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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爭研究費 壓力推動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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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三零用捐孤兒 傑出貧生獲嘉許

郭位盼半數學生海外交流 課程添「探索」元素
城大打造「國際生」
「3+1」改教育思路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龐嘉儀) 香
港中文大學創校50周年，校方昨舉
行校慶啟動典禮及首個慶祝活動

「健步行」啟步禮，中大校董會主
席鄭海泉、校長沈祖堯及3,000名
師生、校友均有出席，場面盛大。
沈祖堯表示，校方希望透過「I．
CARE博群計劃」推動學生服務社
會，計劃累計已籌得逾5,000萬
元，目標是1億元，款項將為學生
做研究及到非牟利團體實習提供經
費。

昨日的「健步行」分為20多個隊
伍起步，名參與者由崇基學院嶺南
體育館起步，環繞大學一周，校方
預計活動可籌得200萬港元，並將
之撥入博群計劃基金。沈祖堯稱，
中大金禧校慶以「傳承．開創」為
主題，強調中大會繼續展現人文關
懷，除開拓新學術科研領域外，還
會承擔世界公民的責任，致力服務
社群。他呼籲中大師生每人捐獻50
小時參與社會義務工作，共建關愛
社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龐嘉儀）

研究發現，本港男、女小學生每日
平均在學校進行中度至強度體力活
動時數，分別為39.9分鐘及29.5分
鐘。他們升中後，運動時數分別劇
減34%和43%，數字遠低於世衛訂
立的每天運動1小時的健康標準。

研究由中文大學教育學院體育運
動科學系統籌、可口可樂基金會贊
助，為「可口可樂基金會越跳越

『繩』星級獎勵計劃2011-2012」一
部分。來自20所本地中小學校逾
1,200名學生，介乎9歲至16歲，各
人被劃分為研究及比較兩組，屬研
究組別的學生，需參與為期4周的
跳繩體育課，並接受運動計量器評
估運動量；比較組別的學生則可自
由參與。結果顯示，雖有13間學校
在計劃推行後，運動量輕微提升，
但學童整體運動量仍少於40分鐘，
與世衛標準相去甚遠；另無論男女
生，自小學升上中學後，運動時數
亦明顯縮短。

中大教育學院體育運動科學系系
主任夏秀禎建議，教師可引入富趣
味性的體育活動，如花式跳繩等吸
引學生參與，同時學校應於小息、
午膳及放學等時間開放體育設施，
讓學生進行體育活動，推動體育文
化，促進學生 常運動，以改善身
心健康。

中大校慶「健步行」料籌200萬

學童升中後運動時數劇減

全新大學四年制的一個學期終於過去，談起改制對城大的
實際影響，郭位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該校4

年制課程的推行順利，他亦從來不擔心有關改革，「香港的
機制很謹慎，3改4對香港來講，只是a piece of cake（小事一
椿）」。

在他眼中，大學學制改革不只是額外加了1年，而是要重新
思考要培養學生具備甚麼素質，再制訂課程內容，其中一
樣，就是要加入國際化的元素。郭位表示︰「我們希望讓一
半的同學可以出去交換一個學期，有出去的學生會成熟很
多、視野更廣。」

繼承港傳統 全球吸新血

此外，該校亦打算在世界各地找人才，招收更多非本地
生，繼承香港常常有新血注入，並推動社會的傳統。郭位
指，香港的本地人很少，很多人都是父母或祖父母那一代才
來到香港，「我其實非常驚訝，原來香港一直都有那麼多

『新血』加入，但這也是讓這個城市發展的一個很重要原
因」。

冀籌5,000萬 助學生交流

今年，除了內地生，該校還錄取了百多位來自韓國、印
度、馬來西亞、毛里求斯和愛沙尼亞等21個國家及地區的非
本地同學生，該校計劃未來再 力招收各地人才，進一步吸
收推動社會的「新血」。為配合這個4年制計劃，郭位希望籌
得5,000萬元資助學生交流，並向教資會爭取地方建立宿舍，
以吸納非本地生。

國際化以外，城大另一個課程設置的要點，就是加入探索
元素，郭位指︰「我們要求學生在每門學科都要做研究，又
或者做訪問，去思考自己所學習的東西。」這類型研習，一
方面是要學生在小組形式中學懂合作，另一方面則是要訓練
學生的溝通技巧，於最後做20分鐘的口頭報告，總結自己的
發現，加強學習與思考互相結合的效益。

大一跨學科 師生皆「變招」

除了學生，教師也要面對改變。郭位表示，該校在大一加
入跨學科的課程，要求2位不同學科的專家老師一起開課，

「在跨學科裡會有更強的探索成分，大家的思考才不會被局
限」。另外，校方要求教師更新自己的知識，以免學生捧 舊
知識畢業，在現實中難展所長。他認為這方面的衡量標準簡
單直接，就是看學生能否找到好工作，以了解學生是否能在
接受大學教育後融入社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歐陽文倩）本地

