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立
法會議員爭位「停不了」。就立法會各事務
委員會正、副主席的安排，反對派各個政
黨談了多次仍然「未埋欄」，需要於下周一
再舉行多一次會議才會有「眉目」。據悉，
由於「飯盒會」並未包括「人民力量」及
社民連的成員，估計該兩黨或會與其他反
對派政黨爭奪事務委員會的主席職位，繼
立法會選舉之後再次「鬼打鬼」。

卿姐叫人封口自己「漏口」
反對派昨晨舉行「飯盒會」，宣布決定由

民主黨代主席劉慧卿於今個立法年度擔任
「飯盒會」的召集人，其後的立法年度則由
獨立議員、公民黨及工黨依次序輪流派人
擔任，但被問及參加立法會各事務委員會
的正、副主席選舉問題時，各反對派議員
均封口不言。
劉慧卿昨日在「飯盒會」後稱，他們會

先和建制派商討有關問題，故暫時不能公
開。不過，在上屆立會任財務委員會主席
的她就「偷步宣傳」，指自己已去信全體議
員，游說大家支持她競逐連任。她在信中
稱，財委會是立法會一個重要的委員會，
負責審議行政機關的撥款建議，並稱自己
任財委會主席，一直履行職責，並恪守議
事規則，以公平公正態度主持會議，希望
各議員繼續支持她「為市民把關，監察政
府撥款」。
據了解，「經濟動力」議員梁君彥，自

由黨議員張宇人等均有意角逐財委會主席
一職，有關選舉將於下周三議員宣誓及選
出立法會主席後進行。

料「人力」不服或加入混戰
據有出席會議的反對派議員稱，劉慧卿在會上要求

其他出席者封口，不能透露半句會議內容，又透露公
民黨議員湯家驊及工黨議員何秀蘭均有興趣競逐立法
會內務委員會副主席，至昨日仍未「傾掂數」，故他
們會於下周一再開會討論。他又指，由於「飯盒會」
並沒有包括「人民力量」及社民連的代表，故相信即
使大家在「飯盒會」中達成共識，該兩黨亦可能會無
視「飯盒會」的共識，在部分事務委員會派員參選，
其中最有可能的，是上屆立法會由「人民力量」議員
黃毓民任主席的資訊科技事務委員會。
另外，在下周三舉行的第五屆立法會首次會議上，

議員會選舉新一屆的立法會主席，而據立法會《內務
守則》第1A(e)條的規定，在選舉立法會主席的會議舉
行之前，立法會主席一職的候選人須在一個並非立法
會會議的特別論壇上，陳述其競選綱領和回答議員提
問，而該論壇將於下周一在立法會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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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招怪事 理大高級文憑更難入

網誌述從零認識國家 「我不能 也不會 否認我是中國人」
沈祖堯細訴中國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近月的國民教育科

風波，因「雙非童」、水貨客及文化差異等激起的

香港與內地矛盾，衝擊不少港人心中「中國人」

的感情及價值。以人文關懷而廣受重視的香港中

文大學校長沈祖堯，前日特別於網誌撰文，細訴

自己超過半世紀的「中國心」。

港人與內地血脈相連
曾經，沈校長對國家的認識近乎零，抗拒感強烈；但直至

遊子在外萌生國民身份危機，歷盡港英時代被當「二等公
民」，又從祖國歷史名勝感受到國家憂患，於災後支援體驗同
胞情，為「我們不再是東亞病夫」的豪情壯語流下熱淚，
「中國心」於他越見肯定與清晰。對於兩地爭議中有人叫囂
「我們是香港人，不是中國人」，沈校長感到心往下沉，他指
大家的基因內每種每樣東西都與內地血脈相連，自己絕不能
亦不會否認其「中國人」身份。香港文匯報徵得中大同意，
全文刊登其文章，讓讀者更能體會其濃濃情懷：

