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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香港理工大學設計學院校友羅偉基獲選
為香港設計中心本年度世界傑出華人設計師，成為理大
十年內第四位獲此殊榮的設計師校友。

羅偉基現為雷諾 （Renault） 汽車外觀設計副總裁
﹐先後任職於奧迪AG﹑戴姆勒AG及歐洲通用汽車﹐
代表作有Saab Aero X概念車﹑Opel CTC和Meriva概
念車等﹒曾於2007年獲《ELLE》雜誌選為亞洲年度設
計師﹒

過去十年，另有譚
燕玉、許誠毅和陳秉鵬
三位理大設計畢業生摘
下世界傑出華人設計師
榮譽。 「羅偉基的成就
令我們十分驕傲，他為
香港的學生建立了榜樣
。我們衷心恭賀他再獲
殊榮。」理大設計學院
院長兼工業設計講座教
授方啟思表示，「學院
即將遷進由名建築師扎
哈．哈迪德（Zaha Hadid
）設計的新大樓創新樓，
校友屢創佳績的消息，
希望能啟發更多年輕設
計師加入這個充滿挑戰
性和滿足感的專業。」

學友社分析指，除恰逢選舉年外，部
分社會議題政治化亦是原因之一。有學生
選擇釣魚島爭議作為第一選擇，原因在於
自己對 「中國人」身份的強烈認同。

學友社自1992年舉辦第一屆 「全港中
學生十大新聞選舉」，至今已是第21屆。
是次選舉先由主辦機構從20所中學提交的
建議新聞事件中，篩出30則候選新聞，再
由參加選舉的120間中學投票選出十大新
聞。在2012年11月15日至12月14日進行的
十大新聞選舉中，有效投票學生人數達
85,854名。 「中國篇」的新聞選舉中，共
有77,652名學生從10則候選中國新聞中，
選出釣魚島爭議、李旺陽之死及孔慶東評
港人三則新聞。今年十大新聞得票率相差
較少，除第一位新聞外，第二至第十位新
聞互相之間得票率只差2%至5%。第一位
的國教科爭議得票率最高，原因在於該事
件中的最大持份者之一為學生。（見附表）

釣島爭議成「中國篇」首名
選舉結果還反映出，對背景相對複雜

、爭議內容傾向二元對立的新聞，如 「長
者生活津貼 資產審查引爭議」（第17位，
得票率27.72%）、 「東北發展惹爭議 政
府方案被質疑」（第28位，得票率27.72%）
等，中學生關注度偏低。

全港中學生十大新聞籌委會成員徐梓
傑指出： 「該結果令人憂慮中學生或未善
於分析各項爭議背後的理據，導致未能掌
握爭議背後的成因及討論解決方法。」參
加初選的台山商會中學學生鄭嘉敏回應：
「對相對複雜的新聞，學校老師因備課及

授課時間有限，未能深入討論。學生新聞

來源主要都是報紙，但報章對一些複雜議
題背景及爭議的深入探討也相對缺乏。」

是次候選30則新聞中有22則屬於政治
新聞，打破歷屆紀錄。該22條候選政治新
聞，半數涉及中港矛盾。徐梓傑分析指出
，除了2012年恰逢選舉年之外，亦因近年
社會上部分議題以政治角度討論。 「比如
『雙非』問題，原本只涉及法律條文和民

生議題，卻逐漸演變為政治議題。」中港
矛盾新聞則涉及多個範疇，學友社認為兩
地民眾在政治、經濟及文化方面存在根本
概念上的差異，中學生受日常聽聞影響，
較多關注此類新聞。

政治新聞破歷屆紀錄
不過每個學生心中的第一位新聞不同

。鄭嘉敏就表示，選舉的第一位新聞是釣
魚島爭議而非國教科風波。 「選擇這則新
聞沒想太多，只是我自己特別關注釣魚島
事件。對日本強佔釣魚島、宣示主權感到
非常生氣。可能當時只是覺得自己是中國
人。」徐梓傑亦表示： 「選舉的這一結果
可能反映學生對國民身份的認同，現象值
得關注。」

同樣就讀台山商會中學的黃晏茵則首
選「英威廉王子夫婦隱私受侵」新聞。「雖
然沒入選，但這則新聞讓我思考新聞的價
值是否只依賴民眾的喜好，民眾喜好是否
是好新聞的判斷標準。這種思考不單是個
人思考而應該是整個社會應思考的問題。
」作為學校初選負責國際新聞的成員之一
，黃同學亦在過程中遇到瓶頸：「很多新聞
僅僅知道但不熟悉，需要看更多資料，過
程中鍛煉了自己獨立思考和分析能力。」

