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毋離毋離
科學科學

本港學生生源驟落驟起和政府政策失誤，令中小學先後承受縮班
殺校潮。為免重蹈覆轍，一批資深教師發起成立全港第一個包含中小
學而跨地域和跨宗教的 「香港副校長會」 ，主席黃晶榕表明當務之急
是跟進中學縮班問題。執委會本周五將率先商議展開副校長專業發展
研究，為明年的學術論壇作準備。

本報記者 呂少群

全港首個副校長會成立
關注縮班殺校 提升教育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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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賽德斯─奔馳香港有限公司
（Benz）日前推出全新A系列平治小型
轎車，該系列汽車無論外觀或車廂設計
均更顯年輕、動感。除用料精巧細緻，
配置強勁的引擎，同時亦配備尖端的安
全輔助系統。汽車整體表現舒適，性能
高，且耗油量低、排放低，再次成為同
級汽車的典範。全新 A 系列三款型號
A180、 A200、 A250Sport 售 價 由 港 幣
$262,000至港幣$404,000不等。

車身展現動感線條
全新A系列的車身比上一代降低了

160毫米，車頭中央綴有平治標誌，頭
燈輪廓分明，並加入 LED 日間行車燈
的功能、防撞桿兩旁的加大型入風口，
整體線條流暢，更顯其動感的車身設計
。車廂為五座位設計，車尾箱的容量達
341升。若將全排後座椅摺疊起來，容
量可達至 1157 升，而所有型號的後
座靠背都可向前摺合，形成 60：40
比例。

全新的汽油引擎不但能符
合高動力輸出，而燃油效益更
是 勝 人 一 籌 。 採 用 了 ECO
start/stop自動環保節能停車熄
匙 系 統 及 嶄 新 的 引 擎 配 上
7G-DCT 雙離合器變速箱。
而配置於 A200 的全新引擎，
採用直接噴注技術及渦輪增壓
設計，可輸出 115 千瓦（156
匹馬力），扭力為250牛頓米
，不但擁有強勁的動力表現，
而行走每 100 公里僅耗用 5.4
升汽油，耗油量比上一代的少
26%，而每公里僅排出 127 克

二氧化碳。配置於 A250 Sport 的引擎
，馬力輸出為 155 千瓦（211 匹），扭
力為 350 牛頓米，耗油量為 6.4 升（每
100 公里），每公里排出 148 克二氧化
碳。

多元嶄新配備安全標準高
其標準配備包括：附有記憶功能的

司機座椅，Audio 20音響系統和設有
十二按鈕的多功能軚環。而一般只應用
於較高級的車系列配備，包括智慧照明
系統，自動滑動全景式玻璃天窗、配上
ARTICO 人造皮的儀表板，亦可供選
擇。此外，一些只有高級型號的安全輔
助系統，亦於全新A系列中進一步發展
，當中包括、專注力警示系統（標準配
備）、主動泊車輔助系統（標準配備）
、斜坡防溜功能（標準配備）、斜坡起
步輔助功能（標準配備）、乘客主動防護
系統（選擇配備）、後視攝像鏡（選擇
配備）。

丁曉萍

國金中心，人龍再現。不過今次並非排隊買iPhone，而是排隊飲中國
電信送出的免費 Amanda 美女 Latte。中國電信日前（11 月 22 日）感恩節
為慶祝公司於2012年再次屢獲殊榮，感謝各界支持，再次送出2,000杯咖
啡。由於咖啡是來自名模Amanda S開設的咖啡店petite Amanda，因此早
上九點開店前已吸引數十人在國金商場排隊等候，而滿帶笑容的Amanda
S也一早已經在店內準備泡咖啡。據了解到下午三時，所有咖啡已經換領
完畢。

「嘆咖啡、顯愛心」
中國電信的企業管理多年來獲得國際資本市場的高度評價，今年獲多

家國際權威金融機構頒發多項大獎，包括獲權威財經雜誌《Euromoney》
及《FinanceAsia》先後評選為「亞洲最佳管理公司第一名」，顯示基金經理及
分析師充分肯定中國電信在公司管理及企業管治的優秀表現。

