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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大：不滿李惠利地轉住宅

城大電子典藏公開查閱

二〇一三年三月二日 星期六B5教育責任編輯：陳繼展

【本報訊】記者彩雯報道：香港浸會大學對政府
將未經城規會審批更改用途的李惠利舊校舍地皮，列
入拍賣住宅用地表震驚及不滿。校長陳新滋感言： 「
政府行為令人害怕，事情亦非單只關係浸大發展，而
是高等教育界，乃至影響整個社會長遠發展。」浸大
校友會會長鄧永安表示，已經徵求律師意見，不排除
啟動法律程序。

浸大表示，自2005年起爭取將九龍塘聯福道前專
業教育學院李惠利分校地皮作大學永久用途，解決宿
舍不足及發展中醫教學醫院。但規劃署去年底建議城
市規劃委員會，將李惠利分校一半地皮用來建豪宅。
發展局局長陳茂波近日又公布政府將主動拍賣46幅住
宅用地，其中22幅地皮仍待城規會批改用途，包括李
惠利舊校舍地皮。

陳新滋昨高調舉行記者會，表示公眾諮詢期到4
月15日才截止，政府就擅自決定是對城規會及區議會
增加額外壓力，有損政府誠信，亦是漠視市民意見。

浸大行政副校長李兆銓表示，2011年曾向食衛局
提出與尖沙咀街坊福利會合作，把後者位於尖沙咀大
樓部分空間發展為一所中醫院。但2012年發現該地點
情況未能滿足醫院設計要求，包括該處交通流量過大
，不適合救護車出入等。因此校方去年12月已通知當

局，擱置於尖沙咀興建中醫院的計劃，繼續李惠利舊
校舍興建中醫院計劃。 「食物及衛生局官員去年開會
時對校方使用李惠利舊校舍地皮興建中醫院有積極回
應，並聯絡地政總署及教育局跟進。相信食衛局作出
足夠努力，但政府仍在毫無諮詢甚至暗示的情況下於
去年12月21日提出更改地皮作住宅用地。」

陳新滋提出： 「『文革』的發生就是因為知識分
子不出聲，今時今日的香港雖不會出現 『文革』，但
需要知識分子表達自己的意見。呼籲社會以 『一人一
信』寄給城規會表達訴求。」身為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的他表示，考慮涉及 「一國兩制」，參加兩會不會提
及此事。浸大校友會會長鄧永安透露，根據律師意見
，政府不應違背法律程序、市民的合理預期及社會公
義。校友會會在必要的時機採取行動，不排除起動法
律程序。

關注李惠利舊校舍學生組織 「我為李惠利」發言
人林文灝透露，學生組織將從三方面採取行動，除了
響應校長 「一人一信」寄給城規會外，還將通過不同
活動引起社會關注，至於是否採取遊行、罷課、圍政
總等激進行動，則視乎政府的反應。教職員代表朱益
宜教授亦於記者會表示，政府不應為了短期經濟利益
而藐視高等教育的長遠發展及市民的聲音。

浸大校友組織尚志會發言人表示雖體諒政府面對
的困難，但政府應有策略性的應對。 「高等教育的發
展對社會的貢獻是不可估量的，不要為幾百個單位而
犧牲教育的發展。」陳新滋也表示，學校會全力支持
政府尋求其他解決問題的方法。但如果最終激起學生
以罷課抗爭，他表示： 「不希望學生以此抗爭，但如
果為了社會公義，則社會公義放在第一位。」

【本報訊】記者成野報道：一連兩日的直資學校電子學習
巡禮昨日假聖保祿學校開幕。吸引27間學校參與。與會的香港
公開大學教育出版部長袁建新透露，公大正手研究類似維基
百科的電子教學資源，預計兩年後可正式推出。

主辦方直資學校議會邀請蘋果教育策略主管Stephanie
Hamilton發表開場演說，她表示，在傳統教育中，掌握話語權
的老師，偏向較關心學生哪方面不夠好，往往忽略關注他們的
優點。現在正進行一場課室變革，電子教學可以增加學生互動
與自我表達的機會。

直資學校議會前主席、沙田培僑書院創校校長羅慶琮認為
，全社會對電子教學有誤讀，認為僅僅是從老師使用課本，變
成老師使用電子書。他說： 「學校應該有意識：推廣電子教學
，提出並非由上至下，而應該由下至上。」

