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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觀點

中大建氣候變化博物館

【本報訊】記者彩雯報道：昨日為中一自
行派位第一天，家住油尖旺區的張太，上午十
點便急忙到英中名校九龍華仁書院為兒子交表
。雖學校今年減派兩個位，對其入讀幾率有影
響，但她坦言，華仁仍為第一選擇，且並沒填
報第二間自行派位學校。 「即使這一次派不到
位，統一派位時都要繼續填報華仁，如果統一
派位都不能入讀，就要嘗試 『叩門』。」

張太解釋，如此 「死心塌地」想入讀華仁
，是因為大兒子喜歡這一間學校，且兒子的同
學也大多考慮入讀華仁。

由於兒子的學習成績一直大起大落，加上
早前只報讀英文和數學兩項補習班，並未參加
其他興趣班，張太實為兒子的入讀機會感到
擔憂。 「已經話畀佢知要自己努力了。」

同樣想兒子報讀九龍華仁的陸先生，則專
門帶兒子一起到學校取表。成績在中上的兒子
對於入讀該校信心不足，不過一樣想要 「博一
博」。至於減派是否影響入讀，陸生表示無奈
： 「政府要減派大家都冇辦法了，我們都要受
影響。不過應該都是短期的政策，希望長遠政
府能恢復原有的收生額。」他也表示考慮到經
濟因素，不會入讀直資學校。 「第二間自行派
位填了九龍城區冇減派的英中，以 『保險』為
主。」但他也坦言，如果派位不理想就只能 「
被迫」入讀直資學校了。

家住深水的陸太，專門為獨女到另一英中名校真
光女書院交表。為跨區入讀名校，陸太為女兒報讀英文
和中文補習班，佔家庭收入的1/5。另一間則自行派位
填報深水區普通學校。陸太直言不會報讀直資，因為
「政府資助學校都不錯」。第一選擇為真光，陸太表示

： 「真光學生都很乖，且女兒又鍾意真光。」女兒現在
成績在頭幾名，所以陸太雖不清楚減派帶來的影響，但
並不擔心女兒派位問題。

根據教育局去年12
月確定的中一減派方案
，全港逾110間英文中
學中，至少90間學校減

少收生。今年全部英中中一學額大減648個，有65間更
齊齊每班減收2人，每校各減10個學額，包括油尖旺傳
統名校華仁書院（九龍）、循道中學及港島名校張祝珊
英文中學、香港真光中學。另外，至少21間英中則 「零
減派」，包括皇仁書院、庇理羅士女子中學、英皇書院
等十一間官校。（見附表）

來自上海的潘小姐，幾年前透過投資移民來到香港，
昨日早上行色匆匆地到皇仁書院為就讀九龍塘宣道小學的
兒子遞交入學申請表。她表明不會用盡申請兩間中學自行
派位的名額，雖然鍾情皇仁，但她透露最大的心頭好原來
是直資名校聖保羅男女中學。她認為，直資中學較官立中
學靈活，身邊朋友對聖保羅男女中學頗有讚賞之辭，過往
九龍塘宣道小學也有不少學生升讀該校，因此會將該直資
名校視為首選，早前已為兒子申請入讀。

港讀書壓力較上海大
潘小姐表示，兒子七歲來港，已適應香港生活，但她

認為在香港讀書的壓力較上海大。為培養兒子全方位發展
，增加入讀名校的機會，潘小姐 「入港隨俗」，每月花近
萬元為兒子安排私人補習，及學習小號、鋼琴兩種樂器。
由於兒子的成績屬於band1，她有一定信心兒子能入讀心
儀學校。

羅小姐同樣心儀名校的皇仁，昨早先到皇仁，再趕往
香港鄧鏡波書院為兒子提交申請表。用盡兩個自行派位名
額的她，不諱言十分喜歡皇仁，故為兒子揀選該校為第一
志願。她承認，有感入讀皇仁要面臨劇烈競爭，故為兒子
「買個保險」，選擇入讀機會較高的香港鄧鏡波書院為第

二志願。對於學校減派或影響學生入讀心儀學校的機會，
她坦言感到擔心，故會為兒子報讀聖士提反書院等兩、三
間直資中學作後備。

另一方面，家住油尖旺的張太太，希望能讓兒子入讀
他首選的九龍華仁書院。這位全職家庭主婦說，過去一直
為大兒子報讀英文和數學補習班，全家開支只靠張先生一
人從事建築行業的收入，所以大兒子現在每半學期約1200
元的額外學習費用，都要靠兒子的姨媽幫補。