「嘆咖啡、顯愛心」，中國電信今次在送上咖啡感謝大家支持的同時
，亦為有需要人士送上關愛。

大家每換領一杯咖啡，中國電信將捐贈一包 2 公斤白米予 「食物銀
行」，即共捐贈2,000包2公斤白米，希望可幫助2,000個有需要家庭一星
期的溫飽。

Tory Burch LLC 以 及 DFS 集 團 日 前 慶 祝 兩 間 TORY
BURCH時裝店在澳門隆重開幕。開幕儀式於新濠天地的品牌時
裝店中舉行，大會邀請到楊穎（Angelababy）為榮譽嘉賓，並主
持剪綵儀式，而其他出席嘉賓還包括演員兼模特莊思敏及 2012
年國際中華小姐冠軍張曦雯。

首間 Tory Burch 澳門專門店設於新濠天地，另一間品牌時
裝店則設於四季．名店購物廊中，兩間新店均位於 DFS 之內。
新揭幕的兩間 Tory Burch 時裝店均備有品牌的多個系列，包括
成衣、手袋、鞋履、小皮具、飾品以及眼鏡等等。店舖的裝潢由
品牌CEO兼設計師Tory Burch的生活風格概念啟發，店中的橙
色烤漆大門與晶雕細節，均貫徹全球各地 Tory Burch 專門店的
獨特美學設計。

Tory Burch為紀念澳門新店開幕，推出4款大中華區獨有產
品。產品只在新濠天地及四季．名店專門店有售，包括：駝色蜥
蜴皮小號樹脂相框袋、Robinson 迷你方形手提袋、長形銀包以
及白色化妝袋。樹脂相框袋是2012年秋季時裝展的主要配飾，
而 Robinson 系列則以 Tory 的父母 Buddy 及 Reva Robinson 命名
，兩人均是經典、隨性風格的體現。 丁曉萍

新鴻基地產（新地）旗下商場一直貫徹以心服
務精神，今年三位分別任職 APM、新都會廣場及
新城市廣場的親客大使，晉身由香港零售業管理協
會舉辦的 「2012傑出服務獎」─零售（服務）商
場管理之基層級別總決賽，最後由APM的羅翠智
脫穎而出，成為香港商場界別的首位得獎者。

「傑出服務獎」被喻為服務業中的 「奧斯卡」
，今年已為第 27 屆，共 888 人參賽。評判團由業
內專業人士組成，評選過程嚴謹，經過神秘顧客評
審、小組面試和個人面試，以專業形象、表達技巧
、人際溝通和服務意識等四大標準評分。

新地代理租務部總經理馮秀炎表示： 「秉承集
團 『以心建家』的精神，面對數以百萬計的龐大客
流，APM 把商場的詢問處變身為顧客服務中心，
由訓練有素的客戶服務主任為顧客提供貼心及多元
化服務，身穿制服、笑容親切的親客大使已成為新
地商場標誌。」

澳門威尼斯人度假村酒店於日前正式為全亞洲首個及
澳門最大型的冬日節慶盛事─ 「冬日威尼斯」揭幕。由
即日起至 2013 年 1 月 13 日，整個澳門威尼斯人將幻化成
一個壯麗非常的冬日王國，為澳門帶來為期八周的聖誕節
慶活動。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旅遊局的大力支持下，
「冬日威尼斯」將成為澳門最富娛樂性及趣味的聖誕繽紛

盛事，並設有名為 「幻彩四季」的全球其中一個最大型戶
外3D光效投射匯演。

在為期八周的 「冬日威尼斯」慶祝活動裡，訪客可以
體驗全方位的冬日樂趣，其中一個重點推介項目就是世界
著名的《冰上天鵝湖》表演。《冰上天鵝湖》將會於威尼
斯人劇場隆重上演，由蜚聲國際的莫斯科冰上表演團體
Imperial Ice Stars率領來自全球各地奪得奧運會及世界、
歐洲和全國錦標賽獎牌的滑冰高手主演。其他於威尼斯人
劇場上演的精彩現場節目還有曾榮獲格林美大獎的 The
Commodores樂隊演唱會；而金光綜藝館亦會舉行多個
來自亞洲著名流行歌手及樂隊的演唱會，包括韓國人氣組
合2PM及香港實力派歌星李克勤等。

為慶祝這個普天同慶的節日活動，澳門威尼斯人將主
辦以 「冬日威尼斯」為主題的攝影比賽，歡迎澳門居民於

「冬日威尼斯」各項
精彩活動中以相片捕
捉節日的繽紛色彩。
每位參賽者最多可遞
交十張相片，並必須
於即日起至 12 月 7
日期間，把原裝相片
呈交本地參與相片沖
印店之一。

得獎作品將於
12 月 19 日公布，並
會於 「冬日威尼斯」
攝影展中展出。

丁曉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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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治全新A系列動感、活力無限

