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德學院擬入標皇后山
校董冀獨力建校 過半學生有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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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記者劉家莉報道：2013年度升
小統一派位今、明兩天接受申請，近年受跨境
學童問題困擾的上水區校網（80網），雖然教
育局以跨區借學額、加班、加派和擴建村校4
招應付學額不足，但區內小學校長估計，新學
年區內仍欠逾900小一學額，促請局方盡快復
辦空置村校擴大學額，否則將有更多學生被迫
跨區到沙田、沙頭角上學。

教育局資料顯示，本學年跨境學生高達
16356人，較去年急增27%，去年迫爆上水區
80校網，今年更要跨網借調粉嶺（81網）、大
埔（84網）、沙頭角（83網）的219個學額。

北區小學校長會主席陳紹鴻指出，適齡升
小的人口回升，加上雙非童湧港，導致近年跨
境生急增，嚴重衝擊本港學校，當中上水更是
重災區，估計新學年上水區最少仍欠900名學
額。他指出，教育局今年繼續出招催谷加位，
正尋求區內學校擴班可能，但局方去年已在每
班加派2人，有學校由25人小班教學，變成每
班29人，部分學校的特別室或活動室已改建用
作課室加班，實在是 「加無可加」，希望局方
加撥資源予增收學生的學校。

特首梁振英去年在其競選政綱指出，關注雙非兒童
來港讀書的影響，承諾會及早規劃幼稚園和小學的布局
，以免對部分地區造成過大壓力，但他於任內第一份《
施政報告》則未有提及，陳紹鴻希望正如梁振英所說 「
唔講唔等於唔做」。他又補充，希望經過一連兩日的統
一派位後，局方可掌握區內申請升小的確實人數，盡快
與學界商討對策，並落實學界一直倡議的重開早年被殺
村校，以紓緩學額不足問題。至於統一派位結果將於6
月1日公布。

【本報訊】香港理工大學昨日舉行長期服務員工頒獎典禮，表揚285
位為理大服務的教職員。截至2012年底，有88位來自教學及行政部門的職
員服務理大滿15年、93位服務滿20年、36位服務滿25年、57位服務滿30年
，另有11位服務達35年。

獲嘉許的理大員工，包括立法會議員馮檢基的太太、理大學生總監馮
陳敏慈，獲校長唐偉章逐一頒發紀念獎狀及紀念品。唐偉章致辭時衷心感
謝長期服務員工竭誠的服務。他表示， 「大學每個崗位都富有挑戰性及要
求，你們不負所望，攜手協助理大成長、進步。」理大於1990年起推行長
期服務員工獎勵計劃，目的為表揚長期為大學盡心服務的教職員，以示大
學管理層的感謝和讚賞，並加強員工的歸屬感。

教育局局
長吳克儉昨日

探訪深水的廠商會中學，期間與校長麥耀光及一班學
生邊吃飯盒，邊討論學界熱門話題，如新高中學制、通
識教育、多元學習機會，以及剛於本周三出爐的《施政
報告》中有關教育範疇，包括15年免費教育等。

【本報訊】為答謝全國政協委員梁鳳
儀校友捐款一百萬元予母校，寶血女子中
學昨天將該校校舍新翼命名 「梁鳳儀堂」
，校監張永明、上海總會永遠名譽會長李
和聲及全校師生出席儀式。

創校67年的寶血女子中學，初名德貞
第二女子中學，1952年擴辦高中，改名寶
血女子中學。1996年搬往現址柴灣新廈街
338號。行年64歲的梁鳳儀，在寶血接受
14年教育，歷幼稚園、小學、中學及大學

預科，1966年入讀中文大學。她是本港有
數的財經小說家，創辦勤+緣慈善基金，
現為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市政協委員、中
大崇基學院校董、中華總商會常務會董。

