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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港大學昨日舉行首屆
「桂冠學人」嘉譽禮，由校長徐立之向譽滿國際的國學
大師饒宗頤，頒授該校成立逾百年來最崇高的「桂冠學
人」學術榮銜。

許嘉璐：饒老道德仁藝四者俱
獲邀主禮的中國文化院院長許嘉璐，讚揚饒宗頤對中

華文化的偉大貢獻，又指他治學的一生，形象地展示了
中華文化的生命力和5,000年文明的逐代積累與提升，
形容饒老「道、德、仁、藝四者俱，非桂冠之榮無以表
之。」
港大於去年成立「桂冠學人」席，為該校最崇高的學

術榮銜，授予具顯赫學術成就並有淵源的世界傑出學
者，以認同並嘉許其非凡學養，昨並將首個榮銜授予國
學大師饒宗頤。饒老與港大淵源深厚，早在1952年起
於大學任教，淵源超過一甲子；後饒老更將其個人數十
年積累的藏書贈送港大，包括極珍貴的古籍善本和書畫
作品，港大饒宗頤學術館為此於2003年成立。

讚學問廣精 體現「圓融無礙」
港大教育學院講座教授程介明昨於典禮宣讀讚詞，讚

揚饒宗頤教授學問廣博精深，其學術貢獻已超越任何榮
銜嘉譽所能代表，又指饒老對學問追求鍥而不捨，貫通
了學術專業與門派之藩籬，成就了橫跨古今中外之大學

問，而其誠懇、真摯、慷慨的高尚個人修為，從不涉及
學術紛爭，體現了「圓融無礙」，為香港大學校訓「明
德格物」賦予跨越時代的深刻意義。主禮嘉賓許嘉璐亦
指，饒老多方面的建樹，啟發往後無數的中華學人。
港大饒宗頤學術館長李焯芬代表饒宗頤在典禮上致謝

辭，對獲頒「桂冠學人」感榮幸。他又指在過去60多
年中，港大對其學問追求影響極深，早在上世紀50年
代初自己於港大中文系任教時，受惠於大學國際化的背
景，他遂能接觸位於英國、法國、德國及日本的敦煌文
獻原本，因而成就後來關於敦煌學的研究文章及書本；
至10多年前港大饒宗頤學術館的成立，也對推展中華
文化藝術及相關研究起重要作用。

饒宗頤膺港大首位「桂冠學人」

■許嘉璐（前左二）、董建華伉儷（前右一及二）、
特首夫人梁唐青儀（前左一）參與港大向饒宗頤頒授
「桂冠學人」典禮。 港大供圖

註冊平靜 揭北區幼園假搶位
統一登記不足一半 校方頻聯絡候補生

上水惠州幼稚園（分校）昨午開始接受註冊，整日約
有70名家長到校繳交留位費，最多同時約有20人

排隊，秩序良好。其中一名監護人李女士表示，希望孫
女入讀該校的上午班，最後獲派下午班學位，家人曾掙
扎是否入讀另一所獲取錄的學校，故此在12月時重複登
記兩所學校，一人覇佔2個學位。

學位競爭激 婦放下心頭石
她透露，後來以自己是殘疾人士為由，跟「區議員打

招呼」後，便成功轉讀該校上午班，亦最終放棄了另一
所學校，釋出一個學位。她認為，學位競爭激烈，「之
前有點亂，排隊排到飯都不能吃，又暈又無法睡好。如
果沒有學位，也不知如何是好」。現在則可放下心頭大
石。

雙非童報5校 獲兩家取錄
雙非家長黃先生為長女報讀了5所學校，結果獲兩校
取錄。家住福田的他自稱無業，但在內地每月收取60單
位至70個單位約10幾萬元的租金過生活，他指香港樓價
貴，會視乎情況在港置業。
面對學位競爭，黃先生說，「不知以前是否混亂，不
能比較」，不過，「生女，就要為她做點東西」，但擔
心女兒英文和粵語欠佳，所以2歲半起在內地報讀「BB
下午班」學習，希望有所進步。
同場的的單非家長梁小姐的幼子成功入讀該校。為準
備升讀港幼稚園，梁小姐吩咐就讀小學的長子指導幼子

