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記者羊敏定安八日電】海南省定安縣素有
「名賢之鄉」的美譽， 「一里三進士」、 「父子進士

」、 「公孫舉人」等被譽為佳話。
身處於瓊島東北內陸的定安，是一座並不富裕的

小縣城：教學條件落後、師資隊伍良莠不齊、經費不
足等問題，成為發展教育事業中的沉。儘管如此，
該縣近年來在財政並不富裕的情況下，構建起以政府
資助為主，社會資助為輔，多渠道籌措助學資金的三
維助學體系，通過多措施用小財政辦好大教育。

據了解，近兩年該縣先後投入12億元推進平各思
源學校項目、定安中學三期、城南中學改擴建項目、
校安工程項目、學前教育工程，以及農村學校改廁項
目的建設，大大改善了辦學條件。創新教育理念，改
善辦學條件，轉變工作作風，優化育人環境，全力推
動該縣教育工作內涵式發展已成為該縣教育工作的重
中之重。

同時，定安縣積極從全國各地引進各類優秀人才
，從幼兒園到中學，都有來自不同地區的人才在教育
教學崗位上兢兢業業。來自內蒙的定安思源實驗學校
校長韓玉芬經三年的勵精圖治，引領學校三年躋身 「
省級規範校」並榮獲多項榮譽。

定安縣教育局局長梁定偉坦言，依有政府大力
支持作後盾，定安的教育改革要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必
須打好 「管理」這張牌。按照質量和均衡的要求，縣
教育局首先建立系列管理機制，提出抓校長促管理、
抓師德促教風、抓課堂促學風的管理模式，成立考核
評價小組，實行績效與業務考試、課時、考勤、教學
質量掛，使教師績效工資改革穩妥推進。同時，採

取實地查看、核對資料、訪談、聽課、問卷調查等方
式進行量化評分，並與校長和老師的評選、晉職直接
掛。

通過採取多種措施，定安縣辦學的相關工作得到
了有效推進和好評，2012年該縣中考成績在海南省排
名從2008年的第17名上升到第8名。

定安定安：：小財政辦大教育小財政辦大教育

▲▲定安縣教育局辦公樓定安縣教育局辦公樓

▲▲定安縣領導及教育部門領導在定安中學視察工作定安縣領導及教育部門領導在定安中學視察工作；；左起左起：：定安縣縣長符立東定安縣縣長符立東（（左一左一）、）、定安縣委書定安縣委書
記韓勇記韓勇（（左二左二）、）、定安教育局局長梁定偉定安教育局局長梁定偉（（左三左三）、）、海南省教育廳廳長胡光輝海南省教育廳廳長胡光輝（（左四左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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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將於下周一舉行
會議，檢討《專上學院條例》（第320章）（條例）及
《專上學院規例》（第320A章）（規例）。

教育局提交立法會的文件顯示，條例及規例於1960
年首次制定，旨在規管專上學院的註冊和運作，以及讓
這些學院豁免受《教育條例》（第279章）的條文規限
。現時有香港樹仁大學、明愛專上學院、珠海學院、恒
生管理學院、東華學院、明德學院六間院校根據該條例
註冊。

教育局文件稱，條例及規例就專上教育院校的註冊
和監察訂明法例規定，這些規定部分現已過時，未能配
合專上教育界別的迅速發展，包括推行副學位資歷等。
檢討條例及規例旨在作出必要的技術更新和取代不合時
宜的法規，以配合該界別的轉變。局方建議作出刪除課
程修讀期的註冊規定、刪除學生年齡方面的收生規定等
多項法例修訂，以配合新學制的實施。

【本報訊】去年《施政報告》提出職訓局興建國際
廚藝學院，立法會文件指出，估計興建國際廚藝學院校
舍的工程費用約為6.58億元。學院將於2014/15學年開
課，待運作穩定後，每年提供約2000個學額，包括證書
、文憑、高級文憑等課程。