「梁鳳儀堂」位於寶血新翼1樓至3樓
，可容1200個座位。命名禮昨於校內禮堂
舉行，與會嘉賓包括梁鳳儀及其夫婿黃宜
弘、誼父李和聲、理工大學學者劉佩瓊、
校監張永明、校長張淑婉修女和寶血校友
會代表。

梁鳳儀致辭，勸勉
學妹勤力作事，常懷寬
恕之心必會踏上成功之
路，秉承寶血精神，他
日能以不同形式回饋母
校。昨天適逢梁鳳儀生
日，全體出席者遂高唱
生日歌以示祝賀。

理大表揚資深員工
吳克儉與校長學生午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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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鳳儀捐百萬回饋寶血

中大研究院推新碩士課程

特首梁振英在剛出爐的施政報告對專上教育墨不多
，並提出要 「全民搵地」，甚至千方百計要將九龍塘前李
惠利校舍一半建宿舍一半建住宅，證實將專上教育用地轉
為住宅用途的傳聞。

被問及是否擔憂自資院校得不到充分支援及沒有足夠
土地發展，張永霖與傳媒茶敘時表示，教育對任何社會都
重要，不相信特區政府會輕視教育。他續稱，雖然現屆政
府的當務之急是解決住屋問題，但梁振英亦多次表明重視
教育，其中一個既定方向是支持自資院校發展，因此相信
若自資院校需要土地，政府會盡量配合。

地皮一半已夠發展
明德學院去年申請柴灣私大地皮失敗，現時僅以5.9

萬港元月租借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港島南（薄扶林）
分校至2015年8月31日，校舍僅可容納1,200名學生，預
料兩年後飽和，尋找適合地皮頓成該校的首要任務。身
兼港大專業進修學院校董會主席的張永霖稱，就皇后山
地皮接受申請的傳聞與明德董事局成員非正式地交流意
見，他和其他董事局成員都有興趣入標興建校舍，但不
會與其他團體合作申請。他強調，明德的目標是找一個
起碼能容一半寄宿生的校舍，因此不會只將目標院址局

限在皇后山。
張永霖笑言，一般文理學院最多只有3,000名學生，

而皇后山地皮預計可容納8,000名學生，因此該地皮的一
半已經足夠明德發展，院方不會 「眼闊肚窄」。他表示，
明德沒有政府資助，要向政府貸款最少10億港元才能在皇
后山建造校舍。

明德於上學年的目標收生人數為400人，最終卻只錄
取了236名一年級新生。候任校長麥培思認為，去年收生
不及預期是太遲招生所致，未來要提高大眾對明德的認知
。張永霖補充，去年招收的學生數目雖然較預期少，但他
們都態度積極，學生數量少亦有助加強師生間的互動。他
透露，申請新學年入讀的反應理想，已分別有接近1,000
名本地生及50名內地生報讀。

早已意料初期虧損
明德去年經港大專業進修學院貸款1億元及捐款8000

萬元成立，首年錄得近4000萬港元赤字，加上收生情況
不理想，令人懷疑學院的經營會否出現困難。對此，張
永霖表示，經營自資院校最艱鉅的問題是沒有補助，最
初幾年收支不平衡是院方計劃之內，最重要是慢慢建立
校譽，營造與其他院校不同的風格。

政府消息人士日前強調，粉嶺皇后山地皮仍維持預留作高等教育用途，並於今年內正式招標
。除耶穌會等九個已提交意向書的辦學團體外，亦歡迎其他辦學團體申請，去年才成立的私立大
專明德學院也有意加入爭奪。對此，明德學院校董會主席張永霖表示，董事局對皇后山地皮 「有
興趣」 ，希望能獨力入標於該處建設校舍及最少容納一半學生的宿舍。