學習廣東話，現打算安排幼子學習英文、畫畫及街舞，
連同長子的教育開支，月花6,000元至7,000元。
上水培幼幼稚園昨早開放給家長註冊，校監蔡雯兒表

示，學校有189個學額，上月統一登記日結束後，只有
不足100人登記，比率低於5成。雖然前後通知了5批學
生補上，至今仍有約20個空缺，相信家長有其他選擇所
致。現時每天有數個至10個電郵和來電查詢學位，不擔
心學位無人填補。

憂長途跋涉 東莞家擬南遷
家長鍾先生昨日到培幼註冊時表示，一度擔心無學

位，在報讀5所幼稚園中，獲兩所學校取錄。鍾先生是
雙非家長，對於有本地家長認為內地家長「搶」學位，
他認為，「不存在搶，因為女兒是在港出生，有平等的
入學權利」。新學年即將來港上學，他憂慮女兒長途跋
涉，已計劃由東筦搬到深圳，方便女兒上學。

僅偏僻校取錄 深母仍開心
居於深圳福田的雙非家長譚太早前為兒子報讀8所北

區學校，她昨到校註冊時表示，排隊報名並不容易，雖
然最後只獲一所地處偏僻的學校取錄，仍感到開心。她
指，兒子不懂廣東話，擔心他不適應在港學校生活，
「也不知怎麼辦」。

教局：家長可直接查位
教育局發言人表示，「統一註冊日期」結束後，家長

如仍未為其子女找到學位，可直接向幼稚園查詢是否仍
有空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北區和大埔

區幼稚園一連4天的統一註冊日昨日正式展

開，獲得學位的家長陸續到已登記的學校辦理

註冊手續，秩序良好。有北區幼稚園校監指，

申請雖然熱烈，但其中頗多「水分」，故早前

的統一登記日僅有不足一半人完成登記，結果

要不斷聯絡候補生填補學位，現時仍有空缺。

教育局重申，未有學位的家長稍後可向幼稚園

查詢學位空缺情況。

西九入境處下周遷尖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入境處西九

龍辦事處及九龍出生登記處，將同時於本月
13日遷往九龍尖沙咀金巴利街28號，現時位
於油麻地停車場大廈的辦事處亦會於同日起
關閉。
入境處發言人表示，西九龍辦事處主要提

供個人旅行證件簽發，及延長在港逗留期限
等，而九龍出生登記處則主要提供出生登記
服務，但鑑於市民對旅遊證件的申請需求殷
切，遷址後新辦事處處理申請的配額，將以
往由305個增至400個，星期六的配額由175
個增至230個；而平日領取旅遊證件的配
額，亦由460個增至500個，星期六則由265
個增至300個。發言人又稱，除增加配額
外，自助服務站亦由2台增至4台，新辦事處
亦設有獨立育嬰間及無障礙設施，以提供更
優質服務。

太古可樂加薪4.4% 花紅1.7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太古可口可

樂有限公司昨日宣布，全體員工今年平均獲
加薪4.4%，並享有相當於平均1.7個月薪金
的花紅獎金。可口可樂昨日發聲明指出，加
薪幅度及發放酌情獎金是根據太古可樂的既
定薪酬檢討程序釐訂，當中考慮了業績、市
場環境、生活成本及員工表現等多項因素。
可口可樂總經理衛能智表示，去年香港的

飲料市場競爭非常激烈，公司將於今年繼續
與所有員工共同努力，為客戶及消費者提供
高品質的產品及服務。

1糖蓮子樣本防腐劑超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文鈴）農曆新年

將至，不少市民都開始購買賀年食品和購買
盆菜與家人享用。食物安全中心昨日公布，
抽查市面賀年食品食用安全的調查，結果顯
示675個樣本中，有一個糖蓮子樣本防腐劑
超標，整體合格率為99.9%。中心已就不合
格的樣本作出跟進行動，要求有關商戶停售
有問題食品，並向有關商戶發出警告信。
中心發言人說，過去兩個月從本地超級市

