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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大暑假定新校長人選
已覓60候選人 選委會月內成立

男拔IB課 今年名額60人
【本報訊】記者彩雯報道：拔萃男書院國際文憑課程（IB）今年

預計收生60人。課程署理主任胡家麟表示，申請人對IB的了解及入讀
動機最重要。學校亦將根據申請人質素，增加獎學金名額。

男拔今年將有47個IB課程畢業生，幾乎全部獲得不同大學取錄。
今年更第一次收到劍橋、牛津等頂尖名校錄取。校方今年九月計劃收
60名學生，本月23日開始接受申請，已吸引逾300人網上註冊參加課
程簡介講座。胡老師表示，今年申讀學校IB課程學生可同時申請獎學
金，金額及名額未定。該校IB課程去年學費為6.2萬元，今年有待宣
布。

問及學校青睞哪類學生，胡老師強調學生要有明確的目標及學習
動機，並且要清楚IB課程為何能夠幫助他們實現目標。成績並非唯一
標準，過去有學生成績突出，但面試時發現他對理科興趣濃厚，但其
他方面並無。但IB課程要求學生在六個不同領域各選一科，所以申請
人要考慮自己是否適合入讀IB課程。

「時間管理對IB學生非常重要。」胡家麟表示。現讀Grade11的
James Warren Pike入讀時即面臨花太多時間在課外活動，導致學科成
績下滑。已獲劍橋大學有條件取錄的張宇澄認為IB課程的特點就是學
生的自主性要強，知道自己什麼時間要做什麼，並盡最大努力做好手
頭的事。

【本報訊】台灣是近年港生升學熱點之一，根據教
育局資料顯示，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於2008年至
2012年共評估572宗台灣學歷持有人提出學歷評估個案
，當中519宗（約90%）的學歷獲評定為與香港水平相
若。

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昨以書面回覆立法會議員，表示
特區政府在釐定公務員職位的入職學歷要求時，通常會
以香港教育制度下或由本地院校所頒授的學歷作為標準
。若持有境外院校所頒授學歷的人士，其學歷必須經過
評核程序，以確定符合有關職位的學歷要求。若他們所
持有的學歷被評審為與入職要求相若，有關申請會同樣
獲得考慮。

【本報訊】為發展電子教科書以抗衡被扭曲的印刷
教科書市場，教育局現時每年均向公營學校發放 「資訊
科技綜合津貼」，每校津貼額由17萬元至58萬6千元，
2011/12學年整體支出逾3.2億元，小學平均津貼額近32
萬元，中學平均津貼額為41萬元。

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昨天回覆立法會議員，表示2010
年撥款約5900萬元推出為期三年的 「電子學習試驗計劃
」，共61所中、小及特殊學校參與。局方去年六月開展
「電子教科書市場開拓計劃」，協助和鼓勵非牟利機構

編制電子教科書，按本地課程編制不同科目的電子書，
並希望逐步制訂完善的電子教科書適用書目表，會根據
檢討結果釐訂下一階段的資訊科技教育策略，包括對學
校網絡設備等的支援。

吳克儉指出，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自2011年7
月起推出為期五年的 「上網學習支援計劃」，透過兩間
執行機構，協助低收入家庭的學童購買平價電腦及上網
服務，每年向有關家庭發放全額1300元或半額650元的
上網津貼。根據2011年調查，在有學童的低收入家庭中
，約有97%擁有可上網的電腦。對於有議員建議參考外
國 「1學生1電腦」計劃，資助基層學生買電腦，吳克儉
回應本港重視 「學與教」，每名學生未必需要有1部電
腦，亦不希望學生減少與教師交流。

【本報訊】近年不少本港學生棄考高考或文憑試，
轉 考 海 外 公 開 試 到 海 外 升 學 或 循 非 聯 招 辦 法 （
Non-JUPAS）回流本港八大資助院校。教育局表示，
2012/13學年整體有13%循非聯招入讀本港資助院校，
當中6.8%、即近2000人，是以IB（國際預科文憑）或
GCE A Levels（英國高考）等海外學歷入讀。

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昨書面答覆立法會議員，指出經
聯招入讀資助院校修讀三年制學士課程的比例，於
2010/11學年及2011/12學年分別為82.1%及82%。至於
2012/13學年 「雙軌年」下，經聯招入讀三年制課程的
比例為81.1%，入讀四年制課程比例則為92.7%，整體為
87%。過去3個學年，有6.2%至10.6%的本地學生是以副
學位或同等學歷，通過非聯招途徑獲得錄取，另有6.8%
至9.6%是持海外學歷入讀資助院校。