【本報訊】記者胡家齊報道：香
港社區組織協會與兒童權利關注會昨
發表2012年民間兒童權利專員報告，
批評過往數年特區政府紓貧解困措施
少兼力度不足，令貧富懸殊更形嚴重
。而對政府跟進2012年十大兒童關注
問題的表現，貧窮兒童只給予六分，
令政府連續第六年在該報告錄得不合
格分數。（見附表）

社協社區組織幹事施麗珊稱，前任
特首曾蔭權以經濟增長為解決貧窮問題
的良方，缺乏扶貧措施，令貧富差距日
大。她續稱，現任特首梁振英上台後正
視貧富懸殊問題，已推行及即將推行的
措施包括重設扶貧委員會、定出貧窮線
、加緊批地興建公屋等，確立扶貧方向
，表現較上一任政府有改善。她希望在
即將發表的施政報告中能落實更多扶貧
政策，例如低收入補貼、15年免費教育
等。

兒童最關注房屋問題
兒童權利關注會主席胡泉霖指出，

全港有百餘萬18歲以下兒童，當中近30
萬名兒童生活在貧窮線下，十萬多兒童
領取綜援，其餘來自低收入家庭，兒童
貧窮率高達26.3%，較去年只略減0.4%
，即每四名兒童便有一名生活在貧窮線
下，數字依然高企，亟待社會正視。

房屋為2012年十大兒童關注問題之
首，報告指出現時有近二萬名貧窮兒童
居住於籠屋、板間房、套房等環境惡劣
的居所，對兒童身心發展不利。報告批
評政府於處理房屋問題進展緩慢，建議
政府以增建公屋、放寬分配公屋條件、
設立社區學習中心等措施來解決有關問
題。

兒童權利關注會兒童權利大使曾婉

雯的家庭，苦候十多年才於前年獲編配
公屋。回想起早年居於套房的歲月，她
印象最深刻的是房間的天花板常漏水及
與鄰房共用的廁所常沖不到廁，惡劣環
境令她飽受困擾。現在居住環境大為改
善的她表示，學校課外活動費用不菲，
每學期費用動輒要千多元，基層家庭難
以負擔，希望政府能給予資助。

兒童權利關注會1700名基層兒童早

前投票選出來年最關注的施政項目，結
果顯示貧窮兒童最關注的問題仍是政府
房屋政策不善，貧童居住籠屋、板間房
、房問題嚴重。其他關注事項亦與去
年相若，包括政府對教育承擔不足、醫
療服務欠善等。

社協將於下周到政府總部請願，並
將民間兒童權利專員報告提交特首梁振
英。

【本報訊】當代最具影響力數學家之一丘成桐，本
周四將在香港科學館主持科普學講座 「我們真的活在十
維時空裡嗎？─從幾何和弦論談空間的內在形狀」
，揭示十維空間的奧秘，讓人們對宇宙有全新看法。

丘成桐先後獲得菲爾茲獎、沃爾夫獎、克萊福特獎
、美國國家科學獎等國際頂級大獎。他是幾何分析學科
奠基人，解決了代數幾何中的卡拉比猜想、廣義相對論
中的正品質猜想等眾多影響深遠的世界難題。其最新科
普著作是《丘成桐談空間的內在形狀》，現為美國哈佛大
學數學講座教授及香港中文大學數學科學研究所所長。

科普講座定於1月3日（星期四）下午4：30-5：30
，在香港科學館演講廳舉行，免費活動，即場入座，座
位先到先得。查詢電話：27323223。

【本報訊】最新的 「微軟學術搜索」資訊顯示，香
港浸會大學生物系講座教授黃銘洪在環境科學領域多項
頂級作者排名中均位居首五位。以過去五年的總被引用
率和H指數（H-index）計，他在 「污染」研究領域位
列世界第一和第三，而在整個 「環境科學」研究領域亦
位列世界第四和第三。

據ISI Web of Knowledge至2012年10月26日的最新
統計，黃銘洪也是目前環境科學與生態學領域被引用率
最高的華人科學家。

黃銘洪對環境科學和環境毒理學的研究廣泛，已發
表507篇科學論文和32本書的章節，編輯25本書籍或科
學期刊。他近年來主要從事水產養殖、土壤和環境污染
風險評估及對人體健康的影響等研究。

【本報訊】一年之始，中文大學崇基學院本周四舉
行區建公紀念書法比賽作品展，主題為 「承傳與展望」
，主禮者包括崇基學院院長梁元生，崇基學院藝術促進
委員會主席鄺可怡，書法比賽贊助人靳杰強，康文署博
物館專家顧問曾廣才，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容浩然等。
書法展於中大崇基行政樓大堂展覽廳舉行，下午四點半
開幕。查詢電話：39436445。