場、雜貨店、街市檔及食肆抽取了糕點如蘿
蔔糕和年糕、油器如煎堆和油角、中式糖
果、湯圓、瓜子、齋菜、盆菜、海味及臘味
等樣本，進行微生物和化學檢測。檢測結果
顯示，檢測結果不合格的糖蓮子樣本被檢出
防腐劑二氧化硫含量為百萬分之580，超出
法定上限百萬分之500。

賓館申請 政府允交法團「查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兆東）民政事務
總署牌照事務處批核賓館牌照申請時，未
有考慮大廈公契內容，昨日在立法會會議
內被多名議員批評。有議員指，牌照處不
按公契內容行事並不合理，現時公契及牌
照均由政府批准亦存在矛盾，質疑當局將
責任卸向大廈法團。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
長楊立門表示，當局對修例持開放態度，
惟認為目前難以做到，日後接獲申請時會
主動通知法團、居民及物業管理公司，以
便研究申請是否違反公契。

葉國謙郭偉強促關注大廈公契
楊立門昨日出席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
表示，目前牌照處所簽發的牌照，並不會
免除任何由政府所批出的地契、租約或牌
照內所載的任何條件，亦不會改變旅館所
在樓宇的大廈公契，或其他私人契約的條

文，即發牌時不會考慮大廈公契內容。
但經過早前的北角五洲大廈火警後，會

上多名議員批評當局做法不妥。其中民建
聯葉國謙指出，牌照處不按公契內容，胡
亂在住宅大廈批准賓館牌照絕不合理。
工聯會郭偉強亦指，現時公契及牌照都

由政府批准，但政府卻不理會公契內容，
制度上存在矛盾。他又質疑，當局將監管
責任交由大廈法團處理，等同將「鑊」卸
向法團，批評政府不負責任。有議員認
為，即使政府不是大廈公契的契約方，但
都不應隔岸觀火，否則有關賓館隨時變為
「計時炸彈」。

楊立門：新安排主動通知法團居民
楊立門回應表示，對於外間要求政府在

審批賓館牌照時，一併考慮大廈公契內
容，當局會持開放態度，但目前仍難以做

到。他解釋，因為大廈公契是私人契約，
政府非公契契約方，無權力或責任詮釋公
契內容，加上有些大廈公契較舊，未有講
明大廈內有旅館問題。但他亦表示，政府
即將會有新安排，日後當接獲賓館申請新
牌或續期時，牌照處會主動通知法團、居
民及物業管理公司，以便有關方面有足夠
時間研究申請會否違反公契條文，及考慮
是否要引用公契權力採取適當行動。
楊立門強調，即使當局向住戶發出賓館

牌照，亦不代表能豁免遵守公契內容，因
牌照處將採取多管齊下的策略執法，其中
在2009年至2013年期間，牌照處巡查懷疑
無牌旅館的次數，由2,430宗增逾3倍至
9,889宗；而檢控數目亦由同期39宗，大幅
增逾3倍至171宗。民政事務總署副署長陳
積志亦指，當局已將部分違規情況交予其
他部門跟進。

■葉國謙指，牌照處不按公契內容，在
住宅大廈批准賓館牌照不合理。

梁祖彝 攝

前臻美校監梁淑貞褫奪勳章
香港文匯報訊 政府憲報公布，將前基督教臻美黃乾亨小

學暨初中學校校監梁淑貞，在特區授勳及嘉獎名單中剔
除，即日生效。梁淑貞在2008年獲頒授榮譽勳章。她被指
在2007年向一名學生家長借貸20萬元，訛稱款項會用於贖
回合併新校的債券，早前被裁定欺詐罪成，判監15個月。

