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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后山建私大政府變卦
傳建住宅 耶穌會盼盡快招標闢謠

教育文憑申請人數下跌

【本報訊】教育局局長吳克儉繼
續率領一個香港代表團進行加拿大多
倫多的訪問行程，昨與安大略省（安
省）公立學校校長評議會及多倫多市
學校行政人員協會會面，並探訪該省
的教育質量及問責辦事處。代表團早
前與安省大學評議會及安省大學校長
會面，就兩地學制及高等教育發展交
換意見。

吳克儉向與會的大學代表介紹，
本港在2009年9月由中四開始實施新
學制，至2012年已初見成效，第一屆
考生順利完成中學文憑考試。 「新學
制能更好地銜接香港境外的學制。中
學文憑資歷已獲世界各國廣泛認可。
目前，全球已經有約150多間大學承
認以香港中學文憑資歷作入學之用，
包括加拿大共18間大學和美國共28間
大學，而且有關數目正陸續增加。」

代表團又參觀喬治布朗學院，該
學院是加拿大其中一間最大和最多元
化的專上院校，專門提供職業培訓課
程。他們隨後探訪由該學院酒店及烹
飪藝術中心學生負責運作的Chef's
House餐廳。吳克儉表示，新學制為
高中學生提供更多學習知識及技術的
機會，包括應用學習，讓他們可以按
照個人的興趣、能力和志向，透過多
元升學和就業出路，各展所長。他續
說： 「香港亦有為我們的學生提供類
似喬治布朗學院的職業培訓機會，例

如職業訓練局開辦的中華廚藝學院，以及該局計
劃興建的國際廚藝學院等。」此外，他在多倫多
大學與香港留學生聚會。

【本報訊】記者劉家莉報道：適齡升
中學生將累計下跌逾萬人，中學教師需求
劇減。多所院校的 「學位教師教育文憑課
程」（PGDE）申請均下跌，其中香港中
文大學教育學院的全日制中學教師課程申
請人數下跌20%。有中學校長指出，現時
中學面對縮班殺校，未來幾年亦會凍結人
手，加上學校聘請合約教師為主，相信新
畢業的教師入行會有困難。

2013/14學年入讀香港教育學院、中
大教育學院及香港大學教育學院的中、
小學兼讀或全日制的PGDE課程，陸續在
1月中截止申請。其中，教育學院整體報
讀中、小學PGDE課程的人數微跌2%，

由2,450人減至2,400人，港大整體人數則
約有1,300人，與去年相若。至於中大整
體申請人數下跌2%，但全日制中學課程
申請人數顯著下跌，由1,350人跌至1,080
人，跌幅達20%，兼讀制中學課程申請人
數更大跌逾31%，由1,250人減至860人。
相反，全日制小學課程的申請人數上升
38%，由570人增加至790人。

中大發言人表示，2012/13學年全日
制教育文憑（中學及小學）的學額為188
個，兼讀制為370個，而13/14學年的學額
則尚待落實。學費方面，港大的非本地生
學費由119,000元，增加至135,000元，加
幅約13%。

【本報訊】第二屆中學文憑考筆試即將展開，香港
青年協會DSE熱線由去年9月至今年2月底，累積911宗
求助個案，與去年同期相若。青協青年輔導中心單位主
任吳錦娟表示，文憑試尚未正式展開，求助個案主要是
查詢聯招及選科等。她提醒考生，考試前應避免通宵溫
習，要有足夠休息，才能有清醒頭腦應考。全力溫習在
所難免，但必須有時間放鬆身體及頭腦，建議考生每日
抽30分鐘做運動或放鬆身體。考試前要檢查必備物品，
如文具、准考證、身份證等，也要翻閱地圖，查明如何
前往試場。

【本報訊】位於沙田的港九潮州公會馬松深中學將
於2015年9月停辦，該校家長教師會發表聲明要求凍結
殺校前的常額教師數目，並讓中二及中三學生原校升讀
。教育局表示，該校現時只有17名中三生和7名中二生
於原校升讀中四，認為這要求未能符合學生的利益及配
合學生發展和學習需要，沙田區內有充足中四學位，可
供同學轉校就讀。

