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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區中一減派形勢

【本報訊】記者彩雯報道：新一年的 「高錕慈善基
金」聖誕籌款活動昨日在沙田又一城揭幕。往年一直出
席的高錕教授，今年罕見地缺席揭幕禮，但高太黃美芸
禮貌的向來賓解釋： 「噪音真的讓他很煩惱。」不過高
太並不孤單，揭幕禮不單有基金董事香港大學校長徐立
之和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沈祖堯親臨，還請來演藝圈明星
莫文蔚、鄭嘉穎助陣宣傳。

該基金聖誕籌款活動已經舉辦了三年，今年的籌款
活動以 「及早發現，及早治療」為主題，將持續近一個
月。

另外，中大校長沈祖堯回應香港浸會大學藍皮書事
件時表示： 「感謝浸大對事件的澄清（即藍皮書稱中大
通識教育學部受美國基金並主導屬於失實，浸大就此向
中大公開道歉），事件不會影響兩校的合作關係。」

【本報訊】升中自行收生階段下月3日展開，隨
教育局明年減少每班派位人數，全港約 90 間英文中學
明年起中一減少派位，但區內無英中的離島區，學生須
報讀他區英中學額，去年 60 人爭一個英中學額，但今
年中西區有最少4間英中參加減派，他區學額亦因而減
少，估計英中學額競爭將更為激烈。

離島區明年約有1338名升中生，較今年減少78人
，由於該區沒有英文中學，區內學生只可到中西區報讀
英中，是全港入英中機會最低之地區，至於中西區高主
教書院、聖類斯中學、英華女校下學年每班減派1人，
但全區升中生只減少約100個，估計將加劇離島區學生
入讀英中競爭。

有小學校長提醒，雖然本港交通配套完善，跨區上
學仍可接受，家長選校前仍須考慮子女能力，應揀有實
力又較大機會取錄自己的學校，不要揀人人爭入的名
校。 （之五）

【本報記者韓毅重慶十六日電】2012 海外赤子為
國服務行動計劃暨百名海外博士重慶行活動近日在渝舉
行。此次活動共簽約引進人才和合作項目 12 項，集中
在生物醫藥、電子信息、頁岩氣等領域。重慶兩江新區
簽約11項，佔簽約人才項目數90%以上。

歐債危機，加劇全球人才流動，來自歐美的大量中
國留學生和高端人才加速回流。重慶兩江新區電子信息
、生物醫藥、高端裝備、航空等產業集群的快速發展正
成為重慶承載海外人才的主陣地。

重慶科研院等單位與美國依聯技術轉移中心等就
「共同開展生物醫藥技術轉移合作」、「綠色技術與生態
創新科研合作」等12個項目簽約。7個人才引進項目，
分別來自瑞典皇家工學院、悉尼科技大學、諾丁漢特倫
特大學、日本大阪大學等學校的企業高管、科研人才和
項目管理者，均為重慶發展戰略新興產業的亟需人才。

法國 SimFonlA 科技有限公司的研發工程師孫慶博
士表示，國內的經濟發展很有吸引力。此番與中科院重
慶綠色智能研究院接洽，希望能把今年推出的 「多學科
複雜系統仿真」和 「三維數據可視化」技術產品與重慶
方面達成合作。

此次人才引進活動邀請到哈佛、牛津、劍橋、帝國
理工、悉尼大學等知名大學的教授專家，以及阿爾卡特
朗訊、英國石油公司、美國道達爾石化等知名企業高管
，洽談項目涉及生物醫藥與醫療器械、電子信息、IT
智能、雲計算、金融、高端裝備製造、現代物流、新能
源、文化創意等20餘個領域。

【本報訊】香港城市大學師生校友和職工首度組隊
參加台北馬拉松，校長郭位參加9公里賽。城大還在台
灣舉辦首次校友文化交流活動，城大台灣 「破冰」之旅
由校董會主席胡曉明帶隊。

城大資深校友組織「城賢匯」，支持城大學生、教職
員和校友計 82 人組成 「城大馬拉松團隊」，分別參加
全馬（42 公里）、半馬（21 公里）和 9 公里賽。主辦
單位稱，參加今年台北國際馬拉松賽的人數逾45,000。
除了成年人的全馬、半馬及9公里競賽項目外，還有約
5,000名少年男女參加了2公里及3公里Fun Run賽。

參加了9公里賽的校長郭位表示，這次比賽是配合
城大五年策略性發展計劃的一部分，有利於推廣城大，
提升城大國際化形象，凝聚校友力量。他透露，他有一
個願望，希望在校友熱心支持下，城大明年再次 「出征
」，參加在北京舉辦的馬拉松，以後還可以去首爾、東
京、倫敦以及華盛頓特區（美國首都）參賽。