職訓局已物色薄扶林道145號一幅面積約3770平方
米土地，作為國際廚藝學院校舍，該處毗鄰職訓局薄扶
林大樓，中華廚藝學院、旅遊服務業培訓發展中心和訓
練酒店亦位於大樓內。新校舍樓高六層並設有兩層地庫
，建築物最高可興建至約36米，樓面面積約6600平方米。

教局修例配合新學制實施

國際廚藝學院明年開課

【本報訊】實習記者周涵報道：將八大資助院校約
7.5%本科學額回撥並重新競投，此舉能否引入良性競爭
活化學術，還是加速高等教育商品化？香港專上學生聯
會昨在中文大學就 「捍衛院校自主、學術自由 反對教
育商品化」進行請願，教資會主席鄭維新親自到場接收
請願書，並與學生代表閉門對話。

昨日參加請願的是中大、理工大學、城市大學以及
教育學院學生代表。理大學生會會長陳文輝說，學額回
撥機制嚴重干擾院校的自主權，使得院校不得不開設迎
合市場學科以取悅教資會。

團體請願反教育商品化

【本報訊】記者胡家齊報道：2011
年日本福島核電廠事故令核安全問題備
受關注，十年內廣東省也將有15至20個
核反應堆投入營運。為應付未來的人力
需求，香港城市大學將於新學年開辦核
子及風險工程學士學位課程，涵蓋核子
工程、核子醫療及放射醫學、風險工程
等領域。

城大機械及生物醫學工程系高級工
程師陸炳林稱，修畢核子及風險工程學
士學位課程的畢業生就業前景廣闊，可
從事核電安全管理、大型企業的維修工

程部門、鐵路安全、金融產品風險評估
等工作。他舉例稱，馬會、港鐵、醫院
都很需要這方面的人才，由於珠三角有
多個核反應堆投入營運，預料有不少開
發核輻射設備產品的企業在香港設立分
公司，提供大量工作機會。

入學資格方面，除大學一般入學規
定，城大建議學生修讀以下中學文憑試
科目一項或以上，包括生物、化學、物
理、數學延伸部分單元一或二、科學、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資訊及通訊科
技、設計與應用科技。

此外，城大預定於下學年開課先進
科技及管理學理學碩士課程，旨在訓練
學生掌握更多核工程與風險工程的知識
和能力，減低核能風險。

城大辦核子風險學位課程

作為本年度獲得人文及社會科學傑出學者
獎的學者，吳獲資助逾78萬港幣。這筆獎金專
司聘請兼職教師，能夠讓他騰出時間專心從事
研究。目前，他正致力建立一個關於本港個人
和家庭的長期跟蹤調查數據庫。如果有人認為
，人文社科類課題，不過是翻翻故紙堆吹吹水
，就大錯特錯了。他的研究比人們能想像到的
，龐大複雜得多。

將全港分成405個區域
吳曉剛表示，項目僅完成第一輪調查，他

和團隊將全港劃分成405個區域，來自3214個
家庭共7200位成年人和近千位少年兒童已接受
訪問。在他的計劃中， 「不是收集靜態的數據
，而是此基礎上持續追蹤，觀察教育、婚姻、
生育、就業和職業發展等項目」從而用數據，
長期分析經濟、社會變遷對民眾的影響。

儘管研究未進入結論階段，但已有數十個
話題從數據中浮出。 「比如我們對輪候公屋的
居民進行追蹤，發現已上樓的相比仍在輪候的
居民，收入提高，心理滿意度更高。」亦發現
十八歲至三十歲年齡段，失業率高，且收入與
心理預期相差最大。

當龐大的數據庫建立起來，不但公共政策
的很多話題會浮出水面，或許爭論不休的問題
將迎刃而解。吳曉剛的一個創意，正在和中國
人民大學合作， 「我們追蹤五千多名大學生，
從他們入讀，包括他們的家庭背景、專業、在
校的行為、身高體重等一些生理信息，選什麼
選修課，是否在外兼職等等。一直追蹤，每年
更新數據，到他們就業，五年後職位如何，婚
姻狀況，工資多少，這樣會有很多答案得出來
」。寬泛的有如怎樣的因素決定了人的成功，
細緻到大學期間的戀情有多少能 「功德圓滿」
？他說，這不是問一兩個人就能得到的感受，
大規模的實證數據或比感受更真實。