局方資料又顯示，各大院校的非聯招取錄本地生入
學分數，以GCE（英國普通教育文憑）為例，八大院
校中，科技大學的取錄成績最高，平均數須達260分，
其次是中文大學約257.8分。至於IB方面，則以港大收
生成績最高，平均數為38.3分，中大則為37.4分（IB課
程滿分為45分）。

資優生的發掘和培養越來越引起教育界的廣泛重視，各類資優教
育機構應運而生。然而資優教育其實早在孩子幼年（或許更早？）時
就已經開始，父母往往是孩子的第一任資優導師。

我認識的不少數學資優生的父母都是從事和數學有關的職業的，
相信父母在他們的數學啟蒙中功不可沒。2011年第五十二屆國際數學
奧林匹克的金牌得主，原就讀英華書院，現就讀香港中文大學數學系
的李祐榮同學的父親就是一位數學老師。李祐榮讀幼稚園時，便在父
親的指導下，掌握了加減乘除四則運算，顯露出超眾的數學天分。中
一時，我和李祐榮一起去內地參加 「華羅庚金杯」少年數學邀請賽的
全國總決賽，他父親還幫助我們賽前備戰。

我的啟蒙導師是母親，讀文學的母親雖然沒有很早在數學方面激
發我的潛力，卻培養了我對文、史、哲的廣泛興趣，尤其重視培養我
結構性思維的能力，引導我關注事物之間的聯繫和深層含義，而不僅
僅是孤立的表象。這種思維能力使我在後來較高層次的學習中（不論
文科還是理科）獲益匪淺。

數學興趣源於一本書
我對數學的興趣源於一本書。小學四年級時，我考獲聖保羅男女

中學附屬小學的插班生。在新學校，第一次數學考試我只有八十多分
，一向對我的數學學習不甚在意的文科媽媽突然覺得應該做點事。於
是母親從書店買回一本奧林匹克數學教材並同我一起翻看。就在母親
眉頭緊鎖，一籌莫展時，我卻像發現新大陸一樣興奮。什麼植樹問題
、握手定律、抽屜原理、行程問題，這些以現實生活為背景的題目，
既有趣又富挑戰性，從此我對數學的興趣一發不可收拾。

五年級時，我和一些數學成績優秀的同學被選入學校數學隊，學
校請了一位 「奧數」導師為我們授課，這就是我參加的最早的數學資
優課程。從此以後，從校隊練習到港隊集訓；從數學到物理；從香港
奧林匹克數學學校，到香港資優教育學院、香港科技大學，我接受的
數理資優教育再不曾中斷。在完成常規教育的同時，我和一批充滿求
知熱情的資優生利用節假日和晚上的時間，接受這些更具挑戰性的
資優課程。

資優課程滿足了資優生從常規教育中難以滿足的求知慾，使我們
不斷挑戰能力的極限，在追求卓越的道路上奮進。大家一定會問，資
優課程和常規課程究竟有何分別？個人的體會是無論在知識的廣度和
深度方面，資優課程都遠遠超越常規課程，而且在傳授知識的過程中
尤以提升學生的思維和解難能力為目標。

資優生和資優教育之二

境外學歷考公務員須評核

教育是資優生成才的關鍵
普林斯頓大學一年級 盧安迪

13%學子循非聯招入八大

資訊科技津貼去年撥3.2億中醫國際化近年成為熱門話
題，但如何國際化卻始終理論多
於實踐。現在於瑞士中醫診所執
業的香港浸會大學校友葉天茵認
為，中醫國際化不代表中醫全盤
西化，關鍵還在於中醫人才的培
養。

葉天茵可謂完全顛覆人們對
中醫醫生的傳統印象，操一口流
利的英語，兩文三語樣樣精通，
更 「出格」的是這個 「老中醫」
年輕漂亮，充滿活力。可能正是
因為年輕，葉醫生才在畢業幾年
後敢於放棄中環中醫診所穩定的
工作，遠赴瑞士嘗試中醫診療。

「外國人不會因為你看起來年輕就懷疑
你的醫術。」葉天茵笑言。2005年走出校門
便選擇一條不同於大部分中醫學院畢業生選
擇的傳統中醫診所。她加入中環一家由外籍
人士開辦的中醫診所。 「老中醫大多不會英
文，所以這間診所大多針對外國人。」不過
即使是本港名校畢業生，面對中醫術語的英
文表達，葉醫生也要從頭開始。

好在這些針對外籍人士的中醫診所已經
形成一套中醫術語英文翻譯。天茵是浸大中
醫藥學院的第二屆學生，儘管有英文課程，
但卻沒有所謂專業中醫英語的學習。她在校
時的論文導師、浸大中醫藥學院副院長趙中
振表示，術語的標準化是中醫國際化的橋樑
，學院亦針對中醫術語翻譯編寫了一系列教
材。

