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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啟源

■長洲太平清醮：據島民相傳，長洲

在清代晚期曾發生瘟疫，遂邀請高僧

誦經。此後，島上居民每年舉辦太平

清醮，酬謝北帝。建醮期間，會有紙

紮神像、搭建包山、手製包點等民俗

工藝。

■大澳端午龍舟遊涌：大澳3個傳統

漁業行會，包括扒艇行、鮮魚行及合

心堂，每年端午節舉辦傳統「龍舟遊

涌」宗教活動。3個行會成員於農曆5

月初四早上划 龍舟、拖 神艇，到

大澳4間廟宇「接神」。請出代表楊侯、

天后、關帝、洪聖的小神像，接返各

行會供奉祭祀，並於翌日端午節進行

遊神活動。活動已傳承超過100年。

■大坑舞火龍︰相傳1880年，大坑村

爆發瘟疫，村民為消災滅瘟，紮作1

條龍並插滿香枝。村民在中秋前後，

舞動火龍繞村遊行，並燃燒爆竹，為

期3天，以保大坑合境平安。

■香港潮人盂蘭勝會：每年農曆7

月，本港民間舉辦中元節盂蘭勝會，

至今已逾100年歷史。主要活動包

括：燒街衣、盂蘭節忌諱、神功戲、

大士王、平安米、福物競投等，目的

是祭祀祖先，以及陰曹無人祭祀的孤

魂。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歐陽子瑩）教育
局日前共收到9份由
辦學團體提交的意向
書，表示有意競逐粉
嶺皇后山前軍營用地
以發展私立大學，當
中包括在本港營辦兩
間華仁書院，以及在
海外開辦了數十所大
學的天主教耶穌會。
耶穌會中華省教育委

員會主席周守仁神父表示，計劃開辦4年連住宿的
課程，以發展全人教育為目標，預計提供3,000個學
額，期望長遠再設立研究院。

周守仁神父昨日與傳媒會面，並介紹於皇后山發

展私大的計劃。他表示，構思中的私立大學有3,000
個學額，以本港、內地及亞洲地區的學生為主要招
生對象，目前正設計課程，會考慮本地需要，以發
展全人教育為目標。

3000學額吸亞洲生
他表示，已確定會開辦的3大學科包括科學、人

文及社會科學，不排除會開辦商科，「總之不會只
得幾科，要讓同學有選擇。」至於核心科目，除了
神學，亦會有人類學及哲學等，學生需要修讀兩
年。他表示，亦會考慮與美國的大學合辦聯合課
程。

周守仁稱，暫時未定學費，但指「會平過去美國
讀書」，而4年課程必須連住宿，作為學生學習的經
歷之一。至於教師團隊，他表示會作公開招聘，不
排除會從本地院校「挖角」，亦會由海外的耶穌會

院校物色。
對於有意競逐用地的院校包括來自英國等海外著

名學府，周守仁稱，對耶穌會的計劃有信心，認為
有競爭是好事。他表示，耶穌會其中一個優勢是擁
有國際網絡，「我們在美國開辦了28所大學，如波
士頓學院，亞洲地區如日本、韓國及菲律賓等地都
有大學，包括東京上智大學及南韓西江大學等」。
他表示，耶穌會目前只是在中國及非洲未有開辦大
學，因此兩個地方都會是未來的發展重點。

華仁校友出錢出力
周守仁稱，未來會進行連串的籌款工作，預期會

得到國際及本港熱心人士的支持，目標額以億元
計，他對此感到樂觀。耶穌會作為華仁書院的辦學
團體，周守仁表示，不少華仁校友已表態支持，當
中除了金錢資助，亦提供專業的諮詢服務。

上述皇后山地皮面積達16公頃，可提供8,000個學
額，珠海學院亦提交了意向書，教育局正研究各辦
學團體提交的意向書，因應其發展計劃及建議，制
訂詳細的撥地安排，明年底批出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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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唐寄語港人 自學助己助人

