創意媒體區、資訊科技
研習區、研習空間及休憩區，透
過互動而先進資訊科技設施的環
境，陳繁昌希望可幫助學生做學
問、研究及自學。

周亦卿自 1993 年開始，大
力支持科大發展，資助推動各類
型的教研項目發展。他希望 「綜
合研習坊」能夠幫助推動同學之
間的學習交流，並為社會帶來裨
益。

出席命名禮的嘉賓還有，科
大及校董暨其士國際集團執行董
事周維正、科大首席副校長史維
、副校長翁以登、大學圖書館館
長陳麗霞、其士國際集團副董事
總經理譚國榮等。

【本報記者張帆上海十四日電】復旦大學今天首次
舉行國際開放日活動。來自馬里蘭大學、加州大學系統
、馬德里卡洛斯三世國王大學、巴黎理工等全世界 20
多所大學的代表應邀到來，旁聽有關英語課程，參觀學
校的各類教學、生活和科研設施。

截至2011年，復旦大學在校本科留學生達1818人
，攻讀碩士、博士學位留學生761 人，規模在 「985 工
程」高校中排名首位。該校共開設全英語課程181門次
，比上年增長 10.4%。現有國家級雙語教學示範課程 5
門。此外，復旦大學還開設了包括 「中國經濟」、 「中
國社會」、 「中國政治與外交」等 15 個英語國際碩士
學位項目。

今天也是復旦大學經濟學院 「中國經濟」英語國際
碩士項目五周年慶典日。截至2012年9月底已有121位
留學生從 「中國經濟」項目畢業，目前在校學生中，包
括碩士生57人，進修生26人。

復旦經濟學院副院長尹翔碩表示，復旦大學將於近
期出版EMA中國經濟系列叢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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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元之父：人幣或成軸心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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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話才華大賽開始報名

天地圖書辦分享會周六舉行

領袖計劃接受中學生申請

【本報訊】特區政府統計顯示，本港現有四萬餘
名適齡就讀的非華語青少年和兒童，其中二萬五千人
在港出生。入學的三萬六千人中，六成就讀於非主流
學校。

立法會議員蔣麗芸接獲非華語人士（俗稱少數族
裔）投訴，指子女難過中文關而未獲主流中學及大學
錄取，她質詢局方有何對策。教育局局長吳克儉表示
，政府統計顯示，本港非華語適齡學生，三至五歲約
八千五百，六至十一歲的一萬七千多，十二至十七歲
的近一萬五千人。以出生地劃分，六成在港出生。以
幼童為例，五千八百多人在港出生，足足為其他地方
出生者的一倍多。在學的非華語學生，共三萬六千餘
人，入讀官津和直資等公營學校的計一萬三千人，至
於國際或英基學校的則為二萬二千人。

吳克儉表示，為協助非華語學生學好中文，教局
委託香港大學營辦 「學習中文支援中心」，全港共有
十五個中心分在較多非華語學生居住的地區，為他們
於課後或假期提供輔導課程。

教局落實由2012/13學年開始，擴大目前資助非
華語學生報考綜合中等教育證書（中國語文）的安排，
以涵蓋國際普通中學教育文憑試、普通教育文憑試高
級補充程度及高級程度的中文考試。

針對非華語青年持續進修及就業，職訓局轄下新
設的青年學院已於2012/13學年開始運作，特別為非
華語學生提供專項支援，職訓局新設的青年學院收生
時，會優先考慮取錄非華語學生。勞工處亦於所有就
業中心特別設立資訊角和專門櫃，以協助非華語求
職人士。

全港公營中學自 13/14 學年起，中一每年每班減 1 人，3
年間逐步由 36 人減至 33 人（ 「111」方案）。針對收生下跌
「重災區」，局方容許學校彈性決定 「211」方案，即 13/14

學年中一減派2人、14/15及15/16學年各減派1人，即3年共
減4人，若個別中學屬意採用 「211」方案亦可向教育局申請
，但校方須尊重協議，待學生回升後要接受 「可加可減」機
制，適當加回派位人數。

各區的中學校長會昨日召開會議，諮詢區內的中學採用

「111」或 「211」方案，中學議會及 18 區中學校長會聯席
會議將整理各區意向，將於本周五前回覆教育局。待政務司
司長林鄭月娥回港，再與教育局及財政部門審議，預料下周
後期才會正式宣布，可望趕及新學年中一收生程序啟動時落
實。

中一每年每班減1人
按今年全港 400 間中學共開設 1,833 班中一推算，若全部

學校均採用 「211」方案，預期13/14學年可減少3,666個，但
仍未能抵銷升中人口的跌幅，料出現1,700個剩餘學額，相當
於54班中一級。在 「重災區」元朗和屯門，數據顯示即使全
部學校採用 「211」方案，未來兩區仍分別面對學生人數下跌
挑戰。教育局文件顯示，元朗區升中生將由 5,561 人減至
2016/17學年的4,132人，減少1,429人。

荃葵青區中學校長會主席何滿添表示，即使實施局方可接
受上限的「211」方案，單是葵青區仍會剩餘超過 600 個學額，
建議局方明年中一派位程序完成後，再檢討之後兩年的安排。

東區中學聯會主席羅世光表示，基本上接受 「211」方案
，但他說， 「321方案是較理想改善教學質素，以及配合人口
下跌的情況，日後將繼續與局方磋商。」

葵青區剩600學額
黃大仙區中學校長會主席劉瑤紅亦表示，區內校長亦認為

「321」方案是相對理想。她期望，最終方案可穩定教育生態
，不會出現殺校或縮班情況，但實際要因應區內人口數據，決
定最終明年減1還是減2。

教協總幹事兼立法會教育界議員葉建源批評， 「211」或
「111」方案都不能根本解決問題，預料仍會出現大量縮班殺

校，他推算明年將縮減 80 班中一，至 2016 年中一級縮減 160
班，最少48所中學收生高危。

針對明年本港升中人數銳減逾5,400，教育局與學界多番拉鋸達成初步共識，同意由下學年（2013/
14）起，採用 「211」 或 「111」 減派方案，一條龍、聯繫及直屬學校則可豁免。目前元朗、東區及大埔
等區已達成共識，中學採用 「211」 方案，但最少5區對新方案仍有保留。教協推算即使採用 「211」 或
「111」 方案，明年中一仍要縮減80班，導致130多個超額教師。

本報記者 劉家莉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蒙代爾認為，人民幣將
有望發展為全球軸心貨
幣之一

▲郝平副部長（左一）在 「千名中西部大學校長海
外研修計劃」 啟動儀式上致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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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彩雯攝

▲入學的三萬六千非華語青少年和兒童中，六成就讀
於非主流學校

■荃葵青區中學校長會主席何滿添
（上圖）表示，即使實施局方可接
受上限的 「211」 方案，單是葵青
區仍會剩餘超過600個學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