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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CMS簽合作協議 擬CERN建研究據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
歐洲核子研究組織（CERN）近日

成功發現俗稱「上帝粒子」的希格斯玻色子（Higgs Boson）
，成就舉
世矚目。其實本港的本科尖子，自去年開始已有機會到CERN做暑期
實習，今年有關安排將會進一步拓展。香港中文大學昨與CERN的緊
湊渺子線圈實驗（CMS）簽署合作協議，除了將暑期實習的本科生名
額常規化外，中大物理系更會安排本港首批研究生到CERN參與研
究，並同時獲得中大教授及CERN的科學家作為研究導師，該校兩位
入選計劃的準碩士生將於下月開始兩地培訓的研究生生活。至於港大
今天亦會與CERN舉行類似的合作協議簽署儀式。

據

了解，近年本地院校與CERN的
合作越來越多，港大及科大已有
本科生參與CERN的暑期實習計劃。至
於是次與中大合作的CMS，就是近日
發現俗稱「上帝粒子」希格斯玻色子的
團隊之一。CMS主力尋找物質的來
源、暗物質的特性、如何統一自然界的
4種基本力學，以及在三維空間之外是
否另有空間，成員來自41個國家的179
間院校，合共3,275名物理研究人員在
進行研究。

CERN科學家作研究導師
中大與CMS將會合作的研究領域，包
括儀器物理學、數據分析及資訊科技。
兩地學者將會藉此平台，合作開發雙方
有興趣的研究項目。透過協議，中大每
年會有2個到CERN作暑期實習的本科生
名額，讓學生到CERN研究及上課，2所
機構各資助1位學生，涉款約4萬港元。
此外，2所機構亦會共同培訓研究
生。獲選的中大研究生將會參與CERN

的研究，並同時獲得中大教授及CERN
的科學家作為研究導師，論文及口試部
分則會在中大進行。

兩本科生去年暑期實習
郭家希及梁乘宙去年以本科生的身份
參加了CERN暑期實習計劃，在中大與
CERN的合作協議下，兩人將於8月成
為首批兩地共同培訓的研究生，並將繼
續之前在CERN暑期實習計劃中的工
作，郭家希主力做數據分析，梁乘宙則
負責製作CMS探測器上名為陰極條感
應室(Cathode Stripe Chambers)的部件。
中大物理系教授朱明中表示，一般港
生不能隨便到CERN參與研究，透過簽
署協議，則可為兩地建立合作平台。他
又表示，未來數年將會是CERN的黃金
時期，預計會有不少新發現，故希望政
府可推出鼓勵措施，讓中大下一步可於
CERN設立「據點」，讓港校可以更多
參與當中的研究，為未來的物理界作出
貢獻。

責任編輯：姚逸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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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明中（左）表示，梁乘宙（中）和郭家希（右）去年可以參與CERN的研究，是
難得的機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歐陽文倩 攝

■去年世界各地約有150位學生到CERN參與暑期實習計劃，現時中大、港大、
科大亦有學生在CERN實習。圖為去年實習生的合照。
受訪者供圖

中一書價不同校相差近倍

■中大商學院副院長范建強指出，工商管理籲新聞傳播雙學
位課程結構具彈性。
實習記者林玨瑩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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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林玨瑩）香港中文
大學推出全港首個工商管理及新聞與傳播雙學位
課程，同學可於第一學位的4年期間決定是否另
加1年修讀商科或新聞科，即以5年修畢雙學位。
上述課程將於今年9月推出，供2012年入讀中大
新聞與傳播學院及商學院四年制學生申請。5年
制課程學費逾26.8萬元，當中第5年屬自資課程收
費，單是該年學費已高達10萬元。

結構具彈性 學分無浪費
中大商學院副院長范建強表示，該雙學位課程
結構具有彈性，修讀工商管理又或新聞與傳播學
位課程的同學，可在完成第一修業年後，開始提
交雙學位申請，修讀對方的科目，若學生中途放
棄修讀雙學位課程，已修讀的學分也不會浪費，
會被視為副修科目。
范建強表示，由於教資會對大學院校一般課程
的學生，只提供4年資助，故上述新設的5年制雙
學位課程的第五年，學生要繳付自資課程的學費
水平。首4年課程，本地學生每年學費為42,100
元，第五年學費為10萬元；非本地學生若修讀雙
學位，第五年學費也為10萬元，該年修讀學分多
少不會影響學費金額。

