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訊】繼獲世界牛津、劍橋等逾
百間一流大學認可後，香港中學文憑試的
水平再得到權威的英國考試機構全面肯定
。考試及評核局昨日宣布，文憑試最高級
的 「5**」 獲英國大學及院校招生事務處
（簡稱UCAS）認可，「5**」的等級更超越
英國高考（GCE A Level）的 「A*」 。
有海外升學專家估計，由於只有約1%文憑
試考生考獲 「5**」 ，海外大學將視該批考
生為真正尖子，並給予獎學金以資招攬。

5**更勝英國高考A*
中學文憑試獲UCAS確認

恒隆數學獎 嘉道理官中摘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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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酒牌續期啟事
喜讌好廚

現特通告：陳可欣其地址為新界
屯門海景花園第4座20樓A室，
現向酒牌局申請位於新界屯門山
景邨商場地下及 2 樓 224 號舖喜
讌好廚的酒牌續期。凡反對是項
申請者，請於此公告登報之日起
十四天內，將已簽署及申明理由
之反對書，寄交新界大埔鄉事會
街 8 號大埔綜合大樓 4 樓酒牌局
秘書收。

日期：2012年12月19日

APPLICATION FOR RENEWAL
OF LIQUOR LICENCE
Banquet Delicious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Chan Ho Yan
of Flat A, 20/F., Blk 4, Sea View Garden,
Tuen Mun, N.T.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renewal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Banquet
Delicious at Shop No. 224, G/F & 2/F.,
Shan King Shopping Centre, Tuen Mun,
New Territories. Any person who knows
any reason why this renewal should not be
granted should send a written and signed
statement of the facts to the Secretary,
Liquor Licensing Board, 4/F, Tai Po
Complex, No.8 Heung Sze Wui Street,
Tai Po, New Territories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Date:19-12-2012

申請酒牌續期啟事
鳴門創作料理

現特通告：宋旭亮其地址為九龍
何文田自由道 11 號 1/F，現向酒
牌局申請位於新界葵涌石蔭邨石
蔭商場 LG2 樓 LG205-206 號舖鳴
門創作料理的酒牌續期。凡反對
是項申請者，請於此公告登報之
日起十四天內，將已簽署及申明
理由之反對書，寄交新界大埔鄉
事會街8號大埔綜合大樓4樓酒牌
局秘書收。

日期：2012年12月19日

APPLICATION FOR RENEWAL
OF LIQUOR LICENCE

NARUTO CREATIVE CUISINE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Shoong Yuk
Leung, Michael of 1/F., 11 Liberty Avenue,
Ho Man Tin, Kln.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renewal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Naruto Creative
Cuisine at Shop LG205-206 LG 2/F, Shek
Yam Shopping Centre, Sham Yam Estate,
Kwai Chung, N.T. Any person who knows
any reason why this renewal should not be
granted should send a written and signed
statement of the facts to the Secretary, Liquor
Licensing Board, 4/F, Tai Po Complex,
No.8 Heung Sze Wui Street, Tai Po, New
Territories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Date:19-12-2012

申請酒牌啟事
板長壽司／板串串燒

現特通告：黃國強其地址為九龍觀
塘榮業街 2 號振萬廣場 7 樓 707-709
室，現向酒牌局申領位於新界元朗
天水圍天華路 30 號頌富廣場第一期
地下 G016 號舖板長壽司／板串串燒
的酒牌。凡反對是項申請者，請於
此啟事登報之日起十四天內，將已
簽署及申明理由之反對書，寄交新
界大埔鄉事會街 8 號大埔綜合大樓 4
樓酒牌局秘書收。

日期：2012年12月19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
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送達判決書公告
譚綺慈、李穎儀、司徒合優、李雅緻：

本院受理原告李碧訴被告譚綺慈、李穎儀、司徒
合優、李雅緻遺贈糾紛一案，現已審理終結。因你們
下落不明，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
百四十九條的規定，向你們送達本院（2012）穗越法
民一初字第903號民事判決書，判令：李一銳所佔廣州
市越秀區萬福路201號房屋二分之一產權份額歸原告李
碧（PUN HELEN BIK LEE）所有。本案受理費 11800
元、公告費 1600 元，由原告李碧（PUN HELEN BIK
LEE）負擔。自本公告發出之日起，經過六個月即視為
向你們送達。如不服上述判決，可在上述判決書送達
之日起三十日內，向本院遞交上訴狀並按對方當事人
人數提交副本，上訴於廣東省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
逾期不上訴，上述判決即發生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二○一二年十二月十八日