耶穌會爭皇后山辦私大

新入選非遺節慶簡介

署長封露台 屋署證合法

港四項百年節慶列國家非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啟源）本港眾多傳統

節慶活動，一直陪伴港人成長。港府昨公布，長
洲太平清醮、大坑舞火龍、大澳端午龍舟遊涌、
以及香港潮人盂蘭勝會，4個本港非物質文化遺
產項目，已被列入第3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
名錄。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表示，有關項目具
有鮮明特色和文化價值，能夠列入名錄，顯示有
關文化價值得到肯定和認同。港府將與主辦團體
密切聯繫，落實具體措施，以保護、推廣和承傳
這批文化遺產。(尚有相關報道見A10版)

港府於2009年9月向國家申請將該4個項目列入
第3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是次申報的4

個項目，皆屬於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非物質
文化遺產公約》所界定的「社會實踐、儀式、節
慶活動」類別。

曾德成指文化價值獲肯定
曾德成表示，得悉本港4個非物質文化遺產項

目，成功列入第3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感到高興。港府將與活動主辦團體密切聯繫，並
落實具體措施保護、推廣及承傳有關文化遺產。
他指出，4個項目於現代化都市中，仍能在地區
社群內世代傳承，並繼續發揮凝聚社區的功能，
實在難能可貴。4個項目成功列入國家級非物質

文化遺產名錄，亦顯示其文化價值得到肯定和認
同。

首份非遺清單料明年出爐
他續稱，港府將繼續致力保存和推廣本地的非

物質文化遺產，並鼓勵民間參與，令香港的文化
傳統得以延續和發展。港府現正就全港非物質文
化遺產進行普查，預計於明年完成，屆時可根據
普查資料制訂本港首份非物質文化遺產清單，有
助制訂更全面具體的保護措施。

被列入第3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的4個
項目，均有逾百年歷史(詳見附表)。

文憑試認受性追上高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任智鵬）距離新中學文憑試開考

只剩下不足1年時間，考評局正積極爭取新考試獲海外認
可。最新資料顯示，包括劍橋大學、耶魯大學等名校在內
的67間海外院校已公布，為文憑試訂定入學基本要求，數
目直逼現時高考會考的約80所。考評局指，了解部分學界
人士對文憑試的推行細節有疑慮，該局將於2012年首屆新
考試完成後，就相關問題進行檢討。

獲67家海外高校認可
根據考評局網頁最新資料，至今已有67所海外大學及院

校確認對文憑試的認可，涵蓋英國、美國、澳洲、加拿
大、新西蘭及韓國等多個國家。

考評局秘書長唐創時昨與傳媒茶敘時指，認可文憑試的
學校數目已接近現有高考，另有不少院校正陸續回覆，該
局將逐步上載相關資料，對考試認可情況具信心。他又表
示，明白不少老師對文憑試的具體運作有意見，包括個別
科目的評核及網上評卷的細節等，但為免影響正準備新考
試的師生，該局會於明年考試完成後作全面檢討，以進一
步完善考試。

區選指引下周四辦諮詢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選舉管理委員會早前公

布區議會選舉活動指引建議，訂明互聯網上播放的電視及
電台節目，同樣要像傳統媒體般受公平原則規管。選管會
本月9日（下周四）下午3時將就區議會選舉活動建議指引
舉行公眾諮詢大會，由選管會主席馮驊主持，而為了容納
更多市民發表意見，諮詢會將於銅鑼灣福蔭道7號銅鑼灣
社區中心3樓禮堂舉行。為期約一個月的公眾諮詢本月22
日結束，市民亦可把書面意見郵寄到灣仔港灣道25號海港
中心10樓選管會秘書處，或透過傳真（2511-1682）、電郵

（eacenq@reo.gov.hk）遞交書面意見。逾期遞交的意見將不
予考慮。

反對派議員聯署
索葛輝事件資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20名反對派立法會議員

決定聯署去信財政司司長曾俊華、署理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局長蘇錦樑、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常任秘書長謝曼怡，以及
立法會資訊及廣播事務委員會主席黃毓民，要求政府在6
月13日交代葛輝事件的特別會議上提交文件，包括邀請團
體向「上網學習支援計劃」投標的建議書、評審委員會的
會議紀錄、相關官員的通訊文本等。