近半年以來，香港一些在議會中的
政客忙於進行 「倒梁」行動。近日，他
們又啟動彈劾程序，聯署啟動彈劾行政
長官梁振英的機制，他們認為梁振英在
立會答問會上就大宅僭建事件作失實陳
述，有瀆職之嫌。他們聯署支持啟動彈
劾梁振英的程序，當中涉及三項指控，
包括在立會答問會上梁沒有就議員的質
詢作誠實回應，由競選到今，在僭建事
件上涉公職人員行為失當。有27名議員
聯署，符合《基本法》第73條中的要求
。他們日內會將文件交到特首辦，若梁
振英一月內沒有辭職，立會有權委託終
審法院首席法官，負責組成獨立調查委
員會並擔任主席調查事件，若調查結果
認為有足夠證據構成有關指控，立會三
分之二多數通過的話就可提彈劾案，再
報請中央政府決定。我認為， 「倒梁」
行動持續發展至今，對整個香港社會產
生不少不良的影響，如拖慢政府的施政
、擴大社會的分化，最終香港人要付出
很大的代價。

近期的 「倒梁」行動，再一次見證
了柏楊在《醜陋的中國人》中批評中國

人的一些論點。他認為，中國人的其中
一個不良習性，是沉迷 「窩裡鬥」。在
中國社會中，中國人在不需要有人際協
作的情況下，中國人的表現是異常出色
的。但當中國人須要與人協作時，他們
隨即會變為連蟲都不如。因為中國人最
喜歡 「內鬥」，從不會認同合作和包容
的重要性。

在今次 「倒梁」事件中，政客不但
在議會中引發了 「窩裡鬥」的現象，以
令政府 「跪低」為榮，更期望把這種風
氣延展到社會，進一步令社會分化，最
終受害的是我們市民、我們的政府。柏
楊當年感慨萬千地指出， 「凡出賣中國
人的利益者，往往不是外國人，而是中
國人。凡是陷害中國人的，不是外國人
，而是中國人」。這種 「窩裡鬥」的過
濾性的病毒，正在我們的議會和社會中
顯現出來，對香港政壇及社會產生極為
不明朗的影響。

要改變我們社會這種歪風，只有依
靠我們每一市民的獨立思考及批判性的
能力。如果我們有良好的思考能力，就
一定弄清今次 「倒梁」事件中，誰對誰
錯。香港社會未來發展的道路遇到的挑
戰是多方面的，每一個香港人都要覺醒
，多想、多做一些對香港有建設性的事
情，才是 「香港明天會更好」的出路。

記者角
同事近期寫了《我

與灣仔，灣仔與我》的
文章，引起行家友儕共
鳴，不約而同想當年。

忽然發現，原來大家與灣仔多多少少有點淵源，不說其
他，單說每年書展，人潮必然在會展，大年初二看賀歲
煙花，又會到金紫荊廣場和海旁一帶，我們常講的到胡
忠（胡忠大廈，以前教育局總部所在地）、稅務局、入
境處大樓，這些都在灣仔。

灣仔，確實見證了香港的滄海桑田。分域道、駱克
道、杜老誌道，是一幅外國水兵遠洋來港登岸作樂的路
線圖，灣仔地鐵站一帶的酒吧，杜老誌夜總會堪稱標記
。太原街的玩具、修頓球場的波友、鵝頸橋打小人場面
則匯成一幅民俗畫。金鳳蛋撻、美利堅京菜、波士頓牛
扒、雲貴川米線，意法日、星馬泰美食，鼎泰豐點心，
成了舌尖上的香江縮影。

常為人忽略的是，愛群道、日善街一帶，堪稱鄧肇
堅慈善社區，鄧肇堅醫院、鄧肇堅中學（官津校各一）
，鄧志昂專科診療所全在此。灣仔街道和樓宇名稱也極
有特色，例如長長的皇后大道東、軒尼詩道，短短的月
街、星街、船街，再如德仁街、天樂里、秀華坊，又如
合和中心、東華大廈、華都樓、君悅居、倚雲閣、妙境
台、駿逸峰、寶雲殿、寶雲山莊、柏苑以至藍屋等等，
無千篇一律的乏味，而有中西薈萃雅俗兼容之趣，難怪
沙鷗也醉了。

這只是灣仔的社區環境而已，還沒談到鄧肇堅、律
敦治、何東以至景賢里等人文故事哩。救世軍、循道衛
理聯合教會、中華回教博愛社、聖公會、天主教、佛教
聯合會、孔聖教等宗教足跡，春園街、摩利臣山、司徒
拔道等歷史印記，都值得追蹤，有血有肉有笑有淚，是
社區的集體記憶，也是香港史以至中國史的一部分。只
說會展，盛大的香港回歸儀式就在這裡舉行。