大學教育由3年制改為4年制，對香港城市大學校長

郭位而言，這不單純是學制「3+1」的變動，而是整

個教育計劃的思路改變，目標是要為學生打造國際

化且追得上社會步伐的大學生活。他在接受本報訪

問時表示，除了要做到一半學生可以到外國院校交

流、培養更多國際人才外，城大還要求在課程內加

入「探索」的元素，讓學生在接收教授的講課之

餘，可以透過主動研習去開發知識，並讓他們在跨

學科課程中接觸更廣闊的世界。

大學校長系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任

智鵬）城大其中一個引起社會關注的決
定，就是計劃開設香港首個動物醫學
院。雖然教資會2年前曾表態，指不支
持城大以公帑成立獸醫學院，更認為其
可行性及成本效益存疑。不過，城大再
接再厲，去年底向教資會提交已修訂的
動物醫學院計劃。校長郭位表示，修訂
報告厚了不少，主力回應教資會曾提出
的疑問，希望最終獲教資會支持，並爭
取於明年招生。

對於城大開設動物醫學院，坊間一直
有不少批評聲音，其中一項質疑就是課
程學費太昂貴。郭位澄清指︰「這個從
來都不是正確的，動物醫學院（學費）
並沒有比醫學院貴，只是同價而已。」

倘成功 為港帶來「快樂金錢」

他表示，決定開設這學院，前後作出
詳細考慮，認為這確實是香港所需學
科，「動物醫學院新聞一出，就成了雅
虎當日十大新聞之一，證明香港人很關
注獸醫學。香港獸醫亦不足以應付需
求。如果動物醫學院可以成功，也將會
為香港帶來很多金錢，而且這是快樂的
金錢」。

再把話題昇華一個層次，郭位認為，
人和動物地位越平等，越能反映社會和
諧，「如果大家都只抱 金錢而放棄動
物，這個社會就沒救了。我們應追求人
與天地融合，不應只想到金錢」。

爭取今年公布課程 明年招生

他表示，第二次向教資會作出嘗試，
報告厚了不少，而且有用心回應教資會
問題，希望最終可獲支持，「不過，我
們會爭取今年公布課程內容，明年招
生。6年課程中，前2年做基礎教育，就
算不獲教資會支持，也要先以捐款去
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任智鵬）雖然常
說香港有8大院校，但不少學生心中另有「3大名單」
─港大、中大、科大。去年城大與3大一同登上

「QS世界大學排名榜2012」首百位內，總算在地位上
邁出一大步。談到院校之間的競爭，城大校長郭位坦
言，現今大學要競逐研究經費，彼此競爭自然較以往
激烈。不過，他同時指，雖然機制有可調整的地方，
但整體而言，這樣的競爭算是公平，所帶來的壓力亦
可推動院校進步。

教資會今年開始，把原本按學生人數分配予8大的
研究經費，抽起部分讓院校競逐，以研究項目優劣作
出分配。郭位認為，這個機制無疑令院校間有更大競

爭，亦會為院校帶來壓力，「雖然這樣說，但壓力和
壓迫是不一樣的，壓力是應該的，它可以推動我們進
步，而且這個競爭方式算是公平的」。

機制可微調 資助人文科

不過，郭位同時認為競逐機制可作出微調，「這
其實對一些人文學科比較強的學校較不利，我覺得
教資會應劃一部分錢給人文學科作自己的競爭，以
建立健康的學術環境。不然大家都只會做科研，浪
費了一些原本發展很好的學科」。郭位指，教資會樂
於聽取意見，而且取態亦頗開放，相信當中有商量
空間。

文 字 在 傳 播 過 程
中，由於撰寫人之識
見、書寫習慣等，往
往會有正字與俗字之
別，導致一字多形，

容易令人混淆。現代漢語主張規範文體，強
調要寫「正字」，除寫錯別字外，亦應盡量避
免寫「異體字」。

異體字，指讀音、意義相同而字形相異的
漢字，亦稱為又體、或體，在《說文解字》
中，亦稱之為重文。異體字之正寫或俗寫，
主要取決於地方的語言規範政策，例如「匯」
與「 」、「」與「群」、「線」與「 」
等常見的異體字例，形體稍異，讀音、字義
則同，到底當以何者為正？

在香港，字形的規範依據主要參考香港教
育署語文教育學院中文系（今分為香港教育
局及香港教育學院）出版的《常用字字形表》

（1986年初版，1993年、2000年、2003年、
2007年均有修訂）。根據字形表所錄，

「匯」、「」、「線」均為正字，換言之，

「 」、「群」、「 」屬異體字。

正字構形較接近造字本意

所謂正字，多指官方規範的正式文體；俗
字則是大眾為書寫方便，將文字筆劃減省或
變化後之通用文體。一般而言，正字的構形
當較為接近造字之本意。不過，不同地方各
有自己規範文字的原則，有時候己方之正
字，反為彼方之俗字，不可一概而論。例如