天茵表示，來看中醫的外國人通常都會
對中醫有些了解，中藥也有沖劑及片劑供選
擇，無需傳統草藥煲湯。但是仍然很難跟他
們解釋 「祛濕」、 「補氣」等中醫概念，所

以通常她不會跟他們解釋太多中醫產生功效
的原理。 「只要經過一段時間的治療見到成
效，他們就會漸漸接受。」

瑞醫院設中醫診所
瑞士中醫診所相當流行，但不同於香港

的是，當地醫院亦設有中醫科。 「醫院的執
業中醫多為本地人，因為醫院工作需要會講
德語。」儘管走在中醫國際化的前線，葉醫
生並不認同所謂中西醫結合。 「雖然西醫對
中醫有輔助作用，但中醫與西醫是兩種不同
的系統。」

葉醫生認為中醫在外國執業前景可觀，
瑞士中醫平均薪酬可以較本港翻三番。所以
她希望浸大能夠爭取李惠利舊校舍地皮興建
香港第一間中醫醫院，既可為本港中醫學院
學生提供實習機會，又可以為市民提供中醫
服務。 「我那年實習要到廣州，西醫會佔有
實習的大部分時間。」趙中振則透露，院方
正籌備開辦中醫碩士課程，旨在幫助中醫學
生在外國執業。

美女中醫瑞士發揚國粹
本報記者 彩 雯

金蛇獻瑞迎新春，香港大學春茗昨於大學道一號校
長官邸舉行。校長徐立之率領港大五位副校長及十所學
院院長等高層與傳媒團拜，這位遺傳學家不僅手書福帖
贈予到場傳媒，且福帖中巧藏芝麻種子，寓意新年如芝
麻開花節節高。

行年六十三歲的徐立之，自2002年出任港大校長，
去年突然宣布約滿不再續任。他執掌港大十年有餘，原
定去年8月31日約滿後離開，後因恐防銜接不暢而決定
留任，最多可留任十八個月，至明年二月。雖然他昨天
特別叮囑記者別問其個人去向，只稱適當時候會講，但
傳媒最關心的仍是他的下一站以及新校長遴選事宜。

名單半數屬他人提名
出席春茗的港大外務副校長周肇平表示，由校方成

立的物色委員會（search committee），已搜羅逾六十名
候選人。據最新一期港大學生會刊物《學苑》透露，港
大物色委員會收到的名單中，半數為他人提名，另三十
份為直接呈遞的申請書。名單中包括史丹福大學商學研
究院教授李效良、統計學教授王永雄，以及約翰．霍普
金斯大學神經科學教授游景威。

周肇平續稱，負責考慮及審核候選人資歷的遴選委

員會，有望一至兩個月內成立，遴選委員會共由十一人
組成，包括校務委員會主席和兩名成員和三名教授，以
及教師、職員校友、在校學生各一位。新校長人選有望
於九月新學年開學前確定。

徐立之則表明，自己不會參與遴選新校長，對有關
事項不應指指點點， 「大學最重要的就是新陳代謝，希
望新人上任有創意」。談及自己未來發展，他說，現階
段將心無旁騖任職至新人接任，又笑言或將半年內在辦
公室打電話搵工， 「如果六個月都沒地方要我，就只能
退休啦」。

徐立之：不參與遴選
儘管徐立之多次表達希望 「繼任人盡快到任」，但

他對港大深情難掩。在公開答問的時段結束後，他仍執
意向在場記者展示港大攝於1901年的照片，稱自己有感
於港大悠久歷史， 「從一幅幅照片中，讀出港大百年變
化，如滄海桑田」。

另一方面，分管研究的港大副校長譚廣亨教授透露
，港大醫學院新院長遴選如期進行，除了傳媒報道的兩
名美籍華裔醫學教授會來港接受面試，也有港大醫學院
教授應徵， 「實力不容忽視」。

【本報訊】記者胡家齊報道：對於教育局
推出摩星嶺前域多利道扣押中心地皮供院校申
建經評審自資專上課程，香港大學副校長（校
園發展）兼明德學院候任校長麥培思表示，明
德建校首選仍是粉嶺皇后山軍營用地，域多利
道地皮僅作次選。

香港大學屬下自資大專明德學院去年9月
開校，現時租借位於薄扶林華林徑的空置小學
作臨時校舍，僅可容納1200名學生，預料兩年
後飽和。將於4月出任明德校長的麥培思昨出
席港大新春團拜時稱，明德學院的長遠目標是
成為一間擁有2000至4000名學生的大學，需要
一個穩定院址作數十年的長期發展，因此粉嶺
皇后山一半用地仍為該校首選。

