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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推小班奏效
10年首見
「零殺校」
受惠適齡生源回升 學界促全面檢討機制

■郭位（右）接過捐款支票，設立全港首創的文化與
文化產業管理獎學金。
城大提供圖片

稻香捐20萬
撐城大文產獎學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勞雅文）隨 小學適齡人口逐步回升，教
育局為全港小學帶來了好消息，宣布新學年無學校因收生不足要接
「殺校令」
，是當局自2003年推行「統整使用率低的小學」政策以來
的首次，意味 小學界歷時10年的「殺校浩劫」終於告一段落。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城市大學昨宣布設立
全港首創文化與文化產業管理獎學金。稻香集團為此
向城大捐贈20萬港元，以示支持。
城大昨舉行頒獎禮，向逾百名學生頒發獎學金，以
表揚他們優秀的成績和傑出表現，並向捐款支持城大
的個人和機構表示感謝。校長郭位致辭時，特別勉勵
學生他日成功後，也要幫助他人、回饋社會。

界對此表示高興，認為現時能停止殺校，當局推行小班教學應記一
功，故促請當局盡快全面推行小班教學，並為「殺校機制」作出全
面檢討。

按

「統整使用率低的小學」政策規 局於小班教學問題上仍採學校自決方
定，小學收生未達16人「開班線」 式，日後應該提出更多誘因推動有關
者，將不獲准開辦資助小一。教育局 政策。
資料顯示，2012/13學年適齡小一入學
教師：北區「殺變建」耗公帑
人數回升至4.51萬人，較今年約4.2萬
津貼小學議會主席冼儉偉則指，適
人上升約3,000人。
齡學童人數回升，結果是預期之內，
教局「開班信」報喜
但他擔心人口會不時出現變化，促請
教育局昨日向全港小學派發「開班 當局盡快檢討「殺校機制」
。他指有關
信」
，通知全港資助小學有關新學年小 機制會影響學校長遠發展，「動輒要
一至小六的建議班級結構及教職人員 擔心收生少就殺校，對老師、學生都
編制。據了解，新學年無小學收生不 不是好事，學校要掛住做宣傳，增加
足，全部通過收生死線。
收生」
。冼儉偉又舉例說，「北區之前
資助小學校長會主席梁兆棠表示， 都殺校，但現時反而要建新校，其實
學界過往經常就縮班殺校問題向教育 都是浪費公帑」
。
局反映意見，今次的好消息反映政府
鮮魚行：今年開多班
在人口政策、跨境學童等調配學位問
以往曾險被「殺校」的鮮魚行小
題上，有聽取學校意見。他又指，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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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腫瘤女生：獎學金幫助大

■曾數度面臨「殺校」的鮮魚行小學校長梁紀昌表示，新學年收生情況理想，又
鼓勵於「殺校」邊緣的學校不要放棄。
資料圖片
學，校長梁紀昌表示，新學年收生情
況理想，自行收生階段已獲42份申請
表，昨日他打開「開班信」時，心情
十分興奮，「去年收到41人申請，但
只准開1班，今年終於可開2班」。他
鼓勵於「殺校」邊緣的學校不要放
棄。
至於去年成功「翻生」的中西區新
會商會學校，校長呂錦強透露，該校

今年獲23人申請，估計可開1班，他坦
言殺校政策為學校帶來不少壓力，建
議當局全面推行小班教學。
就學界要求當局檢討「殺校機制」
，
教育局發言人回應表示，目前仍有需
要對個別使用率低的學校推行「統整
使用率低的小學」政策，以回應審計
署和政府賬目委員會促請當局善用資
源及削減過剩學額的要求。

城大數學系三年級生顏碧幸，獲得肇豐全人發展獎
學金10萬元。她指3年前入學時欠缺自信，只顧埋首讀
書，多得老師的鼓勵，才開始參與校內活動，漸漸改
變了內向的性格。
去年她不幸患上甲狀腺腫瘤，但仍堅持學業及參加
社區服務，「獎學金對我的幫助很大，既幫助我支付
了醫療費用，也是對我的努力與付出的嘉獎，促使我
更加努力。」顏碧幸已獲本港三大會計師行錄用，希
望今後能夠成為出色的會計師。
另一名獎學金得主陳巧宜，以優秀成績獲得內地校
友網絡交流獎學金，去年前往北京大學交流3個月，在
北京一家外資企業實習，結識來自各國的朋友，並體
驗了當地的生活及工作環境，她認為這段經歷對其畢
業後到內地發展很有益處。