即使如此，張太仍然擔心兒子因為沒參加課外興趣
班而減低入讀機率。她表示，雖然已經報讀兩間直資學
校，但最後會不惜 「叩門」幫兒子爭取入讀機會。 「如
果無奈之下入讀直資，將大增家庭經濟負擔。四歲的小
兒子如果最後也入讀了直資院校的話，我自己就要出來
找工作了。」

住在深水區的陸太，則專門為獨女報讀油尖旺名牌
女校真光女書院。為女兒能順利入讀名校，陸太同樣為女
兒報讀了英文和中文補習班作準備，額外學習費用佔家庭
收入的1/5。

往年收700份申請表
陸太透露，另一間自行派位填報的是深水區的普通

學校。 「不會報讀直資，因為政府資助學校都不錯」。她
解釋道： 「選擇真光女書院是覺得真光學生都很乖，女兒
又鍾意真光，所以作為首選」。問及若然統一派位也落選
如何打算，她表示女兒成績在全班頭幾名，所以不擔心自
行派位入讀深水區的好學校。

皇仁書院副校長梁維信透露，校方昨日已收到十多份
中一自行收生申請表。他表示，該校以往都會收到六、七
百份申請表，預料本年數字不會相差太遠。

【本報訊】以醫療學科為主打的東華學院計劃向政
府申請5600萬元免息貸款，優化校內實驗室等設備，以
及計劃於何文田校舍對面的愛民租用30多個地舖設立
多個學習室，預計整個工程費用約1000萬元，為 「升格
」私立大學鋪路。

東華學院以成為醫護型綜合私立大學為目標，校長
汪國成昨與傳媒茶敘時指出，校董會已決定向政府申請
約5600萬元的免息貸款，用作興建並優化各學科實驗室
、多媒體及影像工作室、演講廳及課室、更新資訊科技
系統及影音設備等。同時，校方正覓地擴充校舍，設立
多個學習室，校方早前已向房屋委員會提出建議租用愛
民的地舖，設立多個學習室，提供討論分享區、閱讀
中心及多媒體中心等設備，預計整個工程費用約為1000
萬元。

該校近日獲 「東華三院歷屆主席會」及慈善家李韶
伉儷各捐出100萬元，有關捐款亦納入配對補助金，校
方昨日亦舉辦支票捐贈儀式。

新年伊始，本報校
園版和通識版相應擴充
欄目，每月邀請香港資
優教育學苑專人撰稿，

分享資優教育、資優生成才之道。通識版則會配合
文憑試，透露公開試摘星心得，另有專欄則定期介
紹善用搜尋器助益通識學與教的竅門。

資優生等同IQ高EQ低？斥資二億元成立的 「
香港資優教育學苑」，近年配合教育局政策為學生
、教師以至家長提供相關服務和培訓，部分尖子近
年更屢次揚威海內外的數學、物理奧林匹克等比賽
。本報早前請來該學苑院長湯敏思為通識版介紹北
京第八中學超常兒童（資優教育），本月起該學苑
定期供稿，由學者、專家、學生以至家長執筆，每
月一期刊於活力校園，欄目名為 「資優教育」，第
一期於一月七日刊出。

另一方面，考評局近期向學校發放第二份通識
科文憑試練習卷，學界對此卷看法如何，對其評卷
參考作何感想？本報通識特約作者走訪通識教育教
師聯會執委分享心得，刊於 「通識摘星路」。面對
恆河沙數的網上資訊，網絡專家特別提供 「得心應
『搜』」的絕招，每半個月與讀者講授一次，該兩個
欄目都由下星期開始見報。 —編者

2013/14中一自行收生階段昨日展開，部
分家長迫不及待為子女到心儀學校提交申請表
。有投資移民來港的家長 「入港隨俗」 ，每月
斥資近萬元為兒子補習，提升競爭力，務求增
加升讀名校的本錢，包括直資名校聖保羅男女
中學和老牌官中皇仁書院。鑑於本年全港逾
350所官津中學採 「211」 或 「111」 減派方案
，令全港英中中一學額減少660個，不少家長
紛紛為子女報讀直資中學作後備，以求一圓 「
名校夢」 。