《我的中國心》
1959年。

我在香港出生。在一個英國殖民地成長，我在一家擁有150

年歷史。最具殖民地色彩的中學畢業，我校的校徽甚至乎配

有皇冠圖像。中學畢業後，香港大學取錄了我，港大是一家

由英國政府建立的大學，致力培訓學生操一口流利英語，以

備將來投身公務員團隊或與英國商人做生意。當我離開校門

時，我對中國內地的認識近乎零。

1982年。

父親帶我和弟弟一起回到上海探望祖母，這是我第一次回

到中國。父親向我指出那家一度為祖父擁有的飯店，他對我

說上海除了年長了40年之外，跟他在二次大戰離開時根本就

沒有兩樣。及後，我跟表兄弟見面，我感受不到我們同屬一

個家族。我們乘船展開上海至蘇州之旅，原以為此乃探索錦

繡河山，深入了解中國文化的良機，可惜船上的衛生設施，

擠擁不堪的船艙，再加上那些食物，我覺得自己不屬於這個

地方，也不屬於這個國家。

1983年。

我自醫學院畢業，跟數位同學加入一個多國籍的學生小組

往歐洲去。是次旅程，有來自10個國家的學生。在瑞士的時

候，當我們欣賞一場民歌表演之際，表演者建議為每一個國

家獻唱歌曲。他們邀請不同國籍的學生，當聽到代表該國的

歌曲時從座位站立起來，接受觀眾的熱烈掌聲。這一刻我暗

生疑竇，不禁自忖：我該在人家唱出英文歌或中文歌，還是

台灣歌時站起來？我產生了身份危機，感到異常尷尬。

1985年。

我在威爾斯親王醫院當初級醫生。我被派照顧一名腎衰竭

及心包滲漏的病人，在緊急情況下，我替他插喉，透過一個

緊急救護袋，為他泵入氧氣。我也在他的心臟，插入一枝

針，從心包抽出液體。他的血壓開始上升，並且重新呼吸，

但加護病房卻拒絕收症。翌日，我被嘲為「蠻牛」(過於魯

莽)，並被批評在沒有加護病房專家的同意下擅自替病人插

喉。我如夢初醒，深深體會醫院的醫生分三個等級，高高在

上的是一點中文也不會說的外籍醫生、中間是不說地道的中

文(或裝作不懂中文)的中國籍醫生、最下面是那些操流利中文

的中國籍醫生(包括我)。我心裡不禁慨嘆：中國人在自己的領

土上，竟然成了二等公民。

1986年。

我跟數位朋友以遊客身份組團遊覽北京。我們參觀了萬里

長城，明白我們是好漢之後。我們去看盧溝橋，聽到日本人

如何開火，發動中日戰爭。我們見證夏宮(圓明園)的頹垣敗

瓦，想像當時的中國政府如何給八國聯軍包圍。其後導遊告

訴我們，當他還是中學生，在沒有要求得到一分錢回報下，

下課後就幫忙築建人民大會堂。我對自己說：這就是我想成

為的中國人。

1987年。

當北京和倫敦討論如何讓香港順利回歸中國時，過去被認

為是英聯邦一員的香港居民，被賦予一個特別的身份，稱為

英國屬土公民(海外)或簡稱為BNO。此國籍沒賦予港人世界上

任何一個地方的居留權。持BNO的人士，只享有自香港至英國

為期6個月的免簽證待遇。英國公民之門關上了，我有被出賣

的感覺。

1988年。

奧運會在漢城舉行。當我在看乒乓球的總決賽：中國對韓

國，我為中國隊喝彩歡呼，當中國隊勇奪金牌，我差點兒下

淚。2008年北京奧運，中國運動員鄒市明成為了首位在男子

輕蠅量級拳賽中贏得金牌的健兒。在賽後，他圍上中國國旗

並說：「我們不再是東亞病夫了。」我的淚水奪眶而出。我

為自己是中國人感到自豪。

2008年。

汶川大地震奪去了11萬同胞的寶貴生命，190萬個家庭被摧

毀。我帶同逸夫書院的學生，往北川探訪受傷及流離失所的居

民。當我抱 那些被迫截肢的孩子，當我親眼目睹地震後，災

後創傷症候群的受害者，我深深感受到骨肉之親的苦難。

2010年。

我帶父親重返上海，上海已經搖身一變成為國際大都會。

我們重訪當年祖父擁有過的飯店，父親指出他小時候玩耍的

那道樓梯，當他看到飯店已成了歷史文物，他的眼睛泛紅

了。我知道這叫做，「落葉歸根」。

2012年。

我看見香港人跟內地遊客，在上水港鐵站打鬥起來，港人

揮舞殖民香港旗幟，升起一張海報宣稱「中國人滾回中國

去」。他們叫囂：「我們是香港人。我們不是中國人。」我的

心下沉了。

若我們不是中國人，我們又是甚麼人呢？在我們的基因

內，每一樣東西都是與中國血脈相連的—我們的眼睛、我們

的頭髮、我們的生活模式、我們對食物的偏好、對音樂、對

文化的情懷⋯⋯我不能，也不會，否認我是中國人。

沈祖堯網誌：http://www.vco.cuhk.edu.hk/js_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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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香港7所資助院校