理直氣壯開展國教
桂松

堂堂正正談國教

編者按：本版逢星期三設立 「堂
堂正正談國教」 專欄，歡迎教育界和
社會人士來稿，圍繞國民教育的原則
、形式、內容和取材各抒己見。來稿
請寄：北角健康東街39號柯達大廈2
期 3 樓大公報教育版，或傳真：
28345104。

2012 年
是香港教育
重要的一年
，我們成功

落實 334 學制，七萬多名新高中畢業生透
過多元出路，開展了人生新的階段。香港
中學文憑資歷不但獲得香港社會各界的廣
泛支持，亦得到多個海外政府、大學和學
術機構的認可。我們欣悉英國大學及院校
招生事務處（UCAS）給予中學文憑試5**
級成績高度的評價（取得 145 分），較
GCE A Level 最高的 A*級成績（140 分
） ， 以 及 國 際 教 育 文 憑 （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Certificate，縮寫為IB）最高
的第7級成績（130分），水平還要高一些
，進一步增強文憑試成績在國際上的認受
性。

最近公布的一連串國際性研究亦指出
，香港的教育體系及學生表現均躋身全球
前列，包括：

在英國培生出版集團（Pearson）公布的 「全球教
育系統排名」中，香港的教育系統在全球40個國家和
地區中排行第三。

在 「全球學生閱讀能力進展研究（PIRLS）2011」
中，香港小四學生的 「閱讀表現」全球排行第一。當
中尖子學生的比例更由2006年的15%上升至2011年的
18%。

在 「國際數學及科學趨勢研究（TIMSS）2011」中
，香港學生的 「數學表現」繼續名列全球五大（小四
學生全球排行第三；中二學生亦位列第四）； 「科學
表現」則名列全球十大（小四學生排名第九；中二學
生全球排行第八）。

香港學生一直在不同範疇的國際性比賽中屢獲獎
項，加上這些國際性研究的結果，證明香港的教育和
學生都表現卓越。這些實有賴教育界，特別是學校及
教師的努力，我們必須向他們致謝。

教育局會進一步仔細分析各項研究的結果，並與
教育界、家長和社會大眾共同努力，致力讓我們的學
生各展所長，為社會作出貢獻，同時繼續推展香港在
國際上的優勢。

教育來稿

文憑試的UCAS對照分數（2012）
文憑試等級

5**

5*

5

4

3

註：除數學科外，文憑試23科目的UCAS對照分數
資料來源：考評局

對照分數

145

130

120

80

40

備註

略高英國高考A*級

介乎英國高考的A與A*
級，IB課程最高第七級
分數為130分

與英國高考A級相若

與英國高考C級相若

與英國高考E級相若

國教風波造成的負面影響，有迹可尋。一
項調查顯示：今年學校的國慶慶祝活動明顯減
少，舉行國慶升旗儀式比去年下降近兩成。本
年度教育局資助的 「同心同根」內地短期交流
計劃亦告 「縮水」，從去年的十四個團減至六
個。

此情此景，令人關注。有識之士有感而發
，異口同聲說，國教必須推行，勿因風波而式
微，特別是香港學生到內地參觀訪問活動，更
要持之以恆。

交流活動 拓闊眼界
聖公會的一位小學校長指出：學校不應因

為國教曾經出現爭議而停止參與內地訪問活動
，否則便是「自我審查」。認為國教是洗腦者，
更應到內地去看看，了解內地的國情和民情。

另一位中學副校長透露：即使早前國教風

波最熾熱之時，學校仍然收到校友有關校內推
行國教的查詢。校友肯定那些交流活動的成果
，認為這可讓他們拓闊眼界和認識國家。

一位家長聯會的負責人指出，在社會關注
國民教育的氛圍中，家長會留意子女參加交流
活動的詳情，學生日後參加這類活動也許更有
成效。

有些教育團體和國教團體都提倡中史成為
學校的必修科，指出這是國教重要的一環。

一家報章日前以第一版顯著報道近期國教
狀況，並在社論中指出： 「如果因為國民教育
的風波，大幅削弱了學生認識內地社會、民生
、經濟的機會，就變成因噎廢食，影響學生吸
收知識的養分」、 「中港兩地關係日益緊密，
本港未來的發展不可能與內地割裂，認識和了
解中國，是下一代港人必須具備的條件。」

