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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局檢討企會財
屢提「發展新科目」

將軍澳香島中學慶1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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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頒發卓越核心課程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高鈺）香港科技大學昨
舉行第二屆卓越核心課程獎頒獎典禮，由校長
陳繁昌等主持，表揚優秀的核心課程。今年的
得獎課程是「從社會及商業角度剖析科技與創
新」，由資訊、商業統計及營運學系助理教授
金容碩、兼任副教授齊懿聲、客座教授洪世準
及胡廷謙任教。課程透過各項課堂活動，如個
案分析、模擬練習等，配合討論和經驗分享，
助學生理解「創新」這個抽象的概念，並應用
於生活中。

陳繁昌祝賀得獎教師
陳繁昌表示，活動為表揚積極發展核心課程

的優秀教師，並祝賀各得獎者。科大設有約
280個核心課程，涵蓋社會分析、科學與科
技、人文科學、計量推理、英語傳意、中文傳
意、藝術及健康生活等範疇。四年制本科生必
須修讀120至126個學分，當中36個學分為核
心課程。

7人獲中大頒授榮譽院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港中文大學

將於本月12日（星期一）在校園舉行第十三屆
榮譽院士頒授典禮，頒贈榮譽院士銜予以7位
與中大淵源深厚的傑出人士，以表揚他們對大
學及社會的卓越貢獻，名單包括前任中大財務
長陳鎮榮，工業家朱恩餘，企業家顧鐵華、林
榮德、梁鳳儀，香港中文大學前圖書館館長王
冀，及投資銀行家黃桂林。

港大圖書館梯間現「黃金」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高鈺）近
日有網友在社交網
站facebook上載了
一張疑似糞便相，
並留言指是於香港
大學圖書館內的梯
級發現，由於只有
「港大人」才可進
入圖書館，且廁所
就在肇事現場「十
步之內」，事件即
時惹起網民熱烈論討。港大發言人回應時，證
實事件於前日(5月7日)發生，港大圖書館已即
時派人清理及消毒，並期望使用圖書館的人
士，能尊重自己，顧及別人。

十步內有廁所 網友譁然
據了解，糞便出現在港大主大樓圖書館3樓

上4樓的梯間轉角位，上址雖非必經之路，但
亦不時有學生經過，有人嗅到陣陣惡臭，才揭
發有缺乏公德心人的人「留金」後不顧而去。
其間有人拍下現場情況，將放上facebook，又
指糞便出現的位置，「廁所就在十步之內」。
圖片令不少網友譁然，不少人都指事件噁

心。有學生指，事發現場無裝設閉路電視，不
能確定誰人「犯案」，但由於只有學生及教員
能進入圖書館，故推測有關惡行是「港大人」
所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教育局及考評局早前向全港中學發放

問卷，就新高中的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科中期檢討方案了解前線教

師的意見。當局昨舉行教師簡介會交代有關進展，據了解，多達一半

受訪學校贊成以新科目取替現行的企會財科。有出席教師引述教育局

代表在會上多次提到「發展新科目」，但避談是否要「拆科」，也未

有解釋會否保留現有的企會財科。據悉，當局其中一個方案是推出

「會計」和「商業」兩科，預計新課程將於2016年完成，但有前線教

師質疑太慢。

在美國，差不多每所學校都設有
兄弟會（Fraternity） 和姊妹會
（Sorority）。兄弟會和姊妹會是
學生自行運營的非官方團體，通常
有幾十名至百多名會員，入會要交
會費。會員除可入住兄弟會在校園

的大房子外，亦可在大房子內的定期活動有主人家般的
專屬地位。
兄弟會的文化在美國根深蒂固，其生活片段常被荷里
活編劇放上大屏幕──譬如American Pie《美國處男》
等，並被描述為夜夜笙歌、男女關係混亂的場所。不
過，以筆者在美國留學的經驗來說，並不完全正確。

男女混合會特別喜愛下廚
筆者母校達特茅斯學院，是常春藤聯盟中兄弟會風氣

較盛行的一所。據統計，約四成至五成學生參與其中。
校內的兄弟會和姊妹會逾十家，集中在校園的Frat Row
大道上。每個會都有各自的定位、品牌，其中一個會是
男女混合的，稱為Phi Tau，會員特別喜歡下廚，每個
學期都會舉辦Milque and Cookies活動。
每逢活動開始前一兩個小時，已有長長人龍，等待免