馬松深中學在2008/09學年未能取錄三班中一學生
，又未落實與港九潮州公會中學合辦高中課程的發展方
案，辦學團體與教育局遂於去年3月協商後決定停辦，
同意於2012/13學年起停止收錄中一生，以及由12/13學
年至14/15學年辦學團體會注資作聘請額外教師用，以
協助學校順利營運，辦學團體當時表示已就有關建議諮
詢學生家長及全體教師的意見，並得到他們的支持。

關於該校初中學生的升學安排，教育局發言人稱，
相關學生就讀中一時已通知學生和家長，會在完成中三
後參加教育局的中四學位安排機制，獲派資助中四學位
繼續修讀高中課程。局方與馬松深中學持份者的溝通從
未間斷，局方會繼續因應學校的情況，以學生學習利益
為依歸，實事求是與辦學團體及學校磋商，並提供適切
支援。

香港的大學數量不多，但質素
不弱。其中一些學府在近年的國際
大學排名表中靠近前列。最近，香
港大學全球排名第三十六位，僅次
於清華大學，而中文大學和科技大
學亦在一百名內。

在亞洲，香港高等教育享有盛
譽，吸引了許多亞洲國家和地區的
學生入讀香港的大學，印證了香港
成為亞洲教育樞紐的國際地位。

高等教育的這種成就，說明香
港一貫重視高教的質素，不濫辦大
學，不濫收學生，堅持貴精不貴多
的辦學方針。此外，香港作為國際
都市，資訊發達，善於吸納國際先
進的教學資料、教學方法以及學府
的管理經驗。可見香港發展高教，
具備了優越的條件。

大學不濫辦，並不意味大學學
位數量長期處於低位。須知大學教
育的發展，取決於社會需求。這些
年來，香港人口不斷增長，現在已
超過七百萬，青年對入讀大學的渴
望有增無已。更重要的是香港經濟
在國際激烈的競爭中要脫穎而出，
必須在知識型經濟上別具特色，俾
能在經濟轉型中有所創新，特別在
高資訊、高科技方面要取得突破，

闖出一個新天地，必須進一步發展
高等教育以提供大量的優才。這關
乎香港在國際競爭中能否立於不敗
之地，關乎香港經濟能否成功轉型
，關乎香港未來的路向，因而具有
重大的戰略意義。

目前，大學學位數量落後於社
會需要的矛盾日趨明顯。若與外國
相比，香港的大學參與率（即十七
至二十歲的適齡青年就讀於大學的
比率），更相形見絀，香港僅二十
四個百分點，日本有五十個百分點
，經濟合作發展組織的國家有六十
個，美國與韓國均有七十個，澳洲
更超過九十個。即使特首施政報告
預期兩年後參與率增至三十三個百
分點，與國際水平相差仍然很大。

香港的教育開支儘管連年增長
，儘管它佔政府整體財政開支的五
分之一（首位），仍然未能滿足發展
的需求，因為它只佔生產總值
3.61%，這是頗低的比率（竟然低於
印尼），G20的發展中國家的比率
也有四點六個百分點，美國則有五
點三，丹麥達八點三。香港的國際
排名因而低至一二八，使人驚訝。

本年度香港教育經費從去年度
的五百九十億元增至六百三十億元

，算是「歷史新高」，但所增加的四
十億元只是增幅的六個百分點，而
中國內地的增幅卻達九個百分點。

本港教育經費增幅不足，既不
能使中、小學和幼兒教育獲得充足
資金，更遑論為提供足量的大學學
位而增撥資源。後者在未來數年內
只能維持現狀，能否在本屆政府任
期內有所突破，尚成疑問。

目前特區政府急於改善民生，
將施政重點放在房屋、扶貧和老人
問題上，為此增撥大量資源，這是
符合社會要求的務實之舉。不過，
與此同時，對其他方面（例如教育
和醫療）的重大問題也要重視，努
力使兩者兼顧，取得平衡，才能達
到 「穩中求變」、 「有所作為」的
目標。在按需要、保質量的前提下
，增加大學學位，乃是社會人士多
年來的強烈願望，可惜歷屆政府總
是顧慮重重，裹足不前。莫非在教
育發展方面過於保守？如果財力確
實不足，保守情有可原。政府庫房
充裕，還是那麼保守，那就難辭其
咎。筆者希望現屆特區政府能正視
這個問題，果斷決策，使大學教育
踏上新的台階，為香港未來的發展
作出更大的貢獻。