APM親客大使榮獲傑出服務獎

▲晉身總決賽的三位代表：新城市廣
場的袁惠茵、APM的羅翠智及新都會
廣場的郭方揚（左至右）；最後由羅
翠智奪冠，成為首位商場界別得獎者

中國電信感恩節盡顯關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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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電信日前送出二千杯咖啡，反應熱烈

Tory Burch專門店澳門隆重開幕

▲全球最大型戶外3D光效投射匯演吸引
大批市民和遊客觀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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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張帆上海二十六日電】復旦大學近日
宣布向全世界的國外大學在校大學生推出 2013 暑期
國際課程。復旦暑期國際課程始於去年，旨在配合奧
巴馬提出的中美十萬強計劃和 「中美人文交流高層磋
商機制」的遠景目標。

來自復旦留學生工作處的消息，2013 暑期國際
課程涵蓋14門學術課程及4個級別的漢語語言課程，
共計6個學分，參與學生可以選擇兩門學術課程和一
門語言課程，結業後可以獲得復旦大學正式的成績單
和證書。而這也符合國際一流高校暑期課程的通行做
法。目前，包括史丹福大學、劍橋大學等眾多國際名
校承認復旦大學暑期國際課程項目中的課程學分。

據了解，去年有135位來自世界各地的名校學子
參加了為期5周的復旦暑期國際課程。本屆復旦暑期
國際課程項目，注重促進多元文化的交流和中外學生
的融合。學校將把參加項目的留學生分成 10 個小組
，並選拔具有海外留學經歷的優秀中國學生作為學生
聯絡人，幫助留學生更好地了解中國的風俗習慣，盡
快融入在上海的生活。學校還將安排留學生參與體驗
書法、繪畫、剪紙、中國結、太極拳、包餃子、戲曲
賞析、參觀名勝古蹟等傳統活動，參觀中國的居民社
區、社會機構、外資企業和民營企業，中國經濟、社
會運行的真實情況。

復旦辦暑期國際課程

【本報訊】大公報與教聯會合辦的教育沙龍下星
期四登場，題為 「香港國民教育何去何從？」講者包
括香港家長協進會主席黎曾慶、職訓局高等科技教育
學院一年級學生鍾卓軒、將軍澳香島中學副校長鄧飛
、佛教榮茵學校校長杜家慶，香港教育學院國際教育
與終身學習學系助理教授胡少偉。

「香港國民教育何去何從？」教育沙龍，定於
12 月 6 日（星期四）下午 6 時至 8 時，假教聯會所
（九龍旺角道33號凱途發展大廈17樓，近港鐵旺角
站A2出口）舉行，教聯會理事胡家偉主持。查詢或
留座電話：27703918（江先生）

國民教育沙龍下月舉行

曾任職香港教育學院的黃晶榕，去年
獲委聘為勞工子弟中學副校長。他透露，
中小學一批副校長去年在教院舉辦活動，
漸漸形成凝聚力量的共識，加強專業交流
和經驗分享，一來副校長是校長的左右手
，又是校政的具體執行人，承上啟下的角
色吃重，但其專業培訓未受應有重視，再
者許多副校長都會更上一層樓，例如出任
校長。 「現行制度下，新校長和在職校長
或想當校長的都有培訓，唯獨副校長相當
欠缺。」

包羅中小學校長組織
環顧學界，現時各區都有校長會，但

似乎限於區域和中學或小學，鮮有跨地區
和包羅中小學的校長級組織。黃晶榕透露
，在教院副校長李子建鼓勵下，加上一些
資深校長，例如大埔舊墟（寶湖道）公立學
校榮休校長林惠玲，教育行政學會主席李
少鶴等的支持，遂組織起本港中小學界第
一個副校長組織（Hong Kong Association
of Deputy Principals，HKADP），成員包括

副校長和助理校長，來自中小學和特殊學
校。細看該會架構，顧問包括了教育改革
兩駕馬車之稱的程介明和戴希立。（見附
表）

黃晶榕表示，副校長會希望加強不同
學校之間的專業交流，以至學校與教育當
局之間的聯繫，最終達至提升香港學校教
育質素的願景。當務之急則是困擾全港中
學的中學縮班潮，因為未來幾年適齡中一
生將勁減逾萬人，中學必須未雨綢繆，不
可能重蹈早幾年小學縮班殺校，然後又要
為學生增加而張羅的覆轍。