城大學生發展處副處長、籌委會主席戴王嘉瑤表示
，香港一直有熱心跑步者參加台北的馬拉松賽，城大是
首次以大學名義組成大規模團隊參賽，創香港所有大學
先河。

城大這次為期四日的文化交流團，先後拜訪台灣
「文化部」部長龍應台和中國國民黨榮譽主席及城大榮

譽博士連戰，並參加了兩場座談會，分別由 ACER 集
團創辦人施振榮和誠品集團創辦人及董事長吳清友主講
。八名台灣城大校友也參加了部分交流活動。

高錕慈善基金聖誕籌款揭幕

【本報訊】記者胡家齊報道：資歷架構自 04 年
推行，至今有 18 個行業成立行業培訓諮詢委員會，
約佔本港整體勞動人口45%。物業管理業 「行業培訓
諮詢委員會」主席袁靖罡透露，行內超過 3000 人已
取得過往資歷認可，大機構樂見員工進修並予以升
職加薪的鼓勵。

袁靖罡接受本報專訪時表示，物業管理業行業培
訓諮詢委員會在04年成立，在推動資歷架構方面比其
他行業走得更前： 「現時有八間管理公司舉辦一至三
級物業管理課程，七間非牟利機構舉辦三至四級課程
，行內有3000多人已取得 『過往資歷認可』。」他指
出，資歷架構將能力單元制度化，為員工提供晉升階
梯： 「大機構樂意看到員工進修，取得一至四級的員
工一般都會升職或加薪。員工能力提升，對公司的商
譽也有好處。」

高級管理人員方面，袁靖罡說，國內物業管理業
發展蓬勃，不少物業以 「香港式管理」為賣點，對香
港的高級管理人員趨之若鶩，取得高級資歷名銜的業
內人士不乏發展機會。他強調，資歷架構不是強制推
行，只是一個機制，給予資歷持有人名確認可。他希
望資歷架構可以更普及，令進修成為一種風氣。

教育局今年10月宣布在資歷架構下推行 「資歷名
銜計劃」，訂明在資歷架構下一至七級可選用名銜，
如一級只可選用 「基礎證書」、 「證書」，七級只可
選用 「博士」，培訓機構可選擇在頒授資歷的名銜中
加入 「資歷架構級別」。與袁靖罡一同接受訪問的教
育局助理秘書長翁佩雲稱，推行計劃就是要規範現有
名銜： 「現時坊間課程五花八門，資歷名冊上的名銜
多達30多個，有需要統整、簡化。現時 『資歷名銜計
劃』下的名銜只有15個，令進修人士選擇課程時更感
清晰，僱主亦更容易了解求職者能力。」

「資歷名銜計劃」可反映課程級別，但不能反映
課程的學習量。教育局遂推出 「資歷學分」，以顯示
一般進修人士修畢有關課程所需的整體學習時間。當
局委託自資高等教育聯盟（FSTE）到不同院校研究
，設計出一個適合香港的學分計算方式：將課堂授課

時數、自修時數及評估時數加起，再以一個學分等於
十個學時的比例計算出學分。修畢一個 60 學分的課
程大約須時半年。

現時 「資歷學分」只在資歷架構第一至四級推行
。翁佩雲稱，五至七級的課程屬高等教育課程，提供
這些課程的院校都有自己的學術評審機制，教育局需
要時間與有關院校商討如何實施 「資歷學分」。

學分轉移、累積是 「資歷學分」的未來發展方向
。今年10月，香港公開大學、明愛專上學院、珠海學
院、恒生管理學院、東華學院簽訂《學分轉換及學生
交換合作協議》，共同承認學生所修讀的學分，並接
受相互學分轉換及學生交換計劃。翁佩雲希望未來有
更多學校簽訂類似協議，令學分成為一種 「共通貨幣
」，方便學生。

資歷架構除與求職市場息息相關，亦和中學教育
環環相扣。翁佩雲表示，高中畢業生都要面對前路問
題，不少人會繼續進修，坊間課程林林總總，質素參
差，學生未必能選擇到對自己有幫助的課程。這時，
資歷名冊就成了學生重要的參考指標： 「教育局絕對
鼓勵同學報讀課程前參閱資歷名冊，能放上資歷名冊
的課程都經過學術評審，一定有質素保證。」

2016年課程須採資歷名銜

重慶招攬留學生回流

離島區學生 英中爭崩頭

城大師生出戰台北馬拉松

▲郭位（左一）與部分同事一起參加台北馬拉松9公
里賽

▲海外留學生為國服務行動計劃暨百名海外博士重
慶行活動簽約現場 本報記者韓毅攝

【本報訊】由香港理工大學包玉剛圖書館與 「任劍
輝研究計劃」合作的 「紀念任劍輝女士（1913-1989）
百年誕辰粵劇藝術國際研討會」，將於 2013 年 1 月 12
日及13日一連兩天假理大校園蔣震劇院舉行。