本報記者 彩雯 胡家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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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英皇書院、聖若瑟英文書院
瑪利曼中學、聖保祿中學、皇仁書院、香
港華仁書院
庇理羅士女子中學、筲箕灣官立中學、嘉
諾撒書院
伊利沙伯中學
長沙灣天主教英文中學
聖家書院、民生書院、喇沙書院、瑪利諾
修院學校
觀塘官立中學
荃灣官立中學
趙聿修紀念中學、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沙田官立中學
將軍澳官立中學

國民教育中一項
必不可少、不能不提
及的，是國旗。

認識祖國的一個
重要的象徵意義─國旗，是身為國民的基本要素
。如果說 「認識國旗」等同 「洗腦」，當今香港一
個負面詞語，不免令人難過之極，因為，這反映有
這種想法的同胞的無知與固執不通。

有人說在香港的示威遊行中 「舉一下別國的國
旗沒什麼大不了，只是旨在對特區政府某些政策的
不滿。港人本身是沒可能有搞 『港獨』的能力的」
。顯而易見，說這話的人對國旗和國旗的定義如果
不是一竅不通，便是故意漠視，以達到其不可告人
的目的。

稍為查看任何一本百科全書，便不難知道國旗
的定義： 「國旗是一個國家的象徵與標誌，懸掛
的國旗就代表了國家的主權。」

簡單的兩行字，當中的道理已經彰明，很能駁
斥上述的謬論。國旗象徵一個國家的主權，不恰當
的時候舉起不恰當的國旗，並不是說 「舉一下而已
」就可輕鬆帶過、 「無足輕重」。稚子無知，成年
人應予以教育；身為一份報紙的主筆，不加以糾正

，反而推波助瀾，煽動其繼續 「舉一下」，其他人
批評其為大逆不道，就並非 「大驚小怪」，或是 「
欲加之罪」，而是道理、正義俱在。

國旗源於古代軍旗
百科全書又說： 「國旗起源於古代軍旗，作為

戰場識別的標誌，希臘和羅馬的古籍中都有使用軍
旗的記載，在歐洲中世紀時大量出現。當時歐洲的
騎兵由於使用盔甲難以分辨敵軍，因此使用各自所
屬紋章上盾徽的圖案作為軍旗。」

起初先有軍旗，用意是識別我軍與敵軍，後
來演變成國旗，也同樣有嚴格區分 「我」與 「外
」之別。軍旗與國旗，就是主權的象徵，是無可
置疑的。

這裡且舉一些例子，目的在提醒一些在職的恐
共教師： 「接受國民教育」並不就是與 「接納共產
黨」畫上等號。自己先有認知，先別簡單化，再教
導學生，才配稱為 「教師」。

你今次 「舉一下」英國米字旗或昔日香港受殖
民管治時的龍獅旗，在香港街頭遊行抗議香港特區
政府某些政策；下次輪到 「舉一下」軍國主義旗，
或納粹德軍旗，是否同樣地隨意地又用 「舉一下而

已」的態度等閒視之？
有個關於軍旗的故事是這樣的：戰亂時期，某

方戰死沙場者多，軍中縱使如何破敗凋零，最後一
個士兵陣亡前，也誓死舉起代表他這一方軍隊的旗
幟。這說明，這面旗幟是其精神寄託，是叫他勇往
直前的指引。這樣，戰士雖死猶生，是謂之 「生也
充實、死也充實」。

極地考察、航天科研、保釣行動，國家英雄到
了相關的地方，都即時想到要插上祖國國旗。這是
主權、權威、偉大成就的象徵。此時此刻，難道要
插上別國的國旗不成？

2008年北京舉行奧運之前，中國各地傳送奧運
聖火。香港大學一名女大學生在中國五星紅旗旗海
飄揚中舉起一支象徵 「西藏獨立」的 「雪山獅子」
旗，頓時受到眾多中國人民的強烈抗議。身為中國
特區中的一名一流高等學府大學生，這位少女竟然
說： 「為何在眾多五星紅旗中也不能容納一支 『雪
山獅子旗』？」對旗幟的認識簡單化之餘更毫無國
家民族意識，可見她當時是否支持 「藏獨」，或自
己在做什麼事連自己也不清楚。