本報記者 胡家齊
【本報訊】本港最少七間專上院校

正尋覓新校長。成立將近一年的明德學
院一直由港大專業進修學院院長李焯芬
兼任署理校長，至近日終於敲定由香港
大學副校長麥培思出任該校創校校長，
4月1日履新。

明德校董會主席張永霖昨聯同候任校
長麥培思會見傳媒時表示，明德遴選新校
長的過程是他前所未見的激烈，接近100
名來自世界各地的出色人才對明德的校長
工作有興趣。遴選委員會從中挑選了接近
20人入圍，任港大副校長12年的麥培思最
終脫穎而出，得以執掌明德。

張永霖盛讚麥培思是出色的教師及行
政人員，感謝港大 「割愛」，同意提早完
結麥培思的合約。

麥培思表示，希望用五至十年為明德
建立國際聲譽，成為一間有領導地位的文
理學院。麥培思於2000年獲委任為港大副
校長，2004年起專責港大的校園建設和發
展，頗受肯定，但他主理的百周年校園，
去年被發現水質樣本含退伍軍人桿菌數目
超標，事件備受批評。

港大副校長執掌明德

「毋負今朝少年志
，去管多少不平事」，
這是港大校友關正傑名
曲《英雄出少年》的一

段歌詞，相信也是歷屆港大學生會幹事的心聲。一腔熱
血，維護公義，乃常人本分，何況是學生會，但絕不等
同可以蠻不講理，或者一副逆我者亡的傲慢。偏偏，在
昨晚，幾十名港大人，竟然以鬧場、搗亂的形式把一場
世紀聚餐弄砸！

一百年來，尤其是近半世紀，香港大學（HKU）
都被視為最高學府，入讀者皆等同天子門生，人們普遍
認定其學識和閱歷與別不同。除了英語了得，水平不凡
，大家也會肯定這批港大人都是有修養，有學問，講道
理，求公義。所以，在許多歷史關頭或大是大非，港大
學生會總被視為社會先鋒，當年的學苑，認中關社的社
會運動，一一始自港大，為人傳誦。

萬料不到，打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港大學生會似
乎除了激進抗爭，我有我講之外，理性溫和的聲音消失
了，就拿早前的龍華街新宿舍甲醇超標事件，未充分了
解真相，學生會就發動聯署，要校方某某人下台。再如
昨晚的世紀聚餐，本是一宗勞資糾紛，大可邀請相關各
方坐下來坦誠對話，竟然弄到一發不可收拾。結果，成
了全輸家的局面。

原是學生會老鬼們的世紀盛會，變了亂紛紛一片；
原本要向盡心盡力服務大家的發叔致敬，結果叫人活受
罪，傷了老人家的心；原本要與老鬼們回憶那些年的那
些事，竟是眼前一團糟的人事；原本是高官、名人、精
英重逢寒暄的最佳場合，卻變了雞飛狗走，避之則吉的
地方。

回歸十五年來，香港充斥了激進蠻橫的歪風戾氣，
想不到堂堂港大也不能倖免。對此，港大人，包括一眾
老鬼和新鮮人，通通都要反省，莫負一世紀的美名！

記者角

莫負HKU美名
沙 鷗

【本報訊】記者成野、彩雯現場報
道：享譽本港最高學府的香港大學，繼
去年創校一百年後，昨晚為慶祝學生會
百周年而舉行世紀重聚。近400名歷屆
學生會會長以至教職員會聚學生會大樓
，出席 「港大學生會永遠榮譽會員及百

周年紀念碑」揭幕儀式。不過，原本喜
氣洋洋的世紀晚宴卻因幾十人踩場而掃
興收場。

「百載輝煌．港大學生會世紀重聚
」港大學生會百周年慶典，昨日傍晚在
港大黃克競平台、學生會大樓及學生會

餐廳舉行，大會請來上世紀60年代至21
世紀的多名學生會會長，包括翁裕雄（
1966）、詹德隆（1967）、崔綺雲（
1974）、張家敏（1982）、馮煒光（
1984）、邱振明（1990）、張銳輝（
1991）、王振星（1997）、張韻琪（
2000）及現屆會長陳冠康（2012）。歷
屆評議會主席方面，有黃宏發（1967）
、張炳良（1974）、陳莊勤（1977）、
評議員何俊仁（1973）等。

