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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祖堯：大學排名影響資源
暗指浸大爭地不利原因

中大研衛星監測紅潮獲獎

【本報訊】南宋少帝趙顯究竟死在哪一年？怎樣死
？死在什麼地方？應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邀請，中央
民族大學藏學研究院名譽院長王堯教授今天下午將主講
「南宋少帝趙顯的下半生」，對勘漢、藏兩種文字史料

，論證趙顯從南宋少帝到元朝瀛國公再到藏傳佛教薩迦
派合尊大師的經歷。

王堯教授主講的「南宋少帝趙顯的下半生」講座，今
天下午14:30-17:00於香港大學群芳講堂（鈕魯詩樓223
室）舉行，免費入座，報名請登入：http://hkuems1.
hku.hk/hkuems/ec_hdetail.aspx?guest=Y&ueid=21908

【本報訊】香港大學學生會人事糾紛餘波未了，
早前宣布革除主席譚振聲的評議會近日獲校方提供新
設電郵帳戶，向全校師生發放學生補選電郵。譚振聲
指摘港大學生事務長周偉立公然介入學生會內部事務
，企圖利用學生會推動 「顏色革命」，為 「佔領中環
」行動鋪路。

譚振聲昨以 「港大學生會」名義發表聲明，譴責周
偉立介入學生會事務。聲明指，港大校方早前表示尊重
學生會的 「獨立自主」，周偉立卻開設名為 「全體評議
員」的港大內部電郵帳號及向全校發出 「選舉通知」，
變相一人自行解讀及裁決學生會憲章。

【本報訊】教育局昨日宣布再度委任曾翀為優質教
育基金投資委員會（投資委員會）委員，任期兩年，由
3月11日起生效。曾翀為庫務總監，自2009年3月擔任投
資委員會委員至今。

優質教育基金於1998年獲得政府撥款50億元成立，
投資委員會負責制定基金的投資政策和監察投資活動。
基金自成立以來，合共撥款近40億元，資助超過8,200
項計劃。

【本報訊】實習記者馬文煒報道：一群中學生參與
「從文本到舞台」劇場教育計劃開幕禮，欣賞改編自《

福爾摩斯》作者柯南．道爾同名小說的舞台劇《迷失世
界》。演出後的戲劇工作坊讓眾學生走上舞台，嘗試演
出部分戲劇場面，主辦單位稱這種經驗叫作 「Karaoke
Drama」。

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和康文署資助的 「從文
本到舞台」賽馬會前瞻劇場教育計劃2013昨日開幕。教
育局常任秘書長謝凌潔貞主禮時稱，戲劇裡的互動能提
升學生語文能力，故該局支持香港戲劇藝術教育工作。
主辦單位誇啦啦藝術集匯有限公司總經理梁惠婷表示，
這項劇場教育計劃踏入第2年，旨在培育本地中學生對
經典文學的興趣。她認為 「劇場入面有空間可以做得更
多」，不希望觀眾和年輕人只是 「看完就走」。

是次計劃將由本月8日至28日，於西灣河文娛中心
作學校專場演出，3月至5月舉辦多場演後工作坊，詳情
可參照www.aftec.hk。

【本報記者楚長城鄭州電】河南招生辦發布
「香港、澳門特區高校2013年招生說明」，今

年計有18所香港、澳門特區高校繼續在河南省
招生。

赴豫招生的香港院校有12所，其中香港大
學、香港科技大學、香港理工大學、香港浸會
大學、嶺南大學、香港教育學院、香港公開大
學、香港演藝學院、香港樹仁大學、珠海學院
10所招生院校單獨招生，招生計劃不分到省。
港大預計招生約300名，各省市不設名額上限
，擇優錄取。科大以擇優方式錄取，各省市招
生名額不設上下限。理大擬招約280名。各省
市無固定的名額分配上限。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城市大學仍參加內地
統招，並由河南省招辦統一公布招生計劃。中
大將在內地31個省、市、自治區通過提前批次
錄取本科生，其中在豫計劃招13人，包括文史
類5人，理工類8人。中大在河南鄭州舉行招生
說明會，學費由10萬港元漲至12萬港元。

今年赴豫招生的澳門院校增加至6所，包
括澳門大學、澳門科技大學、澳門理工學院
、旅遊學院、澳門鏡湖護理學院、澳門城市
大學，這些院校單獨招生，招生計劃不分到
省，依據考生高考成績和本校相關要求錄取
新生。

【本報訊】一張音樂會海報，讓一對老同學在相隔
五十五年後重逢。香港地方志辦公室副主任劉蜀永表示
，與指揮家鄭丹同在河北北京中學讀書，同處香港這座
城市多年卻無緣相認，令人感慨。

