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告 示
茲有中國上海市延安中路740弄54號

房屋，經上海市靜安區人民法院2009靜
民一（民）初字第2157號判決書判決，
其產權歸周月英、周仁偉、周雪明、周明
華、周小妹按份共有。其中：周月英佔
50%、周仁偉、周雪明、周明華、周小妹
各佔12.5%。

現，周月英、周仁偉已經決定根據上
述判決內容，向上海市靜安區房地產交易
中心申請房地產登記，其餘共有人見此告
示後一個月內可以向上海市靜安區房地產
交易中心聯繫相關登記事宜。特此告示

周月英
周仁偉

於2012年11月29日

91%準教師憂難覓教席
防殺校措施變新人入行阻力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星期四B16教育責任編輯：唐偉雄

姚明從籃球談到姚基金

【本報訊】沙田區中小學視覺藝術聯展 2012，本
星期六起連續兩天於馬鞍山曾璧山中學舉行。參展的中
小學多達41間，展品超過180件，本星期日閉幕。

是次視藝聯展的展品包括雕塑、繪畫、平面設計、
素描、電腦繪圖及立體創作。展覽設有攤位遊戲。啟動
禮上，沙田區家長教師會聯會會長林梁美玲表示： 「是
次展覽的作品十分多元化，可以看到沙田區的同學在藝
術創作方面甚具天分。」

【本報訊】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十七名教授最近
獲香港工程師學會（HKIE）授予資深會員資格，為該
會最高會籍，人數之多更是本港院校空前紀錄。

十七位獲授HKIE資深會員資格的中大工學院教授
，來自各學系，包括計算機科學與工程、電子工程、機
械與自動化工程、系統工程與工程管理。名單如下：
Thierry BLU、陳錦泰、杜如虛、金國慶、林偉、李浩
文、梁浩鋒、梁美兒、李端、廖維新、呂榮聰、蒙美玲
、許正德、黃田津、許建斌、任揚和于旭。

【本報訊】記者成野報道
：本港近年力推融合教育，但
針對特殊需要學生所提供資訊
有限。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
昨日發布一項調查指，逾半數
受訪特殊學生家長、老師通過
互聯網尋求相關資訊。應此，
該院推出一站式特殊需要人士
資訊平台─ 「一擊通」網站
（http://oneclick.hku.hk）提供
準確全面的信息。

港大醫學院兒童及青少年
科學系工作小組於去年七月至
十一月間，訪問兩百餘名特殊
學生家長、老師等相關護理人
士，發現逾五成一的受訪者主
要護理資訊來自互聯網，九成
九直指網上資訊混雜，真假難
辨，認為有關資訊需要更多學
術支持。

港大醫學院遂開設一擊通
網站，內容包括政府與非政府
組織的支援信息，私營機構相
關活動、培訓和就業支援信息
，甚至輔助器械的購買、維修
一應俱全。

港大李嘉誠醫學院兒童及青少年科
學系副教授葉柏強表示，網站有兩大特
色，一是資訊匯總，令有需要的人士不
再需要零散地尋找信息；二是所有的鏈
接都經過確認，較為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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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17名工學教授獲頒名銜

沙田視藝展周六起舉行

【本報訊】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昨書面回覆議員，表
示擬明年年中前成立專責委員會及工作小組，進一步諮
詢幼稚園的資助模式、教師專業發展及薪酬、校舍及租
金、規管及問責架構等事項。

吳克儉指出，政府於07/08學年引入 「學券計劃」
，為家長提供學費資助，並支援提升幼稚園教師的專業
水平，在2012/13學年，學券資助額已增加至每名學生
每年16,800元。

吳克儉稱，幼稚園教育是現屆政府未來教育重點工
作之一，本年7月以來，已與幼稚園界別不同的持份者
作十多場交流會，亦參觀了不同營辦模式及規模的幼稚
園，留意各持份者關注資助模式，以及是否需要安排統
一的學位分配等問題。

吳克儉又說，幼稚園一向均為私營，有關運作模式
已有很長歷史，因此各幼稚園在規模、校舍設施、租金
、教師資歷及薪酬，以及學生收費等各方面存在很大差
異。就此，局方需更多時間與業界及家長溝通，並準備
在明年年中前成立專責委員會及工作小組，諮詢公眾及
提出建議。

明年設專責組研幼教資助

【本報訊】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昨以書面回覆立法
會議員時表示，從2012/13學年起，教資會首年學士課
程的學額由每年 14,620 個增加至 15,000 個。自資院校
的學士學位亦由 2009/10 約為 3,100 個，增加至 12/13
學年的約7,700個。教資會資助高年級學士學位課程學
額，會在未來三個學年內增至4,000個；資助銜接學士
學位學額增至6,500個。局方預期在2015年或之前，適
齡人口組別中將有超過三分之一的青年有機會修讀學
位課程，連同副學位學額，修讀專上課程的青少年將
超過三分之二。