上述輿論頗具社會代表性，不應視為個別
人士的意見。香港回歸十五年來，推行國教的
呼聲此伏彼起，即使在國教風波中一時被掩蓋
，也不曾絕迹，此乃時勢所然。有人希冀香港

會擺脫國家而 「自立」，以自己成為無根一族
為榮，大抵患上了政治妄想症。這樣的人儘管
不多，但其散播的毒素卻有一定的迷惑力，受
其誤導者竟也不少，這恰恰證明：國民教育在
過去不是開展過多，而是過少。對國情認識得
越多，面對謠傳和謬論滿天飛的社會環境，越
具明辨是非的能力，並不那麼輕信人言。反國
教者反得越激烈，越顯出其對國教威力的恐懼
。我們要理直氣壯地開展國教，其理在此。

活動應多元化
教育局日前公布了本年度 「同根同心」交

流計劃，並繼續為 「國民教育中心」免費提供
活動場地，足見特區政府並沒有放棄國教。不
過，力度尚嫌不足，似乎有點縮手縮腳。有人
將今年的交流計劃與去年的比較，發現當局對
行程細節加以規限，例如將 「學習材料」統稱
為 「行程」，活動計劃亦不再使用 「祖國」的
字眼，一律代之以 「中國內地」。今年被刪去
的行程包括以改革開放、規劃、經濟、水利為

題的交流團，連參觀孫中山故居、虎門銷煙遺
址等歷史之旅，均被撤換。筆者細閱今年各交
流團的行程安排，感覺其中有關地貌、民俗、
歷史遺址等部分頗為明顯，當然也有市政建設
的參觀項目，據此衡量交流團的成敗，為時尚
早。由此卻可以得出一個重要的啟示─交流
活動應多元化， 「改革開放」應是認識國情的
重點，這可獲得較大的成效。

看來問題的關鍵在於政府的政策。目前，
新屆特區政府施政側重於民生方面，無可厚非
，但須兼顧其他方面，切勿顧此失彼。教育在
廣義上也屬 「民生」範疇，狹義上則有其獨特
性，須臾不能輕視。如果認為民生無小事，解
決了扶貧和房屋問題，就萬事大吉，其他問題
以後再算，這樣的政策、策略就不免偏頗。教
育受到重視，國教的推行成為政府的責任，教
育事業才能沿着正確方向發展。

▲ 「恒隆數學獎」 冠軍是官立嘉道理爵士中學
（西九龍） 本報記者杜漢生攝

中學文憑試（英文縮寫DSE）由傳統高考的A至
E級，改為按水平參照評分，共分為7級，由最低的
1級至最高的5級，5級之內增設5*及5**，反映最頂
尖學生水平。今年 7 月 20 日放榜的首屆中學文憑試
，共有 6 名考生考獲頂級的 7 科 5**，成為首屆 「超
級狀元」；另有26人以6科5**成為狀元，中、英文
科則約有0.8%考生取得5**佳績。

5**等同UCAS的145分
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昨日出席恆隆數學獎頒獎禮

後表示，首屆文憑試後，有同學的實質考試成績，
故考評局和教育局針對 「5**」成績再到倫敦作一次

全面檢視，並獲確認 「5**」成績可對照 UCAS 的
145分，英國高考A*最高等級則是140分，IB（國際
文憑大學預科課程）最高的第七級分數是 130 分，
「反映香港DSE 『5**』的水平較英國高考及IB的最

高等級還要高，看到文憑試獲國際認可深感興奮，
政府會繼續優化。」

考評局秘書長唐創時亦回應有關結果，他說首
屆文憑試完成後，繼續與UCAS的專家就第一屆考生
的表現，以及5**級的對照分數進行研究。 「文憑試
5**級正式納入UCAS分數對照制度，進一步提升海
外院校對文憑試資歷及水平的認識，方便香港考生
往海外進修。」

考評局於 2010 年宣布，文憑試獲 UCAS 納入分
數對照制度，可與英國的普通教育文憑高級程度考
試（GCE A Level，簡稱英國高考）對照，當時尚
未公布文憑試最高級的5**水平對照。至於考生在文
憑試奪5*級，相當於英國高考奪A與A*級之間，文
憑試的 3 級水平與英國高考的 E 級（及格）相若。
（見表）

數學科成績分開計算
由於新高中數學科設有必修及延伸部分，考評

局公布必修及延伸部分的 5**級分別取得 65 分及 80
分，學生在報讀要求數學科成績的英國院校課程時

，其數學科必修及延伸部分的對照分數會合併計算
，例如學生在數學科兩部分均取得5**級，便會獲得
145分。由於必修部分及延伸部分的成績分開匯報，
故其對照分數亦分開計算。