本報早年曾報道，劉蜀永應前嶺南大學陳坤耀校長
邀請來港，協助推動香港地方志工程。原來他來港工作
已八年，極不希望香港成為全中國唯一無地方志的地方
。他近日收到南開大學香港校友會寄來的 「樂繫香江高
校情演唱會」的海報。上面寫道：鄭丹：指揮暨音樂總
監。心想他在河北北京中學讀高中時有個華僑同學叫鄭
丹，後來考上中央音樂學院。這個鄭丹會不會是他呢？
在南開香港校友會秘書伍智霖幫助下，通過參加合唱團
的校友，終於確認這個指揮家鄭丹就是他當年的同學。

相隔五十五年後，鄭丹與劉蜀永終於在尖沙咀文化
中心旁的映月樓見面敘舊，原來河北北京中學是當年河
北省在北京市鼓樓東大街開辦的一所中學，位於清代順
天府衙門所在地。劉蜀永介紹道，鄭丹當年在中央音樂
學院指揮系讀書，師從鄭小瑛等指揮家，1981年帶幾
十元港幣，隻身來到香港教鋼琴，指揮合唱團。劉則在
1979年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畢業後進入近代
史研究所，成為香港史專家。

事務長被指介入學生會

港大今辦南宋少帝講座

曾羽中續任優質教育委員

劇場教育計劃開幕

老同學55載後香江重逢

【本報訊】香港中文大學太空所與
中國科學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合作研究的
「南海及鄰近海域藻華形成演變過程機

制與遙感監測方法」，為紅潮提供預測
及預警方法，有助南海漁業發展，該項
目近日獲頒2012年度廣東省科學技術成
果（基礎類）一等獎，廣東省長朱小丹
近日主持頒獎禮。

中大太空所所長林琿表示，該項研
究利用太空所的衛星遙感地面接收站和
南海所的大型海洋考察船等研究設備，
研究藻華（紅潮）的生消規律及其動力學
機制、生態環境效應、遙感監測與評估
方法。研究人員採用衛星遙感與海洋調
查結合的嶄新方法，利用多尺度和多時
空的數據，整合了較完整的藻華形成和
演變機制與遙感監測方法的理論體系。

及早通知漁民
林琿接受電話採訪稱， 「政府預

測到什麼地方有紅潮，就可以及早通
知漁民，由漁民用網將藻華撈起來。
此外，由於魚喜歡吃藻華，我們可以
藉紅潮了解不同魚的特性、出沒地點
、水溫對牠們的影響等，這些都對漁
民很有幫助。」

他感謝特區政府創新科技署支持
該項得獎計劃，又認為粵港澳地理環
境同屬珠江三角洲，三地共同面對
高速經濟發展帶來的生態環境壓力，
如空氣質素下降、海岸帶環境惡化，
及颱風、強降雨、洪水等區內共有的
自然災害。由於地面調查速度太慢，
航空調查涉及飛機出境與航權限制等
問題，先進的衛星遙感技術遂成為珠
江三角洲環境監測不可或缺的平台。
太空所自2005年成立以來，率先組織
珠江三角洲環境遙感論壇，亦啟動跨
境遙感監測水質和空氣質量的研究計
劃，有關計劃正處於初步階段。

沈祖堯昨作為浸大宗教及哲學月
講座第一個嘉賓，主講 「宗教、倫理
與大學教育」。這位十年前帶領中大
威院醫護人士對抗SARS的醫學教授，
分享其學生Cadio的故事，當年Cadio由
一名醫生變成了一名SARS患者，每天
與死亡做鬥爭，讓他更清楚生命的意
義，當他治愈的時候，Cadio寫道： 「
從一個照顧別人的人變成一個被人照
顧的人，我懂得了感謝很多細微的事
情，錢買到很多東西，但是也買不到
健康與舒心的人。」沈表示人生充滿
轉機，要學會感恩。他透露最開心的
事情就是教學生。

分享學生患SARS故事
不過，沈祖堯慨嘆，眼下所見無論

學生與家長選大學或者主修課程，還是
僱主選員工，都過多的考慮學校排名，

而不是看學校的教育素質、學生的才幹
與品德， 「現在很多人認為大學排名等
同優質教育，社會似已接受教育制度的
轉變。但是過度看排名，會讓老闆失去
很多好員工，也讓學生失去好機會去讀
一些很好但是排名不高的學校。」

講座後本報記者追問沈祖堯怎麼看
排名對浸大爭取李惠利舊校舍地皮的作
用，他說： 「大學排名確實會影響到接
受更好的資源，捐款人會優先選擇史丹
福、哈佛大學，即便你是個好學校，如
果你沒有得到很高的大學排名，你會相
對失去資源提供的機會。」他承認排名
因素或對浸大爭取該地皮不利。據
2012QS亞洲大學排名榜，中大排第5，
浸大則排第48名。