【本報訊】大公報與教聯會等機構合辦的三月教育
沙龍，明天登場，題目為 「暢談大學雙班年的現況與前
瞻」，歡迎大專、中學師生參加。

「暢談大學雙班年的現況與前瞻」教育沙龍，由大
公報與教聯會和香港學者協會合辦，講者包括教育界立
法會議員葉建源、香港大學學生事務長周偉立、浸會大
學中醫藥學院教學部副主任余堅文、將軍澳香島中學副
校長鄧飛和培僑中學助理校長（行政）伍煥杰。是次沙
龍定於3月15日（星期五）晚上6時至8時，假教聯會所
（九龍旺角道33號凱途發展大廈17樓，近港鐵旺角站
A2出口）舉行，由教聯會副秘書長林樂主持。留座電
話：27703918（江先生）。

雙班年論壇明晚舉行

文憑試開考 接911宗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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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高教發展應有所突破
桂 松

馬松深中學後年停辦

昨日有報道以大半版篇幅，頭條報
道特首梁振英日前與四名泛民議員早餐
會時，主動提及私立大學問題，稱若有
意在港申辦私立大學的辦學團體不是國
際知名辦學團體，申請者又要求政府在
建校上作出多種配套，政府應如何處理
。與會議員認為，相信梁振英所指的辦
學團體是已向教育局提交意向書角逐皇
后山私立大學土地的耶穌會，又估計當
局即將對皇后山地皮用途已有決定。

要求辦學團體負責基建
為發展教育產業，上屆政府於2011

年推出面積達16.4公頃的皇后山超大地
皮供辦學團體申辦私立大學，明德學院
及耶穌會等多個辦學團體均有意入標。
然而，本港土地供應緊絀，特首梁振英
去年上任以來就提出要 「全民搵地」解
決房屋問題，施政報告發表前更盛傳皇

后山地皮會變作住宅用地，據稱政府更
為皇后山招標開出兩大 「辣招」，包括
要求辦學團體自行負責所有基建項目，
及開辦現時本地大學並未提供、且能配
合本港發展需要的高質素課程。有傳政
府早已預計有關 「辣招」會使辦學團體
卻步，令地皮流標。施政報告公布，表
明不發展教育產業，無提皇后山去留，
想不到財政預算公布後，又傳出皇后山
不建大學改建豪宅的消息。

政府必須詳細解釋原因
有份出席早餐會的立法會議員葉建

源認為，梁振英未確實表達會將皇后山
用地轉作住宅用途，但他認為成事機會
相當大。他指出，香港教育需要土地配
合作長期發展，若要將教育用地轉作住
屋用途，政府必須詳細解釋原因。他又
說，若政府邀請辦學團體申請用地後卻

突然改變用地用途，會損害香港的國際
聲譽，是一個非常惡劣的先例，政府將
來再邀請海內外機構入標或提交意向書
會遇上很大困難。

對於皇后山地皮轉為住宅用地的傳
言，耶穌會發言人稱，耶穌會十分希望
在香港興辦私立大學，會方一直得到的
訊息是皇后山地皮的標書會在本年內推
出，僅從傳媒得知皇后山地皮將轉作住

宅用地的傳言。發言人表示，會方正等
待政府推出皇后山地皮的標書，期望能
盡快得知招標詳情，希望有關消息只是
傳言。

教育局回應稱，於2011年收到9份
就發展皇后山用地作自資高等教育用途
的意向書，局方正按既定程序，根據收到
的意向書制訂有關的發展規範。政府會
繼續致力推廣優質的專上和高等教育。

粉嶺皇后山建私立大學又傳政府變卦。昨日有傳媒以 「恐胎死
腹中」 為題，報道原定預留予辦學團體興建私立大學的粉嶺皇后山
地皮極大機會轉為住宅用地，預計可建逾200萬平方呎住宅樓面。
有意於該處申辦私立博雅大學的耶穌會表示，期望能盡快得知招標
詳情，希望有關消息只是傳言。教育局則稱局方正按既定程序根據
收到的意向書制訂有關的發展規範。

本報記者 胡家齊

【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教育工作者聯會致函學界爭取
支持其繼續運營國民教育中心，竟被教育專業人員協會質疑是國
民教育回朝的一部分。教協理事張銳輝質疑教聯會要繼續推行偏
頗式 「洗腦教育」。教聯會主席兼國民中心董事黃均瑜表明，樂
意聽取對中心運作的意見，若未充分了解就加以妖魔化並不恰當
。鮮魚行學校校長梁紀昌認為，愛國愛港言論在任何國家都有，
香港則處於缺乏信任狀態。