港生暑期內地實習計劃啟動
■學友社將於6月為應屆公開試考生出版
《升學指覽》
。左起︰郭文芳、吳寶城。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思諾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思諾）末屆高
考及首屆文憑試相繼於本月開考，有以上
述兩類考生為對象的大型調查顯示，如以
10分為最高，高考生自評壓力指數平均為
7.7分，屬於偏高；較文憑試考生的6.9
分，高出11.6%。調查機構指，高考生擔
心若考試失手，要面對轉制，令壓力大
增。
學友社於本年2月至3月期間，透過問卷
成功訪問了接近1,160名應屆高考生及
2,450名應屆文憑試考生，了解他們在面
對公開試所承受的困難及壓力。

逾八成指轉制增額外壓力

結果顯示，高考生自評壓力指數平均為
7.7分，較文憑試考生高出11.6%，高考生
的壓力主要源於擔心準備時間不足
（72.2%）
、自我期望（44.9%）
、擔心往後
的出路（44.7%）及父母期望（34.8%）
。
此外，面對轉制的影響，逾80%高考生認
為這讓他們承受了額外的壓力，且有
78.5%高考生認為社會對其關注不足夠。
至於文憑試考生，如以10分為最高，各
人自評的平均信心為4.4分，而應考中英
數及通識科的信心分別為4.5分、3.9分、4.9分及4.4
分，可見同學普遍缺乏信心。當中有46%人認為考評
局提供的樣本試卷可提高他們的應試信心。

聚焦文憑生 高考生感受忽略
學友社學生輔導中心副總幹事吳寶城指出，相較2
年前末代會考時期，學友社對同一批考生作出問卷
調查，發現整體高考生在這2年間的壓力指數有上升
趨勢。他指，現時社會焦點多放在文憑試考生身
上，而學校對文憑試學生所投放的資源及人手亦相
對較高考生多，以致高考生感到被忽略。

學友社提供考試4貼士
吳寶城又提醒考生，應考前應熟讀考生手冊，避
免犯上扣分項目，考生亦應預早20分鐘到達試場。
此外，同學於考試前切忌通宵達旦溫習；每科完結
後，勿再討論及查閱答案，以免影響緊接科目的應
考信心；至於家長則不要給子女過高的期望，宜多
關心子女的情緒狀況。
學友社將提供一系列支援服務，如首辦高考及文
憑試家長工作坊，舉辦放榜講座、教師工作坊、放
榜輔導熱線及出版刊物等。為協助中三學生了解高
中資訊，該會已印行6萬本《高中選科及升學指南
2012》供免費取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思諾）全港規模最大的
「香港大學生暑期內地實習計劃2012」昨日正式啟
動。大會將為本港大專院校學生提供1,000個實習職
位，成功申請者將於本年6月至7月期間，被分派到內
地7個城市的大企業，進行為期1個月實習，薪金為人
民幣1,000元至2,000元。
「香港大學生暑期內地實習計劃2012」由「香港學
生活動委員會」籌備委員會主辦，由中華全國青年聯
合會秘書處、中聯辦青年工作部全力支持。大會昨舉
行新聞發布會介紹詳情，中聯辦青年工作部副部長李
薊貽、全國政協委員兼香港學生活動基金會召集人龍
子明、理大副校長阮曾媛琪擔任主禮嘉賓。

去年逾700人赴京滬甬穗

■「香港大學生暑期內地實習計劃2012」昨日舉行新聞發布會，多個主辦單位代表亦有到場支持活動。 大會供圖

據大會介紹，去年經此實習計劃安排下，逾700名
大學生到北京、上海、寧波、青島及廣州等城市實
習，涉及的公司包括銀行、金融機構、新聞機構、科
網公司等，吸引超過1萬名港生報名。

本月24日至4月11日報名
今年實習計劃將統一報名安排，首輪報名日期為本
月24日至4月11日。參加者只需登入網站
www.studentnetwork.hk，了解各機構的實習內容，即
可報名參加其中一個實習項目。申請人需預先支付報

名費約2,500元，款項包括機票及食宿費用。經過初步
甄選後，大會將進行分組面試，以考驗申請人其兩文
三語及團隊合作能力。
受聘學生將在4月底接受一系列的培訓活動，如工
作坊、課程及團隊建立活動等。內地企業則會為學
生安排住宿、企業考察及城市遊蹤等活動。實習表
現傑出的學生，機構將會提供實習津貼，同學更有
機會參與大型企業到海外的考察團及與企業家對話等
的獎勵。
有份提供實習崗位的全國政協委員兼理文造紙行政

總裁李文俊表示，同學若希望將來事業成功，首先要
有良好的工作態度和勤力，學業成績只是次要。他認
為部分港生即使英文好、工作能力高，但若「不服
從」、「無毅力」，而且普通話又不濟，與內地生相
比，就失去了「主場之利」
。
中大三年級生胡卓宏表示，去年經計劃到上海寶鋼
集團旗下的華寶證券公司實習，主要為公司撰寫研究
報告及處理投訴。他指，是次實習經歷令他獲益良
多，除了有機會在大企業工作外，更讓畢業後有意到
內地工作的他提升了競爭力。