傳播兼財經 助事業發展

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李立 表示，商學
院及新聞與傳播學院開設的科目，一直很受學生
歡迎，兩院不少學生均對對方學院的課程大感興
趣，故校方才決定推出上述安排，以應需求，而
且社會對兼備傳播和財經知識的人才亦有需求，
相信能幫助同學將來事業的發展。
據中大規定，申請入讀雙學位課程的學生需滿
足一定入讀要求，錄取分數不可低於兩個學院共
同議定的最低錄取分數，平均積點最少為3，還
需要完成第一學位畢業學分。李立 表示，由於
師資、硬件設施等考慮，目前新聞科只開放10個
學額給商科學生修讀雙學位，但商學院沒有學額
限制。他表示，隨 雙學位課程日漸普及，學額也會逐漸增
加，課程將更完善。

黃均瑜：國情手冊可優化

部分中學中一書單開支

■部分家長
在完成中一
新生註冊
後，即往書
局為子女購
買新學年用
書。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劉國權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考 勞雅文）教育
局近年力推教科書分拆以減低書價，
但新學年的書價反而有增無減。香港
文匯報記者收集部分中學的中一級書
單，發現七成半學校的書單「埋單」
要逾3,000元，較去年約六成的比率明
顯上升，當中有學校的書單總值更高
達4,000元。部分學校為減輕家長負
擔，實行自行印製筆記教材、與書商
合作設計「整合書」
、為學生免費提供
音樂書借用等，有學校成功將書價壓
至約2,000元，故不同學校的書單出現
「天地價」
，差距近一倍。

75%學校書價逾3,000元
中一新生註冊昨日展開，學生最遲
今日須往獲派中學註冊，否則將被視
作放棄學位。各新生在註冊後，均會

收到學校派發的新書單，不少同學在
家長陪同下已急不及待到書局購買新
學年教科書，為開學作好準備。
香港文匯報搜集了全港16間中學的
中一書單，發現75%學校的中一級書
單總值超過3,000元，較去年相關的統
計增加15個百分點，顯示今年的書價
繼續上升，其中6間學校的總書價更超
過3,500元，而書價最貴的仍是沙田區
英中聖公會曾肇添中學。該校連同字
典、地圖及參考書，總書價高達4,020
元，較去年3,776.5元上升約6%。其次
是黃大仙區英中東華三院黃笏南中
學，買齊全套課本需要3,708元，亦較
去年的3,686元貴約6%。

最貴4,000元最平2,000
至於總書價最便宜的廠商會中學，

中學校長對教育政策信心升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林玨瑩）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與香港專業教
育網昨日公布中學校長對香港教育政
策的意見調查，發現受訪校長對本港
教育政策信心上升，整體評分為54.4，
比去年的49.9上升近4.5分。逾七成中
學校長希望政府能增教育開支。
港大民意研究計劃於今年5月至6月
期間，對105名中學校長進行問卷調
查，調查總結出中學校長對教育政策
實施的信心。去年中學校長對教育政
策的信心指數跌至只有49.9分，今年

的評分數據顯示校長對教育政策的信
心回升，整體評分為54.4分。
另今年問卷新加入關於中學校長對
新屆政府在教育施政期望，近76%中
學校長認為應增加投放教育開支，逾
六成認為應停止或減少殺校。
調查機構還發表了今年香港最佳大
學排行榜調查，香港大學連續14年高
居榜首，在收生成績、研究成功申請
率與撥款額、研究作品成果表現、師
生人數比例及藏書量等準則上，仍壓
倒香港中文大學及香港科技大學。