明年辦學術論壇
為打響副校長會名堂，該會將在明年

五月於教育學院舉辦學術研討會暨成立儀
式，為此，該會執委將在本周五齊集於何
文田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商討舉行全港
首個大型的副校長專業發展調查。黃晶榕
透露，該研究項目將委託教院學者鄭志強
和小班教學協作中心鄧耀南負責。

中央電視不時播出一些教
化性的專輯，在我看來，它的
原意雖在普法，但表達的手法
，卻往往漏了突出立法的精神
、執法的權威，而流於強調拍
攝情節、事實境況，使觀眾仿
如在看故事水過鴨背，我認為

很有商榷的必要。
最近有一個專輯是講高速公路的危險駕駛，頗為洋

洋大觀，有蛇行轉線、有貼尾趕車、有越線三條急奔出
口、有誤了出路退車轉軚、有逆線行車找回路口的，自
然更少不了急忙煞車、即便過線、完全不依規則、不顧
訊號、不知生死、危害他人！這還不止，剛看到的畫面
還有一輛大巴和一輛私家車高路鬥法，它們在快線左右

搶先壓後，最初像是那輛巴士走在私家車前，不知怎的
它開始放慢其車速，使跟在車後、距離甚近的車子左閃
右避，製造騷擾，私家車卒之轉了二線，揚長而去！

事態倘如此，也就罷了，說聲方落，那私家車在前
方又躦回快線，擺在大巴前拖慢了車，害得快線的車速
比慢線更蟻步；我猜這是私家車的當面報復吧！我們就
叫它做第一個回合好了！

但鬥氣並未收手，反正這是三四線的高路，巴士也
有機會扒頭、有機會超速、有機會在老遠的前方、私家
車以為事過境遷的光景、奪回快線行車，而且，逐輛車
地墮後、到正好是私家車的前面，好戲在後台！這一回
，它也玩同一樣的拖慢車速、壓住不讓後車扒頭的遊戲
，跨住快速兩線行走，互相搖擺着閃躲，叫後來的在公
路上危險地閃避，危險百出！

高潮出現在剎那間：私家車躦了一個空子吃進了快
線，它的車頭剛及還在二線未及拐過快線的巴士的尾位
，這時的巴士司機，狠狠地用上一招，他把車頭使勁扭
左，對角形橫跨兩線，私家車要是停下，被 「鎖」在丁
角的空位裡、要是衝前撞向巴士前身，造成車禍！下文
不說了，反正這段片似是公路局提供的，由閉路電視紀
錄在案！

我肯定，這短片故事性十足，但播出來講什麼耶穌
呢？它的說服力在哪裡，要博取觀眾的掌聲嗎？什麼沒
有交警執法呢？不應被控 「危險駕駛」嗎？不應被控
「超速」嗎？不應被控 「越線超前」嗎？即使警力不足

，這兩部車都不能永遠不走出路，在出口處檢控它，不
是手到拿來嗎？

這類視頻，要不是加點卡通，表示出車禍恐怖，物
理計算車速，使人懂點常識、加強法理？要不就是要宣
揚公安執法，保證公路安全，維護駕駛者權益，使人民
明白，法是為自己而執的！故事云乎哉！

作者電郵與網站：tsoww@tsoww.com

【本報訊】浸會大學運動員早前出征福建莆田市
舉行的 「第五屆亞洲體操錦標賽」，奪得吊環項目銅
牌。此外，浸大男女子越野隊在第二十六屆大專越野
賽中囊括男女子團體總冠軍、男子團體冠軍和女子組
團體亞軍。

浸會大學運動及康樂管理二年級吳翹充，早前代
表香港出戰 「第五屆亞洲體操錦標賽」，在吊環項目
奪得銅牌。他以15.20分的成績，與另一名在2010年
廣州亞運會及 2011 年大學生運動會奪得銅牌的得主
、中華台北選手陳智郁在吊環項目並列第三名。是次
男子吊環賽事有來自中國、日本、伊朗、越南、韓國
等十五個國家共六十四名運動員參加。

在越野賽方面，男子組的前三名由浸大同學包辦
，創造了大專越野賽歷史，包括副學士一年級余顯華
奪得冠軍、體育及康樂管理二年級文少杰贏得亞軍、
副學士一年級陳朗庭獲得季軍。此外，體育及康樂管
理三年級張庭欣，奪得女子組冠軍。

浸大生亞洲體操錦標奪銅

教育專輯應突出守法精神 曹宏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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