儘管舉米字旗或舉龍獅旗的青少年縱或不知道
自己這種行為的真正含義，或者他們現在或將來根
本沒有打算搞 「港獨」，但出現如此行徑，社會是
不可能縱容的。

對於 「國民教育與國旗的意義」，社會大眾應
不斷討論，讓青少年知所學習，這種學習，世界每
個國家和地區都不可能沒有，香港學生也不可能例
外。

國旗深具國家主權象徵
黎小燕

【本報訊】記者張媞、實習記者周
涵報道：香港中文大學和香港賽馬會昨
日宣布香港中文大學賽馬會地球保源行
動（Gaia）正式啟動。由馬會捐助5400萬
港幣發起的為期五年的Gaia計劃，包括
在中大建設本港首間以氣候為主題的賽

馬會氣候變化博物館、與本地非政府組
織及中小學構成減碳夥伴計劃，及定期
舉辦以環保為題的學術會議、公開論壇
及社區教育活動。

由中大與賽馬會合辦的Gaia啟動禮
暨中國環境保護四十年學術論壇大會，

昨日在中文大學舉行。國家環保局原局
長曲格平，賽馬會董事范徐麗泰，環境
局局長黃錦星，中大校長沈祖堯，清華
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研究院院長郝吉明
，環球中國環境專家協會主席王金南等
出席。

馬會捐助五千四百萬
地球保源行動獲馬會捐助港幣五千

四百萬，為期五年，藉舉辦公眾教育活
動，以及與學校和非政府機構等結成 「
減碳夥伴」，從而推動社區環境保育及
可持續發展工作。

由馬會全資捐助的氣候博物館坐落
於中大康本國際學術園8樓，佔地800平
方米，預計今年夏季完工，年底或免費
向公眾展示。Gaia總監楊詩詩介紹，博
物館採用先進的多媒體互動模式，向公
眾介紹氣候變化的最新發展和研究，並
且設置模擬冰屋及破冰船甲板，希望參
觀者能身臨其境地感受全球氣候暖化對
極端氣候區域生活的影響。場館將展出
本港首個登上南極，並多次到訪南、北
極及攀登珠穆朗瑪峰的探險家及氣候變
化專家李樂詩所收集的珍貴資料，如動

植物、岩石標本和照片等，及公布中大
在環保方面的科研成果。

楊詩詩透露，博物館或會展出極具
研究價值的 「冰芯」（ice core）， 「
冰芯」可反映不同時代的病菌及生物構
成，但由於保存成本及耗能高，是否展
出還在討論之中。除了新建博物館，中
大還將開展 「生態行」，遊覽中大校園
，認識生態及環保設施等。

中大協理副校長馮通表示，Gaia行
動的首二年，即從12年6月起至今年底
將與本港10間非政府組織及30間中小學
結為夥伴，由專業團隊對機構進行碳審
計，並按個別需要制定減排方案，幫助
機構減少碳排量。目前已有21間港九、
新界的學校加入該計劃，包括天水圍潮
陽百欣小學等7間小學和14間中學，並
從去年11月底起接受碳審計，結果將於
本月底或下月初告知各學校，在未來三
年內通過翻新工程、行為改變等逐步完
成減排。出席儀式的環境局局長黃錦星
表示，社會對於環境保護越來越重視。
除了政府以外，公眾也要共同承擔對於
環境保護的責任。今後也要加強在區域
上與內地尤其是廣東省的合作。

東華學院申5600萬貸款擴校

小資料

通識校園版擴充欄目

▲（左起）東華學院校長汪國成、東華歷屆主席會
獎學金委員會主席余嘯天、東華歷屆主席會主席孫
秉樞、校董會及校務委員會主席陳文綺慧及李韶伉
儷 本報記者 劉家莉攝

▲中一自行派位第一天，陸生帶兒子一起到九龍華
仁書院取表 本報記者彩雯攝

▲中一自行收生階段昨日開始，皇仁書院昨日收到十
多份中一自行收生申請表 本報記者胡家齊攝

▲昨早到皇仁書院為兒子提交申請表的潘小姐每
月斥資近萬元栽培兒子 本報記者胡家齊攝

▲香港中文大學賽馬會地球保源行動啟動儀式。（左起）王金南、黃錦星、范
徐麗泰、沈祖堯、曲格平，以及郝吉明

啟 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