「重要的不是調查本身，而是建立的數據
庫。」吳曉剛表示，人文社會科學正進入一個
裂變期，社會科學學者不再局限於僅僅查找文
獻，或者 「參觀馬克思故居」。而是致力於使
用實證數據，產生 「科學化、標準化」的分析
。美國密歇根大學在1968年展開 「收入動態跟
蹤調查」，抽樣18000人的經濟、人口行為、
教育。至今樣本已經涵蓋六萬五千多人。美國
近年來的福利制度改革、新貧困標準的制訂等
，都是來自於PSID（國民收支動態追蹤調查
研究）。台灣自1999年起，發動類似的調查。
內地北京大學為此專門成立機構。2010年發起
對五萬人的大調查。與此相對，多年在港呼風
喚雨的 「民意調查」，往往主觀性強而實用性

低。
吳曉剛毫不客氣的用 「沙漠」來形容香港

社會科學發展。本港社會科學的掉隊，在他看
來，和殖民時代遺留下來的 「積極不干預主義
」有必然聯繫。在六十年代，美國經濟學家
佛理德曼和當時的香港財政司司長郭伯雄談及
香港統計信息的缺乏，郭回答說，如果我讓他
們算出數字，他們就會用來計劃。 「這對於依
賴實證資料分析的現代社會科學來說，是一場
釜底抽薪的災難」。

香港統計信息缺乏
本地數據的缺乏，讓對香港問題有興趣的

學者望而卻步。而搜集數據費時費力，亦讓原
本就缺乏關注的本港社會科學學者 「有心無力
」。殊不知，動輒調查千萬人的數據庫，需要
龐大的經費支援，香港的科研資助本身不足
GDP的一個百分點。 「除去佔大頭的生命科
學、信息工程，能夠分到社會科學的少之又少
」，以致 「在報紙上寫時評的人多，做本地研
究的寥寥無幾」。

吳曉剛認為，香港過去經濟起飛具有極大
偶然性，而在現今面臨諸多挑戰，必須作出長
遠的政策規劃。而標準化具有對比性的數據庫
，一定不能缺席。畢竟香港往何處走，這永遠
不是一幫人鬧哄哄上街就能解決的問題；也不
是幾個公共政策學者，做點 「頭痛醫頭」的零
碎研究，就能夠給出的答案。在吵吵嚷嚷爭論
不休的時候，當代社會科學可以助執政者從亂
局中 「跳出來」，方能擁有真正關注民生的大
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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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曉剛：本地民調實用性低
建議長遠應規劃建數據庫

香港是個奇怪的地方，我們討論教育，不去聽小學生的心聲。我們討論養老，卻無需本港老
齡化數據支撐。惟有立場鮮明的政客和媒體，打沒完沒了的嘴仗。剛獲教資會 「人文及社會科
學傑出學者獎」 的香港科技大學教授吳曉剛，近日接受本報專訪時表示 「說來有趣，各種香港問
題鬧得沸沸揚揚，但 『上檔次』 的本地研究，又有多少？」 環顧全港，目前似乎只剩零散的政策
研究和主觀性強、實用性低的 「民意調查」 一枝獨秀。 本報記者 成野

是日稿擠， 「堂堂正正談
國教」 順延一天。編者按：

香港物流協會統計顯示，2011年香
港過境機動客貨車總量逾1400萬輛，貨
櫃車總量逾710萬輛。剛過去的2012年
，僅一至六月空運貨站處貨量就已達到
1,325,502公噸。在經濟持續急速發展和
供應鏈全球化的刺激下，內地傳統的運
輸和倉儲業也快速向現代物流業轉變，
內地大量的物流集散，也使物流行業需
要大量專才以配合行業發展步伐。