呃家長20萬囚15月
禮賓處發言人說，今次是特區授勳及嘉獎制度，1997年

推行以來，第四人從授勳名單除名。根據現有機制，若獲
授勳或嘉獎人士的行為，會對繼續擁有勳銜或獎狀構成疑
問，如被定罪而入獄一年或以上，不論是否獲得緩刑，或
作出有損授勳或嘉獎制度名聲的行為，當局會考慮是否須
褫奪勳銜或獎狀。

茂波撞的交刑檢專員楊家雄處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發展局局長陳茂波，去年8
月4日，駕駛七人車與一部的士相撞。律政司發言人昨日
表示，關於該宗涉及陳茂波的交通意外，律政司司長為免
可能產生任何偏頗和不當影響的印象，在信納刑事檢控專
員楊家雄資深大律師與涉案人士沒有關連後，已授權刑事
檢控專員處理該案件，包括在日後若有需要時考慮及決定
應否作出檢控。
在考慮所有相關情況後，律政司司長認為基於公眾利

益，應該向社會盡早表明律政司將會如何處理相關事
宜。律政司司長作為律政司的首長，會確保這事件將會
根據妥當及適當的程序處理，並嚴格遵照法律及檢控政
策行事。

北區招聘博覽 培訓主婦自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維寶）勞工處

昨天於粉嶺和興體育館舉辦北區招聘及培
訓博覽，57間機構提供來自零售、飲食及
物業管理等約4,400個職位空缺。除了招
聘活動，現場亦有8間機構提供不同的培
訓課程，其中有提供護理及陪月等課程的
機構表示，很多女性長期都是全職家庭主
婦，在沒有技能下只能做較基層的工作，
而再培訓課程可令他們有一門手藝，幫助
她們獨立自主。

65機構供4,400職位
勞工處及北區區議會昨天在粉嶺和興體

育館合辦「北區招聘及培訓博覽2014」，
共有65間機構參加，其中57間主要來自
零售、飲食及物業管理等行業的機構會有
即場招聘，共提供約4,400個職位空缺，
包括銷售主任、顧客服務員、保安員及倉務員等，約
73%為全職空缺，大部分月薪介乎7,000元至13,000
元，逾96%的職位空缺學歷要求為中六或以下，約
73%職位空缺無需相關工作經驗，招聘會全日共吸引
1,910人次到場參加。
會場內亦有8間培訓及社會服務機構，為到場人士介

紹培訓課程及提供就業輔導服務，博覽會於下午亦設有
求職技巧專題講座及建造業工藝示範等講座。香港婦女
中心協會向市民提供陪月員、大妗員及護理等證書課
程，協會工作人員指，課程能夠讓婦女學會一門手藝，
幫助她們獨立自主，減輕生活壓力。工作人員又表示，

希望政府可以提供更多托兒服務，讓更多婦女有時間重
投勞動市場。

家助盼放寬交津申請
婦女綠色生活職工合作社以時薪60元招聘家務助

理，工作人員林小姐坦言，工資並不算高，不過有提供
交通津貼，希望可以減輕僱員交通費壓力。林小姐又表
示，政府現時的交通津貼要求僱員必須有固定地點工作
才可申請，但家務助理需要前往不同地區工作，無法申
請交通津貼，她希望政府能夠放寬有關規定，靈活處
理，讓機構有更多空間提升員工的工資。

■招聘會提供約4,400個職位空缺，全日共吸引1,910人次到場參
加。 王維寶 攝

■上水某幼園整日約有70名家長到校繳交留位費。 梁祖彝 攝
■校監（右）指，只有不足100人來
登記，比率低於五成。 梁祖彝 攝

■北區和大
埔區幼稚園
一連4天的
統一註冊日
正式展開。
梁祖彝 攝

■梁小姐擬安排幼子
學英文。 梁祖彝 攝

■黃先生為女報讀5
幼園。 梁祖彝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