公大教育出版部長袁建新指，推廣電子教學有利於教育公
平。他透露，校方正開發一套電子學習系統，供學生免費下載
，預計明年試行，2015年正式投入服務。

電子學習巡禮活動設有多個展館，例如學生可試用電子學
習軟件溫書，或以視像展示科學研究與自然現象，更有學生自
行登台講解，吸引了不少來自各校的老師旁聽。另外，來自新
加坡、澳門等地的教學界人士亦將舉辦多場專題演講，分享電
子教學經驗。

【本報訊】記者胡家齊報道：已停辦的
基督教臻美黃乾亨小學暨初中學校前校監梁
淑貞，去年6月被控欺詐家長20萬元罪名成
立，判監15個月，同年9月獲准保釋等候上
訴。其上訴申請昨被法庭駁回，即時收監。

梁淑貞在2007年向學生家長譚志淑聲稱
，學校將與弘爵國際學校合併，弘爵校監邊
陳之娟要求臻美家長贖回弘爵現有退學學生
債券及購入弘爵校舍，其子女才可在合併後
的新校繼續上課，向譚志淑借款20萬元。及
後，邊陳之娟證實從未向學生發售債權證，
案發時亦無要求臻美必須購買弘爵當時市值
5000萬元的校舍才落實兩校合併。

梁淑貞於去年6月被裁定欺詐罪名成立
，判刑指她違反誠信，但念及她對教育界的
貢獻及飽受類風濕煎熬，酌量減刑5個月，
判監15個月。她在9月提出上訴，上訴庭決
定押後裁決，批准梁於上訴期間保釋外出。

梁淑貞的代表律師稱，控方關鍵證人記
錯會議內容，除譚志淑外，20多名與會的家
長都不記得有人說過家長須用錢向校方贖債
券，而且譚志淑事發後近兩年看見傳媒報道
才向梁淑貞追討20萬元，記憶有偏差。其代
表律師質疑，原審法官處理家長譚志淑證供
時沒有考慮譚追討款項的時間及被盤問時出
現不一致答案。不過，上訴庭認為，原審法
官並無出錯，即時將梁淑貞收押。

梁淑貞以推動資訊科技教學起家，正合
教育改革理念，而於2001年獲教育局批出校
舍於油塘開辦一條龍的 「基督教臻美黃乾亨

小學暨初中學校」，出任創校校長，其後轉任校監，但
該校開辦8年仍未獲教育局批准正式註冊，更被揭校政
和財政混亂，包括梁以學校負責人身份將以10萬元計的
外判合約判給她做主席的臻美社會服務機構，更爆出她
向多名家長訛稱學校財困而私下借錢。

【本報訊】城市大學近日舉行 「香港城市大學圖書館電子典藏開幕典禮暨珍藏展」，
將逾30萬頁數碼化的珍貴文獻上載於圖書館網頁以供公眾查閱，並精選部分藏品原件在圖
書館展出至3月31日。館方計劃成立國際級的古籍文物特藏庫，並用恆溫、恆濕等保安系
統加以保存，以延長文獻壽命，便於查閱使用。

城大圖書館擁有100萬種紙本及超過250萬電子書籍與期刊，自2012年起將部分珍藏紙
本或原件進行數字化處理。是次被收進電子典藏的書刊文獻可分為8大種類，包括漢古籍
特藏、英國法律特藏、香港早期出版書刊、地契等。此次數字化文獻的服務器系統容量高
達21TB，通過TIFF、JPG、PDF等6種檔案格式，處理了30萬頁數字化圖像。

近年，城大除了常規採購當代出版品，同時通過捐贈或與其他機構合作來豐富館藏。
目前已經收到來自新加坡、香港、內地等地多位社會賢達和文化名人的捐贈，獲捐贈的文
獻包括書刊、照片、手稿、書信，甚至地契、碑刻拓片等珍貴文獻載體。城大圖書館表示
，這些文獻容易破損或傳閱困難，為它們進行數字化可收 「保存」與 「推廣」之效。

城大圖書館在2012年啟動涉及30萬頁的 「數字化先導計劃」，希望未來透過跨地區與
不同圖書館的合作，以 「聯盟」的形式，各方共建共享，令數字化項目達到更大規模，達
100萬頁、300萬頁，甚至3億頁，促進文化傳承。

中港照相主席孫大倫、城大榮譽院士余志明及其夫人余陳麗娥、邵逸夫圖書館館長景
祥祜為開幕禮剪綵。

【本報訊】實習記者馬文煒報道：為著名詩人余光
中而辦的 「余光中詩歌音樂會」，於今、明兩日舉行。
康文署昨日率先為青少年舉辦一場 「學校文化日」音樂
會，並請來余光中與學生對談。眾多自小讀過《鄉愁》
的學生，得遇余教授都顯得雀躍，見到一眾學生 「粉絲
」，余光中笑稱 「粉絲是虛榮的消耗品」。