中一書單總值為2,075元，該校副校長
周修略指出，學校於電腦及生活科技
學校
中一全單書價（元）
兩科均採用自行製作的筆記授課，學
聖公會曾肇添中學
3,969至4,020
生只需支付每科20元影印費；學校亦
東華三院黃笏南中學
3,708
已購入40本音樂課本供學生上課時免
費借用，加上校方今年又與書商合作
五邑司徒浩中學
3,615
出版「整合課本」
，即剔除了不用教授
佛教覺光法師中學
3,609.5
的單元，將有用的單元結集成書，每
伊利沙伯中學
3,598
本只售70元。周修略表示，有關做法
東華三院李潤田紀念中學
3,567
除了可減輕家長經濟負擔外，亦可針
港澳信義會慕德中學
3,477
對學生能力編制教材，減少浪費。
仁濟醫院靚次伯紀念中學 3,361.5
兒子將升讀伊利沙伯中學的何太表
示，有一女兒已完成中學課程，坦言
明愛聖若瑟中學
3,412.5
「以前都未試過買書這麼貴」，並指近
明愛莊月明中學
3,189.5
年書價不停加，今年就要花逾3,000元
聖芳濟各書院
3,166.5
為兒子購買中一課本，她批評政府無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3,046
大力遏抑書價，「只係得個講字」
。她
慕光英文書院
2,544.5
透露有友人從事出版社，故暫時不會
世界龍岡學校劉皇發中學
2,508
替兒子購買英文課本，希望能以優惠
價買書。不過，何太又稱不會用舊
獅子會中學
2,316
書，擔心不熟悉會選錯書，「中一始
廠商會中學
2,075
終都係適應期，有能力都盡量給予孩
＊書價包括參考書
子最好的」
。至於兒子將升讀聖芳濟各
資料來源：各校書單
書院的何太則表示，今年要用超過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勞雅文
3,000元買中一書本，「真的好貴！」
何太指，有親戚向她表示，有舊書可 凍價，加上通脹令成本上升，變相是
書商不計成本減價，導致不少出版社
以轉贈給她，減輕了她的負擔。
經營困難。他指，在營商環境不明朗
分拆問題書商教局拉鋸
的情況下，部分書商均想大致確定家
教科書商早前曾就分拆問題與教育 長買書的數目後才加印，以免印製過
局展開激烈拉鋸，漢榮書局有限公司 量，估計家長會較往年稍遲才可買齊
董事長石漢基表示，今年多數課本均 全套課本。

馬鞍山靈糧小學台灣考察環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勞雅文）馬鞍山靈糧小
學月前舉辦4日3夜「台
灣環保生態交流團」
，該
७̂ٸᙡ 校30多名四年級至五年
級學生獲安排到台灣考察，了解當地
的社會、經濟及文化等，也學習如何
在日常生活中落實環保。
交流團由該校校長陳美娟帶隊，4日
3夜的行程相當豐富，包括到台北古亭
國小進行交流、參觀紅樹林生態展示
館、淡水紅毛城、漁人碼頭、防災科

■黃均瑜
（左）
表示，社會
應允許不同
觀點並存，
指國情手冊
內容均有學
術依據。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劉景熙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熙）國民教育服務中心編制的
《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部分內容近日惹起爭議，有
聲音要求教育局抽起教材，停止向學校派發。中心董事黃均
瑜昨回應指，社會應容許不同觀點同時存在，學生才可作獨
立思考，故即使有人不認同當中內容，也不應要求它「消
失」，強調言論自由是香港的核心價值。他承認製作手冊時
政治敏感度不足，部分內容可能引起誤會，故有優化空間。

倡容許不同觀點共存
黃均瑜表示，中國的發展同時包含好壞對錯，社會在討論
問題時，應容許不同觀點同時存在，才有條件讓學生作獨立
思考。他又指，日前教育局局長吳克儉與國民教育服務中心
代表會面時，當局強調無意抽起教材作政治審查，該中心表
示歡迎。他又稱手冊有很多地方可作改善，例如可加入更多
具爭議的事件，讓學生有更多資料參考。
就外界指手冊內容偏頗，國民教育服務中心總監黃志明指
出，手冊每個部分都有學術根據，而教材主旨在於介紹「中
國奇蹟起飛的原因」，其他正反的內容需要取捨，屬無可避
免。他又批評指，外界不應針對手冊的內容過分炒作，令市
民對國民教育的誤會加深；他認為傳媒有責任積極地推廣國
民教育，提升各界對國家的歸屬感。
與國民教育服務中心合作出版手冊的香港浸會大學當代中
國研究所昨亦發聲明，指中國模式一詞並非來自內地，因為
題目及性質所限，手冊未能包含所有正反內容，但當中亦有
提到6宗內地負面事件，如徵地及毒奶粉等，書中也不只引
述內地學者意見，亦有引述西方學者作品或思想。研究所批
評，有個別政治團體利用選擇性手法批評手冊，認為對學術
無好處。

休版啟示
■馬鞍山靈糧小學學生參觀台灣低碳
環保學園，專心聆聽導賞員講解。
學教育館、野柳地質公園、菁桐礦業
博物館等。

各位讀者：暑假將至，教育版「新聞透視眼」
、「南北
直通車」、「文江學海」，及各通識版面「通識中國」、
「通識文憑試摘星攻略」
、「通識博客」
，將於下周一開始
休版，至9月3日復版，敬希垂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