昨公布首次文憑試聯招(JUPAS)收生分數線，各校數據

顯示，除小部分課程外，考生基本上需要取得約5科4

級成績，才較有把握獲大學取錄。而令人意外的，則

有理工大學4個高級文憑課程，竟比該校32個學位課

程的分數線還高，出現「高級文憑難入過學位」的怪

現象。升學專家表示，因首屆考試欠往績參考，部分

持邊緣成績學生擔心不獲心儀學位取錄，保守地改選

要求較低的高級文憑，令分數線推高。

門檻多偏高須5科4級
2013年大學聯招已開始接受申請，除科技大學外，

其餘7大資助院校昨都公布今年文憑試收生數據，但

計分方式不盡相同，令人大感混亂。按資料顯示，各

校名牌課程分數線持續高企，如港大法律及醫科等，

最高成績均達「爆燈」的5科5**級；中大環球商業學

的收生中位數，也要4科5**加1科4級成績。不過，兩

校亦有部分課程收生要求較低，港大建築文物保護及

資訊系統都有取錄只得5科4級考生，而中大文化研究

及宗教研究，收生中位數亦為5科4級。

各校整體收生分數線都遠較入學門檻的「3322」

高，大多數也達約5科4級成績，只有少量課程較低，

如教院的體育、音樂教育的收生平均「容許」可有2

科3級，而城大創意媒體學院、理大社會科學廣泛學

科及浸大英國語言文學及英語教學課程，其收生平均

或中位數也約為「44443」，略低於5科4級。

高於32個學位課程收生標準
另外，同時提供資助高級文憑課程的理大，其中

應用物理學、化學科技、土木工程學及國際物流管

理4個高級文憑課程，收生平均介乎16.1至16.8分(0至

6分代表1至5**級)，竟比該校32個學位課程包括精神

健康護理學、建築工程和管理學等還要高，令人意

外。

學友社學生輔導中心總幹事列豪章分析指，出現

「高級文憑難入過學位」情況，相信與該批考生認為

自己成績處於邊緣，未能肯定自己能否有學位，故選

科較為保守有關，「又或者因可供他們選擇的學位課

程不適合自己，寧願改報高級文憑」。至於部分港

大、中大亦有課程錄取成績只得5科4級者，他認為，

這反映了即使是名牌大學亦非高不可攀，但有關成績

始終沒保障，入讀有較大難度。

■沈祖堯帶領學生探訪川震災民。 沈祖堯網誌圖片

■理大4個高級文憑課程，竟比該校32個學位課程的

分數線還高。圖為理大校園。 資料圖片

■鄒市明奪金後一句「我們不再是東亞

病夫了」，讓沈祖堯淚水奪眶而出。

沈祖堯網誌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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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熙）《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雜誌昨公布2012年世界MBA(工商管理碩士)
排行榜，香港大學、科技大學及中文大學共3所港校
商學院連續5年打入全球百強，表現突出。港大連續3
年成為亞洲第一，排全球第四十一；科大MBA與去年
同樣排第六十二，但去年亞洲第二的位置已被印度管

理學院取代；中大則排第九十四。
《經濟學人》今年的MBA排名，美國院校橫掃首一

至八名。去年排第二的芝加哥大學Booth商學院今年
重登王座，而去年排第一的達特茅斯Tuck商學院則跌
至第三，弗吉尼亞大學Darden商學院則排第二。
雖然續居亞洲第一，但港大總排名比去年的第三十

六下跌5位。不過，該校與科大MBA仍於個別分項表
現出色，其中港大在「就業支援服務」排行全球第
三，比去年跳升6位；科大「教育經驗」上屆已是全
球第三，今年再上一級高踞全球第二。

科大教育經驗膺全球第二
港大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院長張介對該校MBA成為

亞洲3連冠感高興，指學院會繼續提供卓越商業教育，
致力擴闊學生的國際視野及交際網絡及提升軟技巧。

港大MBA蟬聯亞洲第一

首屆文憑試入大門檻
院校 收生較高科目 成績分數 收生較低科目 成績分數 計分方法
香港大學 法學、內外全科醫學、 最高35（即5科5**級） 建築文物保護、資訊系統 最低20（即5科4級） 只列最高及最低分（最佳5科總分）

政治學與法學、
國際商業及環球管理

教育學院 中學英文、小學常識、 20（即5科4級） 體育教育、音樂教育、 18（即3科4級+2科3級） 收生平均（最佳5科總分）

通識教育、視覺藝術、 視覺藝術教育、 中學資訊及通訊科技、
心理學 幼兒教育、音樂

理工大學＃ 物理治療學 21.7（即約2科5*+3科5級） 社會科學廣泛學科 14.3（即約4科4級+1科3級） 收生平均（4必修科及最佳選修科總分）

浸會大學 傳理學 22.94（即約3科5級+2科4級） 英國語言文學及英語教學 19.41（即約4科4級+1科3級） 收生平均（4必修科及最佳選修科總分）

嶺南大學 社會科學 平均每科4.16級 工商管理 平均每科4.05級 收生平均（4必修科及最佳選修科）

中文大學 環球商業學 5**5**5**45** 文化研究、宗教研究 44444 收生中位數（4必修科及最佳選修科）

城市大學 法律學院 455*45*5 創意媒體學院 344442 收生中位數（4必修科及1至2個選修科）

＃︰理大以0-6分代表1-5**級 資料來源︰上述院校（科大未有提供資料）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歐陽文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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