企業急需相關人才
香港與內地在2003年簽訂 「更緊密

經貿關係安排（CEPA）」後，物流業

近年藉此擴展往來，北上經營相關業務
的香港公司持續增加。香港物流協會昨
透露，本港物流企業，尤其是中小型公
司，急需了解內地物流市場兼具備內地
物流和電子口岸相關政策知識的專業人
才。該協會近年就同全國物流標準化技
術委員會合作，開設 「全國物流師職業
資格認證考試」，為具備大專學歷的港
人北上從事物流業提供出路。

李勝利受國家教育部委託，協助處
理港生北上升學事宜，他說：「通過
CEPA協議，越來越多香港和內地行業
互認，兩地互認程序也日趨簡化。以物

流業為例，港生內地升學不單能學習內
地物流業政策、法律及業界規範，也能
深入了解行業運作模式。這些都將成為
港生畢業後回港就業的競爭優勢。」

與此同時，今年70間免試招港生的
內地院校，有13間都提供物流管理專業
學位課程，其中半數在廣東省，包括招
收最多港澳生的暨南大學，福建省也有
三間，包括著名僑校華僑大學。各校基
本入學成績要求都是中學文憑試中英數
和通識科考獲 「3322」，但南開大學的
入學門檻則定於 「3332」。（見附表）

資料顯示，物流管理主要是應用

管理的基本原理和科學方法，對物流
活動進行計劃、組織、指揮、協調、
控制和監督，使各項物流活動實現最
佳的協調與配合，以降低物流成本，
提高物流效率和經濟效益。畢業生主
要在經濟管理部門、內外貿公司、工
商企業以及各類港口、碼頭和機場等
物流企業從事物流管理工作。

香港與內地經貿關係日益
密切，令北上修讀物流管理專
業的港生就業前景看好。2013
年免試招港生的70所內地院校
，就有13間提供物流管理專業
，包括在全國物流管理專業排
名第二位的天津南開大學，以
及暨南和華僑這兩大僑校。中
國教育留學交流（香港）中心
董事長李勝利指出： 「CEPA框
架下香港物流企業在內地有廣
闊發展前景，港生內地升讀物
流管理專業將佔據兩地政策及
文化背景優勢，前景廣闊。」

本報記者 彩 雯

▲左起：城大機械及生物醫學工程學系高級工程師陸炳林、助理教授周文
忠、客座教授錢景常 本報記者胡家齊攝

▲香港科技大學教授吳曉剛認為， 「上檔
次」 的本土研究有限

▲70間免試招港生的內地院校，有13間提供物流管理專業學位課程 資料圖片

內地物流管理專業
學校

南開大學*
福州大學^
華僑大學
集美大學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
暨南大學*
華南理工大學*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
廣東商學院
廣東藥學院
廣東工業大學
西南大學*
雲南大學^
*211/985院校
^211院校
資料來源：中國教育留學交流（香港）中心

收生要求
「3332」
「3322」
「3322」
「3322」
「3322」
「3322」
「3322」
「3322」
「3322」
「3322」
「3322」
「3322」
「3322」

地區
天津市
福建省
福建省
福建省
湖北省
廣東省
廣東省
廣東省
廣東省
廣東省
廣東省
重慶市
雲南省

【本報訊】特首梁振英即將公布的《施政報告》，
料將回應競選承諾推出15年免費教育，教聯會藉此促請
梁振英於《施政報告》落實2項措施，包括公布落實15
年免費教育的時間表，及重設幼師薪級表，全面資助幼
師薪酬。教聯會顧問麥謝巧玲表示，若政府未能在《施
政報告》中回應上述訴求，不排除聯同其他教育團體採
取示威靜坐及遊行爭取訴求。她又認為，因不少幼稚園
已退出學券計劃，即使局方增加學券面額，對學界及家
長作用也不大，希望政府盡快落實15年免費教育籌委員
會統籌有關政策，首要任務是重設幼師薪級表，以及解
決校舍租金等技術問題。

教聯倡恢復幼師薪級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