研討會除了牽頭的 「任劍輝研究計劃」與理大包玉
剛圖書館外，其他合辦單位還有北京師範大學─香港浸
會大學聯合國際學院轄下的中國文化研究所，及香港中
華文化促進中心。

為配合研討會的舉行，理大包玉剛圖書館更借出展
覽廳予 「任劍輝研究計劃」舉行 「驚艷一百年：任劍輝
的藝術魅力」展覽（1 月 18 日至 27 日對外開放）。歡
迎各界人士參觀，並歡迎學校、團體預約（電話：
96330819），將會安排專人導賞。

課程概要
教育學博士

教育學原理；教育管理學；教育科研方法；課程理論與教育論；德育原理

歷史學博士
中國近現代史史料學；中國近現代史專題研究；中國近現代政治史；中國
近現代經濟史；中國近現代思想文化史；境外中國近現代史研究
資料來源：華中師範大學

▲物業管理業「行業培訓諮詢委員會」主席袁靖罡
（左）及教育局助理秘書長翁佩雲

本報記者胡家齊攝

今年是中華民國建立一百周年的年份，本地學
界舉辦了一些紀念活動。在紀念民國立國的同時，
我們亦應以史為鑑，對民初的黑暗政局作出深刻的
反思。民國初年政壇風起雲湧，政治野心家們常常
施展渾身解數，謀取個人的政治利益，以國會為
「開刀」的針對對象。袁世凱和段祺瑞便曾威迫國

會議員通過法案，謀取政治本錢，但最終民望皆跌
得極慘，被人民所推翻。

政客謀個人政治權利
翻查民初歷史，議會政治的最畸形之處，是政

冶野心家常常不當國會是議政之處，而視之滿足個
人欲望的場所。他們認為國會成立的目的，只須認
同他們的想法。只要國會通過他們的政策，他們便
可贏得民心。政客重複發動 「公民」包圍議會，是
常用的一種 「逼宮」手段。1913 年 10 月 6 日，袁
世凱發動千多人，他們自稱 「公民團」，在國會的
場外嚴密包圍，叫嚷： 「今日非將公民所屬望的總
統（袁世凱）選出，不許選舉人出議場一步。」國
會議員連續投票三次，直至宣布了支持袁世凱當選
之後，會場外面的 「公民」們才讓議員離開。段祺
瑞又於 1917 年 5 月 1 日重施袁世凱的故伎，囑使
「公民」請願團包圍國會，迫令議員通過對德國宣

戰。兩次包圍的結果，政客們皆得到國會的 「支持
」，令民治政治出現了畸形的局面。不但政客聲望
大跌，國會的權威性亦日漸褪色。想不到這種破壞
議會的政治行為，竟在百年後的香港重現，情況令
市民感到痛心。

近年在議會中激進的政客為了謀取個人的政治

權利，運用 「拉布」戰略，務求阻止政府的施政，
例如：早前有議員對 「審議議員出缺機制草案」提
出了千多項修訂，阻礙草案通過；近日他們又故伎
重施，令 「長者生活津貼」（下稱 「長津」）這一
利民政策，難以推行。我認為，這種 「有破壞無建
設」的政治文化，日見盛行，對香港政府的施政及
社會的發展，將會產生以下的不良影響，值得我們
每一市民深思。

我認為，這種反 「長津」的 「拉布」抗爭運動
，對香港最少造成了兩大負面的影響。首先， 「拉
布」目的是降低政府的施政效率，令政府的權威變
得更為軟弱。日後，政府提出的任何政策，不先交
由這類政客的 「首肯」，在推行時又會遇上他們重
重的阻礙，重複又重複 「拉布」局面。最終，誰人
發動 「拉布」，誰便能左右（甚至破壞）政府的施
政。其次，政客以 「拉布」形式反對 「長津」的通
過，分化了社會及市民，引發一些市民與政府的對
立，甚至是市民之間的衝突。今天社會分化情況日
見嚴重，政客往往會把握時機，借題發揮，攻擊政
府官員及施政，令社會進一步分化，增加了社會矛
盾，謀取更多激進人士的支持。

這些政客以把立法會當作自我表演的場地，這
種行徑實重演民初政壇前輩的角色。正如我在前
文所說〈 「窩裡鬥」人性觀〉（見《大公報》2012
年10月12日），每一位香港人，定要致力培養好
「鑑賞力」，鑑賞及評價我們的政客，反思我們需