2015年約七成人讀專上課程

【本報訊】記者彩雯報道：大學
應該教什麼？是培養推動社會發展的
「螺絲釘」，還是造就規劃未來的工

程師？前者用模具打造─大同小異
，但實用方便；後者則目光遠大，各
有特色。

香港理工大學昨日舉行 「傑出中
國訪問學人計劃」典禮，請來六位中
國科學院和工程院院士，暢談 「第三
次工業革命中的大學教育」。北京理
工大學校長胡海岩提出，大學不能成

為簡單的培訓機構，應該思考人類面
臨的重大問題。這並不意味大學要
嚴鎖 「象牙塔」，不食人間煙火。
「大學應該面對社會的需求，解決人

類社會生存發展的重大問題，這也是
大學應當承擔的社會責任。」

面對知識大爆炸的時代，單一學
科的知識不足以應付新的挑戰，交叉
學科的知識應用才能有更多突破。這
一點六位學人深有感觸，上海交通大
學鄭平教授就表示，自己的每一次科

研突破都來自於交叉學科的研究。南
京大學祝世寧教授則提出： 「要培養
學生交叉學科意識，教師首先應該以
身作則，提高自己的交叉學科研究水
平，做好自己的這門功課。」

不過交叉學科並非知識量的簡單
積累，而是如何善用知識以求創新。
「曹雪芹只用了4297個不同的漢字寫

出《紅樓夢》，歷代能識四五千字的
文人無數，但只有一部《紅樓夢》。
」胡校長認為，創新需要知識的靈活
應用，而靈活應用的基礎，除了有一
定的積累外，更重要的是實踐。

西南交通大學的翟婉明教授對香
港理工大學在鼓勵學生實踐創新方面
，取得的成就讚嘆有加： 「理大的工
業中心做得很成功，大學生有的甚至
才一年級，但他們的創新發明已經成
功應用於現時的工業公司。」他認為
內地大學雖然亦有學生創新項目，但
缺少應用實際的平台。

回歸學生，天津大學葉聲華教授
告誡學生：先學會管理自己，後服務
社會。中國食品毒理學學科創始人之
一─中國工程院院士陳君石，則以
食品安全隱憂被過分誇大為例，指現
時民眾與科學 「脫節」，導致社會跟
風浮躁。他提醒學子提高自身科學素
養，以避免浮躁跟風。

為應付中一人口下降，教育局推出
「211」或 「111」減派方案，以及將超

額教師留任限期由1年延長至3年等暫
緩措施。就此，準教協於11月17至23
日訪問了 1089 個各院校教育系的準教
師。結果發現，57%受訪準教師認為，
延長超額教師限期將對未來數年準教師
的入職帶來 「嚴重負面影響」。

將造成教師斷層
調查指出，75%受訪者沒有信心覓

得教席，91%更對前途感到憂慮，擔心
「畢業變失業」。同時，63%受訪者表

示，若因未來數年教席不足，會考慮轉
行。80%準教師認同，若畢業後難以取
得教席，教育界將出現 「轉行潮」，導
致人才斷層、青黃不接。

準教協主席呂志凌表示，每年各院
校的教育學院將有 1000 多名畢業生，
當中約800人可任教中學，但當局推行
的政策只保障現任教師教席，沒顧及準

教師前景，準教師對就業前景感到悲觀
，建議教育局落實推行小班教學，每年
預留10%至15%的教席聘請準教師。他
補充，稍後將約見教育局官員表達訴求
，不排除發起簽名及請願行動，爭取準
教師權益。

建議預留一成教席
教育局發言人回應，中一人口將於

五年後（2017/18 學年）開始回升，局
方聽取持份者意見後，推出了一籃子措
施，其中減派中一每班人數1或2人、
容許收錄 26 人便可開兩班等措施，能
「保住學校」班數，變相可盡量保持教

席。局方一直有檢視教師的人手情況，
並視乎需要，考慮在適當時候增加教席
，局方不適宜建議學校在聘用教師時，
預留教席給某類申請人。

另外，中學學位分配委員會昨日開
會，討論下學年升中收生機制。有委員
指出，教育局尚未整理各區學校的減派

意向，故未有具體數字，到底多少中學
採用 「111」或 「211」方案。他指出，
各委員並沒反對減派方案，但小學界別
的持份者，如家長及校長等，十分關注
減派對中一自行分配學額的影響，希望
局方及學校盡快給予更多資訊，例如採
用什麼減派方案，自行收生學額會減多
少等。他透露，教育局不會在官方的派

位手冊《中學概覽》中列出，相信只會
在各校網頁列明學額數目。

中一自行分配學額階段將於明年1
月3日展開，各官立和津貼中學會以每
班 36 個學額（34 個派位和 2 個留班位
），計算出佔總數三成的自行派位學額
，每名學生可不受地區限制最多報讀2
間中學。