中大擬編崑曲版《紅樓夢》 遴選新校長 港大定5準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近年崑曲文
化在兩岸三地大學的人文教育中愈來愈受重視，
然而不少崑劇的精華劇目正在歷史長河中消失。
為了「激活」傳統，香港中文大學昨日正式啟動
「崑曲研究推廣計劃」
，專家將會整理折子戲與戲
曲文本，將《紅樓夢》及《桃花扇》等名著編成
崑曲文本外，校方更希望把中大打造成世界性的
崑曲研究基地，促進香港與國際間的戲曲學術交
流。

白先勇沈祖堯齊推崑曲

■華瑋（左一）主持文本研究，白先勇（左二）
任榮譽主任。
香港文匯報記者歐陽文倩 攝

中大昨日舉行「崑曲研究推廣計劃啟動儀式暨 一筆，華瑋表示計劃還打算作出一項大挑戰，就
捐款鳴謝典禮」，由中大校長沈祖堯親臨主持， 是將《紅樓夢》製成崑曲版本，「不過這很困
其間還有青春版《牡丹亭》主演者俞玖林和沈丰 難，除了要裁剪出合適部分，還要對作品有所詮
英現場示範《牡丹亭．驚夢》
。
釋。」另中大還會舉辦相關課程、工作坊、研討
上述計劃由文壇泰斗白先勇擔任榮譽主任，由 會，以及在校園演崑曲等，進一步推廣崑曲文
中大人文學科研究所明清研究中心主任華瑋主 化。
持。有關項目獲宜高科技創業集團主席余志明及
除了文本製作外，注重舞台效果的白先勇亦打
其夫人余陳麗娥捐出230萬元予以支持。
算邀請崑曲界的大師如蔡正仁、汪世瑜等，擔任
余志明指，崑曲不是一般的舞台表演藝術，更 最後的「質檢」，實實在在地試演一下，看文本
秉承了唐詩、宋詞、元曲的詩句美學，故希望推 是否有改善之處，誓要打造出既可讀、又可演
動崑曲發展，讓新一代學生認識中國傳統。
（readable and playable）的崑曲典籍。他期望在有
華瑋表示，計劃的目的是「研究文化遺產，整 了文本的基礎後，會有舞台表演相應而生，讓崑
編崑曲精品」，藉 整理明清戲曲文本，並加以 曲再次發放異彩，例如把記錄歷史的大戲如講述
研究，編成一系列有藝術價值的戲曲精品，供崑 明末崇禎帝自縊煤山的《鐵冠圖》重現舞台。他
劇團演出和一般讀者閱讀。原來，崑曲文本中有 指，終極目標是讓中大成為世界上的崑曲研究中
200多本值得再作研究，是中國文化中最豐盛的 心，推動世界各地的戲曲家參與崑曲的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勞雅文）港大校務委員會通過招聘
新校長遴選機制，又定出候選人5大準則，包括要有卓越學
術成就及領導才能、為人誠實正直、具全球視野、能展示管
理能力及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校方指會盡快成立「物色委
員會」和「遴選委員會」
，展開全球招聘新校長。
港大校務委員會於昨日舉行的會議上，通過聘任新校長的
遴選機制及遴選準則，該會於去年底成立的臨時工作小組，
已就第十五任校長的遴選條件及程序，收集師生、校友等意
見。小組經廣泛諮詢後，已向校務委員會提交報告，歸納有
關觀點及建議。
校務委員會又同意建立兩階段的物色及遴選機制，並成立物
色委員會及遴選委員會以聘任新校長。物色委員會由4名成員
組成，包括1名校務委員會校外委員及3名講座教授級的全職教
師。

遴選委會增院長及學生代表
遴選委員會則由11名成員組成，包括校務委員會主席及另
外2名校外成員、3名全職教授級教師；而全職非教授級教師
或教研人員、校友及全職非教學人員各1名，另外今次會新
增1名學院院長及全日制學生代表。該會專責考慮及審核物
色委員會提交的候選人資歷，並與經篩選的候選人會面，及
議決一名最終候選人推薦予校務委員會。
另外，校委會又決議成立818檢討小組督導委員會，跟進百
周年校慶典禮有關安排檢討小組所提交的建議的報告進展。
該會由港大首席副校長錢大康擔任召集人，成員包括校務委
員會校外成員、學生事務長、學術人員、大學非教學人員，
也會按需要從學生、教職員及校友中吸納增補委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