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 「那些年──文學家留給
香城的印記」系列的 「詩人的繆思──余光中詩歌音樂
會」今、明兩日下午3時及晚上8時在香港公園的茶具文
物館展覽廳演出4場。音樂會以余光中詩作，貫穿兩岸
三地作曲家30多年來譜成的歌曲，並由聲樂家男高音柯
大衛、女高音嚴翊樺、女中音劉韻、男低音關傑明來演
繹。節目包括《雨聲說些什麼》、《守夜人》等世界首
演作品。

署方昨率先於中大舉辦一場 「學校文化日」音樂會
，讓年輕學生先睹為快，並與余光中對談。被問到以自
己的詩入樂有何感受，余光中認為譜曲後的作品 「未必
是自己所想的」，但又指出作品是很 「Personal」，是
會變化的。他表示，自90年代起回大陸的次數已過數十
， 「鄉愁已沒以前濃」，但一些表層的鄉愁如懷念食物
的味道，卻還是有的。看到眾多學生觀眾，他表示 「粉
絲是愈多愈好」，回到中大很開心。四場音樂會的票價
為200元，不設劃位，每場演出後設有演後藝人談。

今日晚場及明日兩場尚餘少量門票，詳情可參照康
文署網頁（www.lcsd.gov.hk/CE/CulturalService/Programme/
tc/music/program_149.html）

幾類模式的辦學概況
分類

一條龍中學

直屬中學

聯繫中學

註1：全港18區 註2：只計16區

總數

21
（註1）

69
（註2）

33
（註2）

模式

2+2

2+1

1+15

1+15

1+2
1+1

舉例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中學，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湯國華中學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小學，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小學分校
天神嘉諾撒學校，嘉諾撒聖瑪利學校，嘉諾撒聖瑪利書院
何文田官立中學，黃大仙官立小學，觀塘官立小學，
廣東道官立小學……
賽馬會官立中學，黃大仙官立小學，佐敦道官立小學，
九龍塘官立小學……
嘉諾撒聖家書院，嘉諾撒聖家學校，嘉諾撒聖家學校（九龍塘）
基督教崇真中學，崇真小學暨幼兒園

【本報訊】記者成野報道：香港孔子學院成立 「中國
歷史文化中心」及 「漢語教學研究中心」，昨日舉行揭
幕儀式。院長朱鴻林於揭幕禮表示，學院將推出 「中學
語文教師語言文化教學增潤課程」，為學生語文能力下
滑 「求解」。

「中國歷史文化中心」及 「漢語教學研究中心」成
立典禮昨日於香港理工大學舉行，孔子學院總部副總幹
事、國家漢辦副主任馬箭飛、國家漢辦孔子學院一處處
長姜言東、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院長陳來，以及理大副
校長（學院發展及合作）兼香港孔子學院理事長阮曾媛
琪等主持。香港孔子學院院長朱鴻林將出任 「中國歷史
文化中心」主任。文學及雙語系主任陳瑞端出任 「漢語
教學研究中心」主任。

朱鴻林透露，孔子學院今年將新開兩個課程，一為
南亞裔學生中文寫作班， 「很多少數族裔的學生，能流
利說粵語，但讀寫和語言應用遠遠不如本地學生，難以
融入香港社會，違背香港公平價值觀，課程亦有普通話
教學，教材均由學院編寫。」有感於文憑試考生語文能
力下滑，香港年輕人對 「中文應用」陌生，學院今年將
開設「中學教師語言文化教學增潤課程」，通過提升教師
的水準「令學生可以掌握標準漢語和應用優雅的中文」。

國家漢辦副主任馬箭飛表示，現時全球110國家，
擁有410間孔子學院和550間孔子課堂，現時最大的挑戰
，是孔子學院如何融入學校和社區，鼓勵當地的漢語教
學。

一條龍 及直屬／聯繫學校微調方案
1、准許 「一條龍」 學校要求成績欠佳的小六學生留級

2、增加 「一條龍」 中學在收取外校生的自主權
（提高自行收生學額比例）

3、保留及微調直屬／
聯繫學校制度，包括要求學校盡用85%／
25%保留配額，取錄其連繫小學的小六畢業生

4、為清貧學生設立學費減免／
獎學金計劃，提高學生入讀私立直屬小學機會

資料來源：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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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學院辦中學語文課程