本港適齡升中學童未來數年將大減1.1萬人，教育局為避免殺
校而推行 「保教席」 等三招，但此舉或令新教師入職無門。香港準
教師協會調查顯示，91%受訪準教師擔憂畢業難覓教席，63%人甚
至考慮「轉行」。準教協預計，未來數年新教師必難入行，將造成教
育界斷層，建議政府每年預留10%至15%教席聘請這批生力軍。

本報記者 劉家莉

六位中國學人訪理大

【本報訊】記者彩雯報道：香港教育學院研究顯示
，受訪者中有 1731 人受長期痛症困擾，約佔受訪人數
的三成五。按香港人口結構推算，約200萬人有長期痛
症。有長期痛症的受訪者中，近九成人不會因此請病假
就醫，而外國 「忍痛者」只有兩到三成。

是次研究於2007年3月至5月以電話訪問形式，調
查了 5001 位本港年滿十八歲居民。香港教育學院心理
研究學系副教授黃穎詩解釋： 「身體痛症持續超過三個
月即為長期痛症。」受訪者中有逾 1731 人表示自己有
長期痛症。最常出現長期痛症的三個部位為腳、背和頭
，而長期痛症最嚴重的三個部位為腳、背和肩膀。教院
於2012-13取錄首屆心理學榮譽社會科學學士課程學生
，名額36個，第二年提供涉及心理專業的實習機會。

籃球運動員不少，稱得上
全民偶像的不多；全民偶像不
少，能夠來港大陸佑堂講座的
不多；在港大陸佑堂開講座的

人不少，能夠讓眼高於頂的天之驕子們，排隊繞上陸
佑堂一圈的，一定不多。三個條件均符合的，恐怕只
是姚明一人。

香港大學強調，將榮譽博士銜授予姚明，是表彰
其近年來於慈善領域的貢獻；但是，當姚明在齊胸的
一眾工作人員簇擁中進場時，他兩米二六的身高和明
星的光環，讓全場都很快忘記授銜的初衷，所有人都
在熱切期待，他能報點料出來，最好是從未談及從
未聽說的，宛若一鍋剛出爐的豆漿蒸騰熱氣。例如
「三年前火箭對湖人的那場腳傷，你堅持重返賽場讓

好多人感動，當時你在想什麼？」
可是，當話題逐漸轉入姚基金，喧鬧和沸騰逐漸

開始沉澱，更多人開始思考或者更願意去傾聽，這個
走下體壇的大個子，他在做些什麼？

「我出生於1980年，在我童年時期，對於做好事
的認知開始於內地一首童謠 『我在馬路邊撿到一分錢

』。」姚明笑言，運動員的生活比較單純，自己02年
打入NBA之前，一直生活在象牙塔裡，生活的主旋律
就是 「訓練、比賽，還有陪女朋友」。但是當進入
NBA，所有的話題聚焦於他，所有的閃光燈對準他時
， 「我突然發現，我不再屬於我自己，而具有某種社
會屬性」，身為公眾人物的他，開始承擔這種社會責
任。08年，汶川地震，在姚明的眼中，當時個人慈善
是一種 「井噴式」的爆發。認為自己 「必須參與進來
」的他，將 「姚基金」原定奧運會後成立的計劃打破
，提早成立募集資金為災區捐建學校。

現在姚基金已在雲南、四川、甘肅等地援建學校
十四所。 「隨時間的推移我意識到，這是不夠的。
」姚明認為，大樓有錢就能建，硬件有錢就能完善，
然而， 「如何能給孩子們多一些不同的機會和人生體
驗？」今年年初，四十七所邊遠山區的學生參加了姚
基金組織的籃球培訓和比賽， 「籃球帶給我快樂和自
信，我希望也能帶給他們。今年，當看到他們在球場
上奔跑跳躍的時候，我覺得他們和大城市的孩子們，
沒有什麼不一樣。」

兩個鐘頭的對談，姚明從籃球談到姚基金、談到
學業、女兒和妻子。微微發福的他，已褪去NBA賽場
上傳奇中鋒的霸氣，卻通過睿智、淡定與從容的答問
，讓我們感覺到愛與時光的印記。

特稿

本報記者 成 野

調查指200萬人有長期痛症

▲姚明（中）笑稱覺得自己太高，所以選擇最矮的位置回答問
題。圖為姚明港大講座 「姚明話姚明」 現場 本報記者成野攝

▲準教協調查指出，面對中學人口下跌，91%受訪準教師擔心畢業後未能獲
取教席。圖為準教師協會主席呂志凌（左）、代表冼政喬 本報記者劉家莉攝

▲理大頒發傑出中國訪問學人獎，表彰六位傑出學者。六位院士左起：祝
世寧、胡海岩、香港理工大學校長唐偉章、陳君石、葉聲華、鄭平、翟婉
明 本報記者彩雯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