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業務轉讓公告
為遵照業務轉讓（債權人保障）條例

（香港法例第49章）第4及5條之規定通告如下
茲通告︰ Formart Industrial Design Company Limited，
為根據香港法律成立的有限公司（ 「出讓人」），其
註冊辦事處位於香港干諾道西 118 號 37 樓 3705 室
（ 「業務場所」）而其主要業務位於業務場所，以
「Formart Industrial Design」或 「Formart」的名義或稱

號，連同其他業務，於其在香港的業務場所經營設計
創新服務，已與 PDD Group Limited（ 「承讓人」）
同意，轉讓出讓人的業務予承讓人，其包括商譽及屬
於或有關上述業務的所有資產及權益（包括租賃，合
約，牌照，知識產權，存貨，傢具及設備及其他資產
）（ 「業務」），但不包括一切負債，債項及責任
（於該業務轉讓完成前因業務一般運作而起並經同意
的若干負債除外），承讓人為根據香港法律成立並以
業務場所為商業地址的有限公司。
上述轉讓旨在於2012年12月31日完成。
承讓人有意於業務場所以 PDD 的名義及稱號經營業
務。
所有於 2013 年 1 月 1 日前出讓人所欠下因業務而起的
債項，負債及責任將會完全由出讓人承擔。
茲通告︰除非遵照業務轉讓（債權人保障）條例（香
港法例第49章），債權人在此通告刊登後的一個月內
並於任何情況不遲於 2012 年 12 月 31 日前提起法律程
序，否則在該一個月屆滿並於任何情況不遲於2012年
12月31日時，承讓人即終止負有法律責任承擔出讓人
在經營該業務時所欠下的一切債項及所產生的一切義
務。
2012年11月30日
Formart Industrial Design Company Limited
出讓人
PDD Group Limited
承讓人

沈祖堯：醫者須與病人溝通
傑出華人科學家講座開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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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記者劉家莉報道：為協助文憑試考生報
讀自資院校課程，教育局推出新一輪的 「專上課程電子
預先報名平台」（E-APP）將於下周一（12月3日）接
受申請，考生可透過平台報讀 31 間自資院校、約 460
個自資學士及副學位課程，涉及3萬個學額。

教育局副秘書長李美嫦昨表示，上學年首推
E-APP 平台，有 2.8 萬名考生透過網上報讀 25 間院校
的自資課程。今年 E-APP 提早由 12 月 3 日起至 5 月 19
日接受申請，除可報讀大學聯招（JUPAS）以外的自
資課程，考生若稍後申請毅進文憑課程，亦不用重複
填寫個人資料。

李美嫦又指出，自資高等教育聯盟轄下院校將統一
繳交留位費限期，考生須於放榜後 4 天內的中午前（7
月19日）繳交留位費，留位費上限則訂於5000元。若
學生於8月9日大學聯招放榜獲派資助學位，可於8月
12 日前申請取回留位費，但若獲派城市大學、理工大
學的資助副學位課程，則不獲退回留位費。此外，為避
免計分混亂，各自資院校亦統一入學計分方法，以1級
至 5**級依次由 1 分至 7 分計算。E-APP 網址：www.
eapp.gov.hk。（見附表）

另外，回應社會關注自資院校 「超收」問題，稍後
更新的 「經評審自資專上課程資料網」（iPASS）將首次
公布各院校的收生學額、留位費等資料，供考生查閱。

【本報訊】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昨表示，全港 30 間
官校，有12間選擇 「211」、3間學校則選擇 「111」，
反映官校亦參與減派。他強調，所有官校與其他學校一
樣，跟隨相同標準進行整個減派計劃。

據了解，英皇、皇仁等 10 多間官中名校，由於有
聯繫官小，拒絕參加減派，每班將維持學生36人。

吳克儉稱12間官校選211

2013年度文憑試重要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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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6月30日

2013年7月15日

2013年7月19日（中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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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8月12日（中午）

資料來源：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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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憑試放榜

截止繳交留位費

聯招公布結果

截止申請退還留位費
始自2003年的 「當代傑出華人科學家公開講座」，由康文署、中國科協

、京港學術交流中心及香港中華科學與社會協進會合辦，迄今邀請近50位華
人科學家發表專題演講。 「2012當代傑出華人科學家公開講座」開幕禮昨於
香港科學館舉行，主禮嘉賓包括民政事務局副局長許曉暉，中國科協副主席程
東紅，以及京港學術交流中心總裁李乃堯等。