余光中音樂會樂中有詩

【本報訊】記者劉家莉、實習記者陳晨報道：教
育改革下的 「一條龍」學校模式超過運作10年後，教
育局計劃微調方案，包括准許 「一條龍」學校要求成
績欠佳的小六學生留級，但有結龍小學校長認為，政
府推出 「一條龍」計劃，無非要減輕學生升中壓力，
設下收生指標，反令小學或須催谷學生，未必符合 「
結龍」原意。但結龍中學校長則稱，此舉會為 「一條
龍」學校師生帶來正面動力。

銜接概念始於2000年
「一條龍」辦學模式是教育統籌委員會在2000年

發表的《香港教育制度改革建議》報告書提出，於
2003年實施。原意是讓有相同辦學理念的中小學合作
，讓高小及初中課程更為銜接與連貫，加強學校對學
生的認識與照顧，從而減輕小學生升中壓力。

但政策規定，結龍中小學的學校性質須一致，即
小學是津校，中學也要一樣，結果有同一辦學團體的
小學是私校而中學是津校，長期維持直屬或聯繫學校
，例如培正中學是津中，直屬的培正小學則是私小，
無法結龍。而結龍中小學除了一對一，也有一對二，
甚至二對二。

教育局資料顯示，2012/13學年，全港十八區有
21組津貼中、小學、以 「一條龍」模式辦學，比高峰

期勁減逾十間。本報統計，16區中，直屬中小學超過
30對，與小學聯繫的中學超過69間，個別官中的聯繫
小學則超過15間。（見表一）

新制最快於2020年實行
教育局在2010年委託顧問研究，蒐集現時學校推

行 「一條龍」的意見和經驗，以探討當中困難。初步
分析發現，在現行安排下， 「一條龍」中學必須收取
其連繫小學所有選擇直升連繫中學的小六畢業生，這
些學生亦可選擇不升讀連繫中學，以及參加中學學位
分配辦法，學校更不可以安排學生於小六留級。

就此，教育局計劃微調 「一條龍」辦學模式，包
括准許 「一條龍」學校要求成績欠佳的小六學生留級
，諮詢期至4月20日，建議措施可於中學學位分配辦
法2020/22年度實行（即適用於2016/17學年入讀的小
一新生）。（見附表）

「脫龍」 是既定事實
屬 「一條龍」學校的香港教聯會黃楚標學校校長

梁兆棠認為，政府推出 「一條龍」，無非希望減輕學
生的升中壓力，鼓勵不要太多考試，讓學生在貫徹同
一辦學理念的學校完成12年學習生涯，他憂慮有關建
議未能配合 「結龍」原意，家長未能接受。

不過，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校長蔡澤群認為，
「一條龍」學校模式已運作10年，近年不少學校 「脫

龍」，可見模式運作出現問題，例如收生空間縮窄等
。他又說，部分 「一條龍」小學的學生，可能知道一
定有學位升中，對學業不太力。

同時，現行 「一條龍」中學，在收取其連繫小學
所有選擇入讀的小六生後，餘下的中一學額須在中學
學位分配辦法下，半數作自行分配學位，半數作統一
派位。新建議則准許 「一條龍」中學在收取所有連繫
小學的小六生後，可如其他普通資助學校一樣，保留
最多30%的總 「中一學額」作自行分配用途，在扣除
最多30%學額後，其餘學額才用作統一派位，令中學
可取錄更多認同其辦學理念的學生，增加收取外校生
的自主權。

教局倡保直屬聯繫制度
根據《小學概覽》資料，現時全港有20多所學校

有直屬／聯繫小學，教育局原定所有直屬／聯繫關係
的學校，須在2015年前表態結為 「一條龍」學校，否
則須解除聯繫／直屬關係，教育局最新建議保留直屬
／聯繫學校制度，包括要求用盡85%/25%的學額予直
屬／聯繫小學的學生。

培正中學校長葉賜添認為，對維持現狀表示歡迎
，認為有助維持本港中學收生的多元模式，培正中學
與培正小學的模式已運作了30多年，一直行之有效。
目前培正中學作為津校，若與直屬的私小培正小學結
為一條龍，意味該校必須轉制直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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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大昨召開記者會，不滿政府將李惠利舊校舍地皮列入住宅用地拍賣表 記者彩雯攝

▲陳新滋原定昨日往北京出席兩會，現為處理地
皮問題特別改變日程 記者彩雯攝

▲學院有感文憑試考生語文能力下滑，將於今年開
設新課程，提升教師的水準及學生掌握和應用標準
漢語能力。圖為院長朱鴻林 本報記者杜漢生攝

▲詩人余光中深得學界歡迎，喜見一眾學生「粉絲」
到場支持，笑言： 「粉絲是虛榮的消耗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