沙鷗忽發奇想，近年各區保育之聲不絕，結果幾乎
什麼也不能拆不能遷。若能充分了解社區的那些人那些
事，自會有理性而適當的取捨。第一步，宜從人人認識
社區史開始。

區史港史中國史
沙 鷗

浸大污染研究被引用率世界第一

理大校友膺傑出華人設計師

中大辦書法比賽作品展

丘成桐科普講座周四舉行

2012年全港中學生十大新聞昨出爐，國民教育風波、釣魚島爭議
及南丫島海難分別以73.15%、61.61%、60.63%得票排前三名。選舉
結果顯示，學生對內容相對複雜，爭議傾向二元對立的新聞，關注度
不高。同前年不同的是國際及兩岸新聞入選較少，本港政治新聞則受
學生熱切關注。

本報記者 彩雯

全港中學生十大新聞選舉
2012年中學生十大新聞選舉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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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十大新聞選舉（中國篇）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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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學友社

新聞標題

國民教育科引爭議 撤科聲音不絕

日本購買釣魚島 中日關係再趨緊張

國慶南丫島海難 全港哀悼死傷者

雙非來港產子 政府措施堵塞

梁振英當選特首 選舉醜聞引爭議

李旺陽之死 掀 「被自殺」 之嫌

百噸膠粒散大海 各方自發清理

唐英年僭建 誠信受質疑

首屆文憑試放榜 學位競爭激烈

孔慶東評港人 引起港人不滿

新聞標題

日本購買釣魚島 中日關係再趨緊張

李旺陽之死 掀 「被自殺」 之嫌

孔慶東評港人 引起港人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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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問題

貧童住籠屋板間房

遲遲未推15年免費教育

門診預約困難、輪候時間極長

無為貧窮家庭設立寄宿學校

綜援金額不足、兒童生活困苦

跨代貧窮問題嚴重

中港分離家庭不能來港定居

未制定貧窮線及滅貧指標

未就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進行本地立法

未設兒童專員及成立兒童權利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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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兒童權利關注會兒童權利大使曾婉雯（左）、徐佩姿
本報記者胡家齊攝

教育觀點

倒梁行動盡顯窩裡鬥
香港中史教師會會長 李偉雄

相信各位參加派位的小六
學生家長近日已經透過子女就
讀的學校收到有關中一自行分
配學位的申請表及相關文件，

你們為子女選擇合適的學校時，可以參考以下四個「小錦囊」：
1.搜集資料：取得接受申請中學名單和資料。家長可瀏覽

教 育 局 網 頁 （http://www.edb.gov.hk/index.aspx?nodeID=
1565&langno=2）或透過教育局24小時自動電話查詢系統（電話
：28910088），獲取接受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的官立、資助
、按位津貼中學及參加派位的直資中學名單以及公開接受中一
自行分配學位申請中學提供的自行分配學位數目，該名單及有
關的自行分配學位數目亦分別列載於《申請中一自行分配學位
手冊》及《申請中一自行分配學位手冊（補充資料）》內，家
長可向子女就讀的小學借閱。家長亦可參考家庭與學校合作事
宜委員會編製的《中學概覽2012-2013》，該概覽輯錄了全港
四百多所中學的基本資料。

2.仔細衡量：選擇適合子女的中學。家長應對學校有多方
面的認識，例如：辦學理念、傳統特色、班級結構、發展與運
作等，從而配合子女的能力、性格傾向及興趣選校。

3.鎖定目標：決定申請的學校。家長應留意心儀中學的
收生準則及比重，以及其可供申請的自行分配學位數目，由
於只可以申請不多於兩所參加派位的中學，而申請表一經遞
交，便不可撤回、取消或更改選校次序，在遞交申請前，應
慎重考慮。

此外，在自行分配學位階段獲取錄的學生，不會再經統一
派位獲分配學位，家長若只心儀一所學校，便不應選報兩所，
以免錯失子女經統一派位獲派心儀中學的機會。

4.勿失良機：留意申請日期／學校辦公時間。本年度中一
自行分配學位的申請日期為2013年1月3日至1月23日，家長須
留意心儀中學的辦公時間，於申請日期內將填妥的申請表，連
同學校所需文件直接交往有關中學。

家長如有查詢，可與教育局學位分配組（中學學位分配）
聯絡（電話：28327740及28327700）；地址：香港灣仔皇后大
道東269號呂祺教育服務中心2字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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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銘洪教授
在環境科學研
究世界排名榜
名列前茅
浸會大學提供

▲理大校友羅偉基獲選為香
港設計中心2012年世界傑出
華人設計師

香港理工大學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