「 」、「果」二字，唐代為科舉而編製的
《干祿字書》清楚說明：「 、果⋯⋯上俗下
正。」傳統中文以「 」為「果」的俗字，
但在日本漢字中，「 」卻被收錄在日本

《常用漢字表》中，解釋為「糖果」、「零食」
義。

華語溝通存異體字分歧

即使在同樣以華語溝通的地方，依然存在
異體字的分歧。例如「恆」、「 」二字，右
旁或「亙」或「 」，《常用字字形表》與

「台灣教育部」公布的《異體字表》均以「恆」

為正字；大陸教育部與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
於1955年公布的《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則
將「 」列為規範字形。

《說文》解釋「恆」字曰：「常也。
心 舟，在二之閒上下。心以舟施，恆
也。 ，古文恆從月。《詩》曰：『如月之
恆。』」「恆」右旁的「亙」，小篆以為從「舟」
形，不確；根據甲骨文與金文，「亙」古文
當從二從月，「二」指事天與地，字形象月亮
在天地間昇起。《詩經．小雅．天保》有「如
月之恆，如日之升」句，祝賀別人像月亮、太
陽般，每天周而復始地昇起。「亙」即「恆常」
的「恆」的本字。

至於「 」，《說文》並無收錄，《字彙》
則訂為「恆」的俗字。「 」右旁的「 」，
古代與「回」字相通，字形象漩渦，表示環
繞、回轉的意思。根據文字構形與字書所載
解釋，相對「 」字，「恆」似乎更能突顯
出「恆常」的字義。

■謝向榮

香港能仁書院中文系講師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正字異體 各地有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

香港傑出學生選舉昨日舉行頒獎
禮，11位學生獲嘉許，包括出身清
貧的中五生關玉鋒。她每月零用錢
只有40元，仍願付出30元與同學合
力助養緬甸孤兒，只因「施比受更
有福」。至於中六生黃浩銘，出生
於帶有遺傳性心臟病的家族，故他
年紀輕輕已立志從事醫藥研究，希
望把廉價的治病方法發揚光大，讓
發展中國家窮人可遠離疾病。

青苗基金聯同傑出青年協會合辦
第二十八屆「香港傑出學生選
舉」，昨日舉行頒獎禮，吸引來自
全港167間中學共767位同學參選。
參選者通過筆試、2日1夜評核活動
及面試後，最後由評審委員會選出
11位香港傑出學生。

母任清潔工 艱辛養全家

就讀中華基督教會銘基書院的中
五生關玉鋒，是其中一名傑出學

生。她任職清潔工的母親養活一家
四口，月入只有約7,000元。不
過，她從來沒有埋怨，為了不增加
家庭負擔，不願花錢上補習班，憑
自身努力，在校內成績名列前茅。

關玉鋒本身並不富足，卻樂於助
人。她加入紅十字會和參與饑饉活
動過程中，體會到「施比受更有福」
的道理。雖然每月零用錢只有40
元，她毫不吝嗇付出30元，與同學
合力助養活得比她更苦的孤兒。她
更有一個心願，「地球這樣大，香
港這樣細，我想衝出香港」。她希
望日後有機會到緬甸探望她有份助
養的小女孩。

家患遺傳病 立志救世人

另一名得獎人，是來自拔萃男書
院的中六生黃浩銘。黃浩銘家族部
分成員患有遺傳性心臟病，爸爸因
病曾在運動時昏倒。而一直照顧浩
銘的祖父，就在他就讀小學時，因

心臟病發捨他而去。
「爺爺當年是偷渡來港的，有很

多辛苦的經歷。他經常講故事教
我，甚麼叫正義和堅強。」黃浩銘
憶述指，當時他很想治好疼愛他的
祖父。後來沙士襲港，他在新聞報
道中，了解到醫護人員為了病人甘
願犧牲性命也在所不惜，開始萌生
當醫生的念頭。

隨 他逐漸成長，本身也有機會
變成心臟病病人的黃浩銘，想成為
醫生的理想漸漸出現變化。他留意

到全球有一半愛滋病患者都在非
洲，但發達國家以高價出售治療配
方予發展中國家，「我想研究治療
傳染病的方法，這樣比做當醫生幫
到更多人」。

昨日擔任主禮嘉賓的中文大學
校長沈祖堯，勉勵一眾有夢想的
年輕人，想要創造一番事業，一
定要靠努力，並無捷徑。他將邀
請一眾傑生和評審委員會成員到
中大享用一頓晚飯，期望學生透
過交流獲益。

■年約80

歲的姑母

( 右 ) 到 場

支持關玉

鋒。

馮晉研 攝

■黃浩銘(中)希望成為醫生，研究

治療傳染病方法。 馮晉研 攝

■在郭位帶領下，城大去

年首次和3大同登「QS世

界大學排名榜2012」首百

位內。 劉國權 攝

■「健步行」活動預料為博群計劃籌得逾200萬元。 中大供圖

■夏秀禎致送紀念品及頒發感謝狀

予參與計劃的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

學院石圍角小學及中華基督教會蒙

民偉書院代表。 中大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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