要什麼的政治人才，才能帶領香港在未來走出一條
光明的道路。

教育觀點
民國議會亂象重現

香港中史教師會會長 李偉雄

在香港院校陸續展開北上辦學計劃之際，內地院
校也開始進軍境外高等教育領域。國家教育部前年批
准華中師範與香港金融管理學院在香港合設研究生教
學點，經兩年籌備，在港授課的首屆研究生課程上周
末，在位於港島西環的香港金融管理學院開學，華中
師範副校長王恩科專程來港，與香港金融管理學院董
事長王中英、院長趙令揚、中聯辦教育科技部處長紀
建軍，以及嶺南大學協理副校長李雄溪等主禮。

設教育及歷史博士學位
按國家教育部學位中心2012年排名，位於湖北武

漢的華中師範大學，其教育系全國排名第四位，歷史
系排名全國第六位。首屆香港教學點博士學位學生約
二十人，來自文教以至政商界，包括職訓局專業教育
學院（IVE）的院長、系主任以至講師，例如 IVE 摩
利臣分校院長郭啟興，聖三一堂中學校長李盤勝，民
生幼稚園校長以至古物古蹟辦事處人員，最具知名度
的自是前民主黨中常委、南區區議員馮煒光。

馮煒光接受本報記者電話採訪，透露本身對歷史
頗感興趣，特別是近百年演變，極希望就國共兩黨的
關係作深入探討，尋求對香港今後發展有所啟示。
「華中師範是內地有名又有研究實力的大學之一，我

可以在香港修讀博士課程，而不用放下區議員工作跑
到內地去，實在難得。」

馮煒光最想發掘一九四七年的國共歷史，尤其是
俗稱紅色特工的潘漢年的角色。 「大家知道，香港是
間諜之都，除了歐美等國的特務，國共在這裡也有不
少人在活動，一九四七年的轉折怎樣引致其後中華人
民共和國的成立呢？」他說上周六開學即開課，開始
同導師商討將來要寫的論文題目和所涉及範圍。

馮煒光修的是歷史學博士課程，為三年制課程
，全期學費十六萬八千港元，全班十名學生，周五
晚以至周六周日上課，為期約一年，其餘兩年則要
完成一篇博士論文，再經修改補充，「我希望在 2017
年可以發表。」問及與郭啟興是否同班，他說對方修
的是教育學博士。郭啟興當日代表研究生發言，對
能成為華中師範大學的研究生，他相信將獲益良多

，終生受惠。

首個境外研究生教學點
另一方面，華中師範大學副校長王恩科在開學禮

稱： 「設立香港教學點符合國家中長期教育發展規劃
提出的 『合作辦學、建設世界一流大學、服務區域經
濟發展』的戰略要求，也符合研究生教育國際化、全
球化的大趨勢。」香港金融管理學院董事長王中英表
示： 「香港金融管理學院是國家教育部批准的首個境
外研究生教學點，在慶祝上海財經大學香港教學點成
立十周年之際，又迎來華中師範大學香港研究生教學
點的正式開課，形成學院 『文理兼容』的研究生教育
格局。」

內地大學邁開 「走出去」 步伐。以教
育系和歷史系分別排名全國第四和第六的
華中師範大學，獲國家教育部和香港教育
局批准，首度來港與香港金融管理學院合
作，為港澳台人士開設教育及歷史學博士
三年制學位課程，上周開課。首批二十名
學員，包括職訓局專業教育學院院長、系
主任、中學校長，古物古蹟辦人員，前民
主黨中常委馮煒光更是第一個報讀的研究
生。 本報記者 呂少群

【本報訊】教育局今年10月宣布在資歷架構下推
行 「資歷名銜計劃」和 「資歷學分」，由2014年1月
1 日起，在資歷名冊上新登記的課程，將採用符合
「資歷名銜計劃」架構的資歷名銜。2016 年 1 月 1 日

起，資歷名冊上的所有課程將全面採用符合 「資歷名
銜計劃」的資歷名銜。資歷名冊上的第一至四級課程
，亦會按上述時間表一併展示資歷學分。

教育局助理秘書長翁佩雲表示，為免影響一些已
經運作了長時間的課程，故為這些課程設立一段過渡
期，到 2016 年才將資歷名冊上的所有課程採用符合
「資歷名銜計劃」的資歷名銜。第五至七級課程展示

資歷學分的時間表則有待教育局與有關持分者磋商，
詳情稍後公布。

▲ 「高錕慈善基金」 聖誕籌款活動昨日拉開序幕，
雖然高錕缺席，但基金會董事盧永仁（左五）、香
港大學校長徐立之（左四）、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沈
祖堯（右二），以及莫文蔚母女、鄭嘉穎等陪同高
太黃美芸（中）出席揭幕禮 本報記者彩雯攝

▲（前排左二起）紀建軍、李
雄溪、趙令揚、王中英和王恩
科，後排（左五）馮煒光、
（左六）李盤勝、（左十）郭
啟興等華中師範首屆香港研究
生合影

理大辦任劍輝研討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