信中更「未審先判」，聲稱對葛輝事件震驚，認為事件
反映有政府官員涉嫌濫權，憂慮政府高層把個人權力凌駕
制度，政治干預招標。

聯署信共列出12個項目，準備向政府「逼供」，包括要
求當局各項通訊文本，例如電郵、便箋、短訊等資料，向
委員會提交。反對派飯盒會召集人何秀蘭指，預計反對派
會在會議期間提出向內務委員會爭取「權力及特權條
例」，由委員會展開調查的工作。

長毛咒罵「癌上腦」
司徒華逝前未釋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民主黨「前元老」司徒

華去世已有一段日子，其家人與教協就其回憶錄事宜一直
爭持不下，民主黨就先「飲頭啖湯」，找來數十名黨友，
以文章形式描述過去多項事件。

今次面世的紀念集，其中一章講述「五區公投」及「政
改」期間，司徒華被社民連立法會議員長毛(梁國雄)辱罵

「癌症上腦」一事。書中稱，司徒華對此事一直未能釋
懷，認為與長毛相識多年，有不少合作機會，想不到竟然
意見不合，「是否有必要講『癌症上腦』那麼毒的說
話」，司徒華又指，「睇住陶君行長大，現在竟然變成這
個樣子」。文章形容，司徒華多次提及此事，一在其家
中，此外就是他於醫院留醫時，每次提及此事均感到慨嘆
及唏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僭建風波繼續蔓延。有報道指

負責執法的屋宇署署長區載佳住所露台用玻璃「趟窗」圍封，卻

沒有入則申請。區載佳回應事件時稱，工程不涉及結構改動，可

以豁免審批，沒有違例；又首次明確解釋改建露台的豁免範圍，

並強調屋宇署同僚會一視同仁，公平專業地跟進事件。屋宇署昨

日傍晚就發表聲明指，該署經派員詳細評估後，確定署長單位的

「趟窗」工程沒有結構危險或影響樓宇結構，合乎《建築物條

例》。不過，有業界人士及議員質疑區載佳未有避

嫌，亦擔心立下毋須入則便可圍封露台的先例。

為鼓勵港人「活到老，學到
老」，婦女事務委員會早在04年，

聯同香港公開大學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及商業電台
合辦「自在人生自學計劃」，成功協助逾1.2萬名婦
女踏上自學旅途，創造更精彩人生。隨 特區政府
09年增撥2,000萬元資助計劃發展，學院目前正積極
研究下一期的計劃藍圖。計劃昨日假浸會大學會堂
舉行第七屆畢業典禮，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勞工及
福利局局長張建宗親臨主禮，共證學員的喜悅時
刻。唐英年致辭時肯定「自學計劃」的成績，表揚
他們對推廣終身學習文化發展的支持，並衷心祝賀
學員成功踏出「從受助到助人」的重要一步。

自學計劃7年助近5萬人
唐英年說，計劃開展7年以來，一直深受不同階層

女士甚至部分男士支持，報讀「自學計劃」的人數
每年遞增，截至今年4月已經有4.8萬人次報讀，足
證計劃取得佳績；而政府為支持「要活得精彩、就
要學多一點」的精神，支持方式亦由獎券基金撥款
改為直接資助，為經濟困難的婦女提供學費減免安
排，幫助更多人士提升個人能力，培養積極的生活
態度。為確保計劃的持續發展，婦女事務委員會成
立了督導委員會提供策略、意見和指引，唐英年深
信「自學計劃」今後會越辦越好，越辦越受歡迎。