感謝前特首董建華推動
程東紅在揭幕典禮致辭中，對提議並積極推動 「當代傑出華人科學家公開

講座」活動的已故中國工程院院長朱光亞和前特首董建華表示感謝。 「活動讓
當代的年輕人有機會知道科技發展背後，有一批默默付出的科學家。」她認為
，現代科技的發展，已經不是牛頓那個時代，只憑一己的好奇心與求知慾便能
成功。 「雖然科研仍然需要好奇心與求知慾，但已離不開整個社會的支持，是
一項工程。所以作為科學家亦有責任向社會報告成果。」

典禮過後，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大校長沈祖堯 「打頭陣」，講解腸胃內鏡
的發展前景。他介紹了新一代已配備有窄頻濾光鏡和組織自發熒光成像傳感器
，具有超過1000倍放大功能的內鏡，以及能到達小腸的膠囊內鏡。又展示內
鏡拍攝的人體內部結構和工作原理。他又利用動畫視頻，生動體現未來醫學發
展願景。

雖然憑藉內鏡設備的迅速發展，人們有能力超越肉眼所見。但沈祖堯通過
自己治療高位截癱病人以及非典時期的經歷，指出醫者不單要靠器械的發展超

越肉眼所見，更要與病患加強溝通，了
解其需要。現場學生和市民亦在問答環
節積極提問。

一連五場講座
一連五場的當代傑出華人科學家公

開講座，將持續至 12 月 1 日（本周六
）（見附表）。講座內容涵蓋醫學中的
腸胃內鏡、中國載人航天科技、深海探
索、稀土資源，及如何把科研成果轉化
為經濟貢獻等。主講科學家，除了沈祖
堯、神舟飛船及天宮一號目標飛行器總
設計師張柏楠，還有國家深海基地管理
中心主任劉峰，中科院院士、中山大學
化學與化學工程學院教授蘇鏘，以及香
港科技大學電子及計算機工程學系教授
李澤湘。香港天文台前助理台長梁榮武
則應邀為講座擔任主持。

由京港學術交流中心和康文署合辦的 「當代傑出華人科學家公開
講座」 踏入第十個年頭，專程來港主禮的中國科學技術協會副主席程
東紅特別感謝香港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和已故中國科學院院長朱光亞
推動這個講座。腸胃科權威、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沈祖堯則為「2012當
代傑出華人科學家公開講座」率先開講，特別分享非典期間的經歷，他
認為，醫者必須加強對病人的了解和溝通，才能同心一致克服疫症。

本報記者 彩雯

2012年度傑出華人科學家講座預告
11月30日

時間：14：15-15：30

講題：蛟龍十年入海路

講者：劉峰（國家深海基地管理中心主任）

時間：16：00-17：15

講題：稀土資源及其應用

講者：蘇鏘（中山大學化學與化學工程學院教授）

12月1日

時間：14：15-15：30

講題：以創業為核心的產學研一體化經驗體會

講者：李澤湘（香港科技大學電子及計算機工程學系教
授）

醫學教育的根本，是 「以人為本」，如何讓準醫
生執業時矢志不渝絕非易事。香港中文大學生物醫學
學院的陳新安教授卻做到了，方法就從讓學生學會尊
重遺體開始。

陳新安主要教頭頸解剖學和神經解剖學，對低年
班的醫科生來說是基本醫學課程中最難的科目。醫科
生普遍成績出眾，家境好， 「剛剛入學十七八歲的學
生仔，未必了解 suffering，突然之間要面對如此大的
轉變（解剖），是很大的挑戰。」開學第一堂往往沒
有學生敢 「落手」，更有一兩個見到屍體就暈倒。陳
新安覺得這是人之常情： 「我太太都怕遺體」。他的
心得是：尊重遺體，心懷感恩。

見到屍體就暈倒
第一堂解剖課，陳新安要求學生為所有解剖室裡

的遺體默哀。 「藉此表達對逝者的尊重，讓學生知道
遺體非人們觀念中的 『邋遢』。」隨教學的深入

，學生更多的了解人體不同構造的獨特功能，學會欣
賞人體結構安排的巧妙。 「第一堂暈倒的學生會因為
看法的轉變很快改善。」對於難以熟記的名稱，陳新
安則與同事合作，利用三維影像投射在人體上，亦生
動分析人體結構。

到學期結束，每個學生都會寫一張心意卡，以表
達他們對逝者的感激之心。 「學生會寫明遺體捐贈者
姓名，表達他們對捐贈者的感激，同時也會表達他們
成為有奉獻精神、服務社會的好醫生的信念。亦有學
生寫詩表達他們對生命的尊重和感激。」

面對學生增多，但遺體有限，陳新安於一年半前

發起 「無言老師遺體捐贈計劃」，讓更多人捐出遺體
供醫科生結構訓練。學院亦將解剖室重新裝修，改變
人們心目中解剖室 「陰風陣陣」的印象。 「一方面是
對逝者的尊重，另一方面也是消除人們的疑慮，鼓勵
更多人捐贈。」現時已經有500位市民授權死後捐贈
遺體。