去年的反國教風波後，特區政府宣布擱置推行國民教育科，
並停止資助教聯會屬下的國民教育中心。服務合約到今年六月停
止的國民教育中心，最近向全港中學校長發出題為 「誠邀支持中
心事宜」信件，並附 「支持國民教育中心函」邀請校長簽名支持
「國民教育中心持續為學界服務與運作」，另有一份課程及活動

問卷，讓校長提供服務意見和建議。

邀請校長提供意見
對此，教協教育研究部主任張銳輝認為，國民教育中心的舉

動，反映教聯會未汲取反國教風波的教訓，仍採取偏頗的 「洗腦
式國民教育」，若加上前政協主席賈慶林提倡愛國愛港、中央政
府在特首普選上的態度，以及特區政府提交聯合國的人權報告提
及發展獨立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他懷疑反映國民教育或將 「回

朝」。
教聯會主席黃均瑜回應，該會矢志不渝推行國民教育，會盡

量爭取資源支持中心運作，同時等待教育局政策並願意與不同團
體角逐營辦權，邀請學界支持無可厚非。 「我們樂意接受來自各
方的意見，若未清楚中心運作就刻意妖魔化並不恰當，作為教師
，這又是符合應有的專業判斷？」

力推國教科的鮮魚行小學校長梁紀昌認為， 「愛國愛港」言
論在任何國家都有，香港現在的問題在於缺乏信任，及部分社會
人士烏托邦式思想，對實際情況缺乏了解。 「加上資訊網絡化，
市民忙於日常工作無時間思考。」他認為國教風波使各校為避免
成為輿論指摘對象都三緘其口，所以教聯會此舉未必得到校長支
持。

爭取支持是正常事
觀塘區家長教師會聯會主席奚炳松認為，團體為運作機構而

爭取相關持份者支持是很正常的事，希望公眾公平、公正看待此
事。 「一些社會機構要申請資金，都會做一些公關活動，包括爭
取持份者支持。」他支持教聯會重新運作國教中心，亦支持其他
機構接受運營。 「教聯會運作可以保證其連貫性，對教聯會以後
運營有信心。當然也支持其他機構加入，關鍵要看不同機構的計

劃書。」
奚炳松指出，反國教風波令國民教育成了必須被顛覆的代名

詞。 「風波也只是一部分人的負面看法。」他認為，港人認識國
家並沒過錯。 「十年八年前沒有大型機構開辦內地交流團，但家
長會主動聯繫坊間機構到內地參訪。」談及教協聲稱教育局部分
內地參訪團仍有 「洗腦」成份，他說不反對部分機構有自己立場
： 「我個人認為，本港大學學位緊缺，不論是內地還是台灣，都
是本港學生的可行出路，參訪內地也是給港生多一種選擇。」

另一方面，教協理事方景樂要求國民教育中心的教材要多元
化，梁紀昌則建議教聯會可以聯繫校長會為國民教育中心的教材
提出意見。 「就像解決食品安全問題，通過安全標準驗證後重新
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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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觀點

【本報訊】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將於本月19日及
26日討論免費幼稚園教育，首日將有80個團體出席。根
據教育局昨日提交的文件，預料4月成立幼稚園專責委
員會，研究幼師薪酬、校舍租金、操作模式、資助模式
等不同範疇，估計需兩年時間完成工作，向教育局提出
具體及可行建議。

文件指出，專責委員會將會包括教育界別和各幼稚
園持份者團體代表，以及其他專業人士，以便作出全面
的討論。專責委員會將聽取持份者對現行幼稚園教育政
策的意見、找出有待改善之處、探討各項方案，以及向
教育局就未來路向提出建議。由於涉及的事宜複雜，專
責委員會亦需要時間研究其他地方的幼稚園運作，以便
擬訂建議方案，局方估計專責委員會約需兩年時間完成
工作。

幼稚園專委會4月成立

◀教育工作
者聯會致函
學界爭取支
持其繼續運
營國民教育
中心，竟被
教協質疑
資料圖片

▲原定預留予辦學團體興建私立大學的粉嶺皇后山地皮極大機會轉為住宅用
地 資料圖片

▶中學教師
需求劇減，
多所院校的
「學位教師
教育文憑課
程」 申請均
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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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中心無懼困難冀續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