港大學生會百周年紀念碑揭幕儀式
，由港大校務委員會主席梁智鴻及副校
長周肇平主持，隨後舉行學生會百周年
聚餐。學生會希望透過是次活動，嘉許
為學生會服務44載的前學生會經理呂君
發（發叔）和學生會榮譽司庫趙啟超，
共憶那些年的那些事，帶出 「團結一致
、獨立自主」的學生會宗旨和精神。

聚餐規模盛大，幾百名出席者分布
於黃克競平台、學生會大樓及學生會餐
廳。不過，世紀盛宴卻因一宗勞資糾紛
而一度陷入混亂，六七十位學生會成員
和職工，為聲援一名被指無理解僱的職

員而踩場，他們先在場外派傳單，高呼
口號，當陳冠康登上主禮台就座時，踩
場者隨即起哄，大叫 「陳冠康下台，發
還人工」。原本喜氣洋洋的聚餐活動給
打亂，年逾八十的發叔呂君發被攙扶下
離座休息，不少學生會老鬼大感掃興而
退席。

表達意見需尊重他人
有往屆學生會幹事肯定每人有表達

意見自由，但是否非要踩場不可則值得
商榷。踩場者矛頭所指的陳冠康表示，
解約事件是學生會集體議決，非單純個
人決定，對此，他並不後悔，也珍惜學
生會主席的經歷。

港大副校長周肇平認為，若僱傭事
件涉及法律層面，應以法律途徑解決。
1984年的學生會會長馮煒光稱，鼓勵學
生表達意見，但應先聽完其他人的意見
，他尊重表達權利，但不同意踩場。

據悉，大多數參加抗議者均已報名
參加昨晚聚餐，因此得以進入會場，豈
料乘機發難，以致場面混亂。

示威者搗亂世紀晚宴

【本報訊】香港中文大學研究院於9月新學年推出5個
修課式課程，學費由港幣4.21萬元至12.8萬元不等，研
究式及修課式課程截止申請日期分別在1月底和2月底。

中大研究院院長黃永成透露，各學院共推出240多
個碩士以至博士課程，新增的大部分為修學式課程以培
育專才。例如醫學院 「手術護理理學碩士課程」，為護
理學畢業生及手術室專業人員而開，須修讀各類外科手
術、微創手術、麻醉科、骨科、婦產科及機械人手術，
學員將在專設的模擬手術室學習。課程為兩年兼讀制，
整項課程暫定港幣8萬元。

中大理學院新開的 「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哲學碩士博
士銜接課程」，研究課題包括腦發育、幹細胞、癌細胞
、功能基因組學。研究式博士及碩士課程暫定每年港幣
42,100元。課程兼收本地生和內地生，讓從事現代生命
科學和生物醫學研究人士深造。配合香港檢測認證產業
發展，校方新推 「認證化學理學」碩士，修讀者可掌握
設計化學檢測方法實驗室技能，成為執行化學檢測認可
標準的專業人士。中大研究院現有近1.3萬位學生，佔
全校學生46%；其中研究式研究生有2,206人。

▲明德學院候任校長麥培思（左）與校董會主席張永霖（右）
透露有意進軍皇后山 本報記者胡家齊攝

▲▲最少有九間院校有意入標最少有九間院校有意入標，，在粉嶺皇后山在粉嶺皇后山
辦私立大學辦私立大學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梁鳳儀（左三）在
捐款儀式上勉勵學妹
勤力作事，日後回饋
母校

▲上水區校長促請局方復辦空置村校擴大學額
資料圖片

▲理大舉行長期服務員工頒獎禮，表揚285位教職員

▶馮煒光（左
一站立者）對
學生會世紀
聚餐被踩場
感到無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