另一方面，中大教育學院體育部主任盧遠昌則通
過激發學生對運動的興趣，培養學生終身運動的習慣
，激發學生勇於拚搏的奮鬥精神。社會科學院教授利
嘉敏，注重與學生交流互動，她認為教學是一種互相
影響的過程，所以時時提醒自己要想培養學生，先要
豐富自己的生命。

陳新安、盧遠昌和利嘉敏等九位教師，獲頒中大
2011 年度校長模範教學獎。該獎項自 1999 年設立以
來，共有96位傑出教師獲獎。

【本報訊】記者劉家莉報道：為打破書商壟斷教科書巿場，政府今年6月展開 「電子教科書市場開拓計劃」
，斥資5000萬元資助機構研發電子書。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昨公布，批核了30份編制電子書申請，科目以中英數
及常識為主，也有體育科，總撥款額約2600萬元，只用了約一半撥款。教育局預期電子書可於14/15年提供予學
校使用，料定價較傳統課本平兩成。

吳克儉昨宣布，遴選委員會批核了30份編制電子書的申請
，其中21份為小學課程，9份為初中課程，科目涵蓋中、英、數
，以及常識、電腦、普通話、地理、生活與社會及體育科。中標
者來自13個不同機構，包括香港大學、城市大學，以及聰穎教
育慈善基金等五個非牟利機構，其餘為課本出版商及電子學習資
訊開發商。（見附表）價格方面，吳克儉稱，計劃中電子書定價

會較印刷課本平均便宜約兩成
。教育局發言人表示，與相同
科目印刷課本的價格相比，在
計劃下開發的電子書一般均較
便宜，地理科更低至63%。

政府將向中選的非牟利機
構資助有關項目開發成本的
50%，或每宗申請 400 萬元為
上限。經過試教階段並通過計
劃的質素保證機制後，由獲選
申請機構完成編制的電子書會
自動獲得認可，納入14/15年
的電子適用書目表內，局方預
期，在計劃下編制的電子書可
在14/15年供學校使用。

不過，有小學校長指出，
若學校推行電子教學，購買電
腦及鋪設 WiFi 等費用龐大，
一般學校難以負擔。有書商亦
指出，電子書須加入大量互動
功能及電腦硬件等，有關成本
需有政府資助才有望減低電子
書價格。

教曉醫科生尊重遺體
本報記者 彩 雯

▲「2012當代傑出華人科學家公開講座」昨日於香港科學館揭
幕。中大校長沈祖堯「打頭陣」，講解腸胃內鏡的發展與前瞻

本報記者 彩雯攝

公帑資助的電子書
非牟利機構

機構名稱
城大電子工程學系
知識共享協會
聰穎教育慈善基金
香港大學
五到

其他機構
毅恆教育
銀河電子出版

世華網絡控股

朗資源
華夏文化出版
智慧門
教育網絡
體育文化出版社
資料來源：教育局

科目
電腦、數學
中文
英文
地理
普通話

英文、常識
常識
生活與社會
、中文
數學
中文
數學
數學
體育

◀ 2011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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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第一堂解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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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默哀

【本報訊】記者呂少群報道：教聯會等七個團體發
起聯署，促請教育局 「制定幼師薪酬架構表」，避免重
蹈學券下幼師不斷進修但薪金照樣海鮮價的覆轍。發起
團體之一教育學院幼師校友會主席麥謝巧玲要求局方，
短期內先提高學券面額，兼顧幼師增薪開支。

教育局局長吳克儉近日透露明年初成立專責小組落
實免費幼兒教育。不過，身兼教聯會副主席的麥謝巧玲
批評專責小組名單欠奉，配套措施也無，要求提出落實
時間表和路線圖。荃葵青幼稚園校長會主席林翠玲表示
，幼兒學券實施，幼師參考薪酬反而消失，五年來全港
幼師有九成取得幼教證書，兩成獲得學士以至碩士學位
，但薪金並未隨通脹和資歷提升而上調，有幼師足足凍
薪七年。

現時，受過師訓的幼師入職薪金僅為一萬四千元，
受過師訓的小學教師起薪點大約二萬元。麥謝巧玲和林
翠玲同聲要求將幼師入職薪金定於一萬六千元。教聯會
主席黃均瑜批評，不可能要幼師的薪金完全由市場決定
。 「就算政府真的要實施十五年免費教育，也必須要建
基於一個合理的幼師薪酬架構，給年輕幼師一個清晰而
穩定的事業前景。」

發起聯署的團體，爭取一星期內收集全港幼師簽名
，並轉交教育局局長吳克儉。

學界促訂幼師薪酬架構

教局推E-APP可報自資課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