另外，昨天出版的《亞洲週刊》刊
出對候任平等機會委員會主席周一嶽的
專訪，周表示曾 「口頭上」同意浸大建
中醫院，又說香港需要一家兩百張床位
的中小型中醫院，最好臨近高校。

周一嶽撐建中醫院
周一嶽為浸大中醫學院諮詢委員會

召集人，去年六月底卸任食物及衛生局
局長。他說諮詢委員會主要是對學院發
展方向提出建議。與李惠利地皮無直接
關聯，但他認為中醫教學醫院為本港必
須。 「目前許多中醫藥方法僅限於門診
，中醫藥只能對哮喘、糖尿病發揮有限
成效。」內地中醫院則集中於中西醫結
合治療，香港的中醫院應該建立以中醫

為主的醫院模式，否則中醫難以長遠發
展。臨近高校，將使教師看病教學兩不
誤，不需在交通上浪費時間。

周一嶽在訪問中透露，中醫院是其
執掌食衛局後，發展中醫的 「一個步驟
」。他在零九年、一零年均看過浸大的
非正式建議書， 「我口頭上同意過。」
但校方正式提交申請時他已卸任。

另外，回應九龍城區議會本周四反
對把前李惠利地皮土地改為住宅用途，
浸大發言人即晚發布聲明表示歡迎，亦
相信城規會的委員會會重視區議會意見
，校方願意繼續與政府商討。立法會教
育事務委員會下周一將開會討論李惠利
地皮事，浸大學生定於當日到政府總部
請願。

【本報訊】超過一百名中小學生，今天上午
將出席由勞工子弟中學、香港大學教育學院中文
教育研究中心及《大公報》合辦的 「愛閱讀．好
分享─講故事比賽暨作家分享會」，活動於上
午9時30分至12時15分，假九龍何文田勞工子弟中
學舉行。

是次活動分為講故事比賽和作家分享會兩部分
，分別讓高小和初中生參加，旨在推動喜愛閱讀、
樂於分享的風氣，以提高學生欣賞作品及口語表達
的能力。講故事比賽分初賽和決賽，要求參賽者演
繹指定故事，時限5分鐘，以廣東話發音標準度、
清晰度、表達技巧和感情台風作為評分準則。作家
分享會由兒童文學作家孫慧玲老師主持，題為閱讀
與創作。

【本報訊】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昨探訪位於
馬鞍山的青年會書院，了解 「學校體育計劃推廣主
任」先導計劃（先導計劃）在該校推行的情況。青
年會書院為參與先導計劃的中學之一。

曾德成首先聽取青年會書院校長練志強簡介該
校在體育方面的整體發展方向，包括如何善用校內
和校外康體設施培養學生對運動的興趣，以及透過
各種訓練機會發掘有運動潛質的學生。

曾德成其後在學校體育計劃推廣主任梁正彥帶
領下，參觀學生操練手球及欖球，以及進行 「懸垂
式阻力訓練」的情況。

他讚賞梁正彥熱誠投入，感染學生參與各項體
育活動。梁為退役三項鐵人運動員，除了協助分擔
校內體育行政及訓練工作外，亦引進新體能訓練模
式，提升該校體育代表隊的體能，不足半年已見成
效。

先導計劃得到藝術及體育發展基金撥款資助，
由民政事務局及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教育局及
香港體育學院協辦。計劃於去年九月展開，以試驗
形式推行，為期三年。目前有十四間中學參與計劃
，獲分配額外資源，用以舉辦相關活動的開支和聘
請學校體育計劃推廣主任，為學校發展、統籌和推
廣體育活動。

細心的讀者一定注意到，本版自去年以來不時出
現盧安迪的名字，並刊登他評文憑試、講資優教育的
文章。對於教育預算案建議資助尖子到海外大學修英
語或幼兒教育課程，這位獲尤德紀念基金海外獎學金
入讀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尖子認為 「是工具跟目標的
錯配」，一則幼兒教育的師資牽涉較多學歷以外因素
， 「是否就讀海外知名大學對於實際工作表現的影響
較間接」；其次，非專上教育的教師並非個人化的行
業，再加上獎學金局限於特定科目， 「每年20個名額
最終對於整個教師團隊質素的提升恐怕十分輕微」。