考評局發言人補充，除英國院校外，會繼續向
其他海外國家爭取文憑試的認可。目前全球已有140
所院校歡迎文憑試考生申請入學。在2013年，70所
內地高等院校及149所台灣的大學亦會接受文憑試成
績，直接報讀其學位課程。

【本報訊】記者胡家齊報道：恒隆地產昨聯同香
港中文大學數學科研究所和數學系於金鐘亞洲協會香
港中心舉行 2012 年度 「恒隆數學獎」頒獎典禮，官
立嘉道理爵士中學（西九龍）中七學生關仲衡以研究
著名數論猜想 「卡塔蘭猜想」摘冠，獲得 25 萬港元
獎金，銀獎及銅獎分別由沙田官立中學團隊及嘉諾撒
聖瑪利書院中五學生盤沁翹奪得。

每兩年一屆的 「恒隆數學獎」是為香港中學生而
設的數學研究比賽，由恒隆地產董事長陳啟宗及世界
著名數學家丘成桐於2004年創立。今屆有來自62所
中學252位學生，組成87隊隊伍參賽。在領隊老師指
導下，每隊參賽隊伍設定及研究一個富創意的數學課
題。大獎公布前一天，入選最具原創性的 14 隊隊伍
出席學術委員會安排的即場答辯會，決定各獎項得主。

簡單方法證 「卡塔蘭猜想」
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昨親臨頒獎，讚揚香港學生在

數學方面表現出色。金獎得主關仲衡中二開始對數學
產生濃厚興趣，覺得數學課上所學知識已滿足不到其
求知欲，開始積極參加課外數學課程及各大數學比賽
。他的研究由二月開始，致力以簡單方法證明 「卡塔

蘭猜想」，經多次嘗試終成功以初等方法證明一些特
例。身為應屆文憑試考生的他希望升讀大學數學系，
將來從事研究工作。

關仲衡的指導老師湯溢庭稱，關仲衡數學成績優
異，拆解數學問題時小心謹慎，每次測驗考試都幾乎
滿分： 「經常想扣他分都扣不到。」

銀獎得主沙田官立中學團隊表示，在研究過程中
深深體會到解難、分析能力的重要。銅獎得主盤沁翹
表示比賽讓她從多角度思考數學難題，感謝 「恒隆數
學獎」給她機會發掘數學方面的興趣。

其他獎項方面，五個優異獎得主，分別來自浸信
會呂明才中學、迦密聖道中學、保良局百周年李兆忠
紀念中學、沙田培英中學、王肇枝中學，嘉道理官中
教師湯溢庭獲最佳老師領導獎金獎。各得獎學校可推
薦一位教師，接受由香港中文大學數學系提供的數學
理學碩士獎學金，總額約港幣40萬元。

另一方面，丘成桐稱，學生於 「恒隆數學獎」表
現良好創意、技術，開始探索先進及主流數學問題，
令獎項愈來愈接近成立原意。不過， 「深圳的高科技
發展可能已超越香港，長此下去，香港會失去競爭力
，希望香港政府能大力支持科研發展。」

邵善波晤學者商撥款權
【本報訊】就中央政策組收回 2000 萬 「公共政策研究

計劃」撥款權，中策組首席顧問邵善波昨日與曾獲計劃支援
的學者會面。參與對話的教育界立法會議員葉建源認為，政
府從研究資助局收歸計劃，或導致外行評內行，甚至學者自
我審查的情況產生。

邵善波與議員葉建源、張超雄和黃碧雲及學者李詠怡共
四人，就中策組收回計劃一事，對話逾一個鐘頭。其後，邵
向記者表示溝通順利而離場，葉建源則認為，談話並不能完
全釋疑。他說中策組應該給出更詳細的方案，包括評核機制
，以確保學術中立。又透露，一月中策組或有方案通報。

平機會促加強特殊教育師訓
【本報訊】本港推行融合教育逾15 年，有特殊教育需

要（SEN）的學生於融合教育的制度下入讀主流學校，但平
等機會委員會批評，目前只有約一成教師接受融合教育的基
礎培訓，專責小組昨天與教育局達成共識，爭取數年內特殊
教育師資受訓率可提升至二成半，長遠更希望達致百分百。

2011/12學年，全港中小學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生約2.86
萬人。平機會早前公布的研究顯示，本港有一半教師未接受
任何特殊教育訓練，43%教師不願接納有各樣學習障礙的學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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