長者退而不休充實自己
畢業禮期間，唐英年為24名畢業學員頒發第六級

證書，並即場與學員逐個拍照留念。唐英年坦言，
在場畢業同學的年齡橫跨三個世代，分別介乎20多
歲到接近80歲，無疑是個「非一般」的畢業典禮。
最後他不忘寄語畢業同學要繼續發揮「自助自學、
助己助人」的精神，令自己甚至身邊的人活得更加
精彩。

榮獲卓越學員的米金鴻亦與在場嘉賓大談自學心

得。他坦言，退休後的人生由璀璨變為平淡，相
反，長者應該把握時間編織新的篇章，為社會散發
正能量，「退休當然是人生另一個階段的開始，而
自學計劃令我生活變得充實，部分課程例如中醫養
生療程，更能學以致用，令我切身體會養生之
道」。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區載佳位於大坑豪園的單位，露台
原有的矮牆上加裝一排活趟式的玻璃
窗，而屋苑多層單位都同樣沒有露
台，只有少數保留原來設計。屋宇署
並沒有區載佳入則加裝玻璃窗的記
錄，本身是測量師、但不屬於認可人
士的區載佳自己作出判斷，認為工程
沒有違規。

區載佳細釋做法無違例
區載佳昨日未有接受傳媒訪問，但

在書面回覆查詢時解釋，在露台安裝
玻璃窗或嵌板，只要沒有改動或拆去
原有防護欄，就即是不涉及建築物結
構，可獲豁免，不需事先審批。此
外，由於其住所的「趟窗」可以開

關，符合房間要有天然照明、通風和
防火的規定，所以沒有違反建築物條
例。他補充指，相關豁免適用於去年
12月31日之前的工程，倘今年才進
行，則要跟隨小型工程規例，但同樣
不需要入則，只要按工程級別、類型
等因素委託承建商展開工程；而業主
在開展工程前，應先徵詢專業人士意
見，評估工程可行性，是否有違規及
須要按照《建築物條例》的有關規
定，向屋宇署申請。

業界指未避嫌角色衝突
區載佳重申，屋宇署會一視同仁，

他已經找下屬到其單位視察，倘有違
規會跟法例採取行動，並深信同事會

專業和公正跟進，他在調查後會向市
民交代。而屋宇署傍晚發表聲明，指
署方已經派員到署長單位視察，確定
工程合乎規定，又指署長於1991年購
入單位，當時單位外廊原有的防護欄
障上面已經安裝了「趟窗」，而署長當
時亦作出專業評估，認為屬於豁免審
批工程，並不違例。

今次是屋宇署第一次明確地交待哪
些露台改建可獲豁免，但多名專業人
士及議員質疑區載佳做法有欠審慎。
香港建築師學會成員、立法會發展事
務委員會主席劉秀成擔心事件等同立
下先例，告訴市民毋須入則便可以用

窗戶圍封露台，「整個做法是有疑
問，因為他是署長，署長代表屋宇
署，有BUILDING AUTHORITY(屋宇
署)的職責。」專業教育學院建造工程
系系主任陳子明認為，區載佳為了避
嫌，不應該單憑個人判斷，衡量改裝
露台是否要入則申請；立法會發展事
務委員會成員李永達亦稱，區載佳在
未經第三者查驗下，便判斷住所露台
加建屬於豁免，有角色及利益衝突。

鑑於本港接連有公眾人士的寓所被
揭發涉嫌僭建，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
會本月20日會召開特別會議，討論規
管違例建築問題。

自強不息

稱「趟窗」無改結構獲豁免 議員憂開圍封先例

■「自在人生自學計劃」昨舉辦第七屆畢業禮，唐英年與張建宗等親臨主禮。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區載佳位於大坑豪園的寓所，多個單位同
樣以玻璃窗圍封露台。 有線新聞截圖

■區載佳昨以書面解釋事件。
資料圖片

行政長官曾蔭權昨日在禮賓府會見到訪的美
國常務副國務卿斯坦伯格，就雙方關注的事宜交換意見。

晤美副卿

■周守仁神父對競逐皇后山
用地有信心。 香港文匯報

記者歐陽子瑩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