無疑，尖子獎學金的設立動機是善良的，希望產
生磁石效應，吸引優才流往教育界，但理想與現實的
落差卻無可迴避，坊間和學界的議論在此不贅，盧同
學就以金額相若的尤德獎學金為例，並無限制主修科
目，不少得主更成為社會棟樑，新任大律師公會主席
石永泰就是首屆尤德爵士紀念基金海外研究生獎學金
得主；國際關係學者沈旭暉亦獲尤德獎學金。 「我期
望特區政府擴闊預算案中提及的獎學金的範圍和用途
，幫助香港多方面長遠發展。」中大副校長侯傑泰就
建議獎學金擴至現職教師，我們認為這是更具深遠意
義和作為的做法。

選派教師 出洋深造
既然獎學金的用途和細則未定，與其要理想初定

的中學尖子決心執教鞭，何不調整目標對象，以現職
教師為主力，其餘則是準教師或有志入行的專才（最
後才是中學畢業生），考慮採取七三或八二比例制，
就如我們昨天所稱，現職教師對工作的熱誠、能力和
對學生的了解，有目共睹，選派有志有力出洋深造，
堪稱最當然之選，而重返香港即可大展所長，相信出
現中學尖子不知選哪校的徨惆以及教滿兩年就轉行的
玩票機會甚低。錢要用在刀刃上，師資獎學金就應該
用在教師身上，以成就良師，造就名師，福澤教育。

「獎學勵進」是本報對今年教育預算案的概括，
除了尖子獎學金，還有四千萬獎學金嘉許考上大專的
特殊學習需要（SEN）學生，另撥千餘萬讓職訓局為
特殊學生添置教學設施，還有加碼海運空運獎勵基金

，在在顯示要發揮 「四兩撥千斤」槓桿效應的意圖。
在理工大學與波音飛機合辦航空服務中心，科大手
開辦航空學士課程，加上理大和城大近年頻開航運深
造課程，政府獎學金的點睛作用呼之欲出，為行業引
才，助香港一把，這是難得一見的妙棋。

所謂遠近高低各不同，可能預算案太眼遠景，
忽略近貌，引致多項善良建議不討好，顯得緩不濟急
，這一點不可忽視。我們昨天指出學界的近火，直接
講就是人心思定，偏偏學生減少的連鎖效應正在發酵
，中學縮班、準大專生減一半或掀自資院校結束潮，
每校十六萬元的通識教育津貼今年截流，影響逾千名
合約教師和教學助理去留，許多教學助理正修讀學位
教師教育文憑，合約完了，職位沒了，學無所用，何
去何從？去年已有一大批教學助理在前途未卜下忐忑
不安地求職謀出路，希望今年不再重演。今天過不了
，誰會管他明天必更好？

融合教育 支援不足
另外，推行十五年的融合教育，為何學界怨聲

四起？因為前線支援嚴重不足、教師家長都未裝備
好，甚至有上了大學的融合生表明還是特殊學校好
。SEN種類多元，從視障、聽障、殘障到智障，還
有自閉以至過度活躍，恐怕無一間學校可以全數吸
納，這批學生既要關顧、支援又要獲得接納，偏偏
人性好比較，排成績比能力以至免不了的歧視，主
流學校每收一名特殊生，最高資助額為二萬元，聘
教育心理學家後所餘無幾，何況全港教育心理學家
只是一百幾十而已。

今年初公布的施政報告，既將每間中小學的學習
支援津貼加碼至一百五十萬，又資助每間特殊學校提
升設備，縱然動機良好，可惜未能對症下藥。因為中
小學和特殊學校需要的不是小修小補效益低微的水滴
，而是分類收生、重點支援，強求全面融合，只會全
線告急。換言之，融合教育必須放緩，才是最多師生
受惠的辦法。因此，教育預算案除了為政策付鈔，更
應該發揮調節作用，讓特殊教育資源聚焦於融合學校
和特殊學校，才是用得其所、人盡其才之道。

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沈祖堯
昨指出，排名因素確實對浸會
大學在爭取李惠利校舍地皮造
成不利。他表示，大學排名影
響到院校所獲資源多寡，但一
過頭就會令很多人以為排名等
同優質教育，學生也失去機會
去讀一些排名不高的好學校。
另外，前食物及衛生局局長周
一嶽接受傳媒採訪，表示曾 「
口頭上」 同意浸大建中醫院，
又說香港需要一家兩百張床位
的中小型中醫院，最好臨近大
學。 實習記者 陳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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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德成訪青年會書院

愛閱讀比賽今天舉行

尖子獎學金宜變師資獎學金
本報記者 呂少群

▲中大校長沈祖堯昨作為浸大宗教及哲學月講座第一個嘉賓，主講 「宗教、倫理與大學教育」 實習記者陳晨攝

特稿

▲半個世紀後的重逢，右起為劉蜀永、鄭丹、伍智
霖

▲中大太空所所長林琿(中)接受廣東省科學技術一等獎證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