麥培思續稱，另一個做法是將校舍分散在
不同地區，但校舍之間的距離不能太遠。域多
利道地皮與明德薄扶林校舍距離相近，因此明
德會將該用地列作皇后山的後備，成功投得的
話會與薄扶林校舍作雙線發展。不過，前域多
利道扣押中心地皮面積僅約6700平方米，僅可
容納千餘名學生，遠比佔地16.4公頃的皇后山
地皮為小，若明德在該處建校，將沒有足夠空
間建造宿舍、運動設施等配套，不利該校長遠
發展。

問及會否考慮申請前五邑工商總會馮平山
夫人李穎璋學校校舍，麥培思表示，該校距離
明德薄扶林校舍太遠，加上是一所小學校舍，

並不符合明德的發展目標。
前域多利道扣押中心被評為三級歷史建築物，回歸

前屬港英政府政治部的扣押中心，俗稱 「白屋」。該地
皮佔地約6700平方米，中選的院校發展及使用該地時，
須跟從古物古蹟辦事處發出的保護指引及要求。位於馬
鞍山前五邑工商總會馮平山夫人李穎璋學校則於2009年
停辦，校舍佔地約5500平方米。

「四年一宿」 2018始達標
另一方面，本地大學宿位一向緊絀，教資會提交立

法會的資料，港大的宿位申請成功率為八大院校中最低
，只有39%學生獲派宿位，估計要增加約1900個宿位才
能符合學生在學四年最少住宿一年的要求。對此，主理
校園發展的麥培思表示，校方計劃於醫院道、梅芳街、
黃竹坑、薄扶林道興建宿舍，期望在2018年全部落成，
屆時將可提供約2000個宿位，達到所有本地生 「四年一
宿」的目標。其中，醫院道及梅芳道兩個舍堂預計於
2016年竣工，落成後可提供400多個宿位。不過，若港
大要同時顧及國際交流生需要，就要再增加20%宿位。

隨現任校長徐立之最遲明年二月離任，香港大學遴選新校長工作如期進行，外務副校
長周肇平透露，校方已物色六十名候選人，預計今年暑假可定出新校長人選。徐立之昨在港
大春茗上表示，目前專心一意等候繼任人交接，笑稱若半年都沒有地方落腳，或只能退休。

本報記者 成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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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拔今年將有47個IB課程畢業生，幾乎全部獲得不同大學取錄

▲校長徐立之手書福帖贈予到場傳媒，福帖中
巧藏芝麻種子，寓意新年如芝麻開花節節高

本報記者黃洋港攝

蛇年吉祥，身體健康，萬事勝意。沙鷗謹此向
各方朋友送上新春祝福，這個禮拜堪稱大專春茗一
星期，周一是嶺大、理大、昨天是港大，今天是浸
大和東華學院，明天是公開大學和恒生管理學院。
下星期還有職業訓練局專業教育學院，還不算之前
的城大、中大和能仁書院。連跑幾場的行家，說不
定都重了幾磅哩。

春回大地，萬象更新，新年團拜，互道春禧，
舞龍舞獅自是增添喜慶熱鬧之舉，春風滿面之際，
來一副春聯更是賞心悅目。

沙鷗昨天就第一次接到了港大校長徐立之的墨
寶，一個大大的 「福」字揮春，秀麗清爽，可謂贈
者笑盈盈，受者喜滋滋，皆大歡喜是也。古語云，
惜緣，沙鷗自會珍而重之，香港難得有這麼一位重

量級科學家掌舵大學，確是福氣，但願大家愛之惜
之重之。

可記得十年前的抗沙士歲月，香港醫護人員奮
起抗疫，港大和中大學者堅守崗位，徐立之正是幕
後功臣，甚至是無名英雄之一。

這位國際遺傳學權威，發揮其科研網絡，匯聚
頂尖人才，以人力物力等全面支持港大醫學院追蹤
沙士源頭和防疫措施。徐教授的祝福和實質支持，
對港大和香港抗疫起的作用不能說不大。國際醫學
界討論抗疫時，必會提起香港的先鋒角色。這一點
，在我們今天回首抗疫十年之際，不可不提，更不
可忘記。

記者角

特寫

▲浸大校友葉天茵為患者把脈 本報記者彩雯攝

▲香港大學副校長（校園發展）兼明德學院候任校
長麥培思（前排右一）表示，明德建校首選仍是粉
嶺皇后山軍營用地 本報記者黃洋港攝

徐立之福字揮春
沙 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