費任吃布滿全屋的曲奇餅，但不允帶走。有些朋友當天
不吃晚飯，就以此當晚餐。除巧克力、腰果等例牌食品
外，更有別出心裁的培根曲奇，總數過千，由Phi Tau
的會員用3天時間精心炮製。會員也可去拿同樣是免費
的Milque，基本上是奶昔，但不保證不會被加入若干種
類的酒。大部分兄弟會的頭等大事，正是各式各樣的
Drinking Game。
在達特茅斯，最受歡迎的是Beer Pong。若輸掉一局，

團隊的兩個人要喝掉約4罐至5罐啤酒作為懲罰。

華爾街舊生助畢業生找工
加入兄弟會不代表成績差。與筆者同屆、GPA達滿分

4的3個人中，有兩個參與兄弟會。參加兄弟會的學生，
畢業後就業會有優勢，特別是在較多「有錢白人」的兄
弟會，在華爾街大行工作的舊生會熱心幫助同一兄弟會
的畢業生找工作，提供免費面試指導，甚至幫助拉關
係。不過，也有少數人加入兄弟會後，不能好好規管自
己，沉迷於酒精和派對而不能自拔，最終退學收場。
整體來說，兄弟會制度是美國大學崇尚自由學風的體

現。學校鼓勵並相信學生能作出正確的決定，而犯錯會
讓他們變得更成熟，在加入社會工作前有更好準備。制
度本身沒有好與不好，在乎學生的取態。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陳以諾

作者簡介：中學就讀皇仁。在美國達特茅斯學院
（Dartmouth College）主修哲學，畢業後在麥肯錫工作
3年。現為演唱會售票平台Playroll的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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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大學兄弟會 崇尚自由體現

「閱讀夢飛翔」內地建圖書館擬增逾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馮晉研）知識改變命運，閱讀

能夠令內地農村孩子有機會接觸外面世界，增廣見
聞。「閱讀夢飛翔」文化關懷慈善基金自2009年成立
以來，為內地153所學校設置圖書館，捐書量達33.4
萬本，約有8萬名學生受惠，涉及900萬元捐款。基金
發起人梁偉明昨與傳媒茶敍時表示，計劃4年內，以
每年新置60所圖書館的速度，將受惠學校擴至350
所，服務範圍則由原先限於湖南省和福建省，擴展至
寧夏省。

目標籌款500萬 尚欠200萬
為實踐目標，基金積極推廣計劃，其中周日將會舉行

「電影《37》慈善籌款放映會」籌款。梁偉明表示，由
於基金知名度不足，且無穩定捐款，期望透過推廣活
動，結集社會人士支持。今年目標籌款為500萬元，但
下半年尚欠200萬元。獲支持的農村學校將得到為期3
年的支援，除了建設圖書館外，亦會培訓當地教師及進
行回訪指導，務求在計劃完成後，學校有能力續推閱讀
文化。
梁偉明又表示，要改變內地教育部門及教師的觀念，

重視閱讀，是推行計劃的困難，唯有用行動證明閱讀對
小孩確有幫助。他指，目前不少縣級教育部門對他們的
工作表認同，今年下半年計劃向省級教育部門推廣計
劃，期望計劃日後可成為國家重視的教育項目之一。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高鈺)將軍澳香島中學日前舉行了一
系列活動，慶祝建校10周年，包括「育才十載飛躍夢想文
藝夜匯演」、建校10周年典禮及開放日，場面熱鬧。

葉燕平袁武等出席晚會
「育才十載 飛躍夢想文藝夜匯演」於本月3日晚舉行，
香島教育機構行政總監葉燕平、將軍澳香島中學校董會主
席袁武、家教會主席郭愛珠、校友會(將軍澳分會)主席王
婉儀等嘉賓，家長及社會各界人士約三百多人出席了晚
會。
文藝夜在女聲合唱團優美的歌聲中拉開序幕，以合唱、
跳繩、朗誦、軍體拳、現代舞、街舞和流行樂隊表演等方
式，以一個學業有成的校友回到校園，回憶中學時代通過
參加課外活動發掘本身潛能，再將興趣變成事業的故事，
表達出該校鼓勵學生參加學術、體藝等活動以發掘潛能，
為人生覓得方向，進而飛躍夢想，實現理想的故事。

曾鈺成李魯赴10周年典禮
5月4日的建校10周年典禮，則由立法會主席曾鈺成、中

央駐港聯絡辦公室教育科技部部長李魯、西貢區議會主席
吳仕福、教育局西貢區學校發展組總學校發展主任程耀
源、將軍澳香島中學校董會主席袁武主席、校監楊耀忠等
擔任嘉賓，約500人出席了典禮。
校長吳容輝致辭時表示，10年過去，不少畢業生陸續投
身各行業，服務社會，作為一個教育工作者對此深感欣
慰。曾鈺成亦指，對該校辦學10年來取得的成就予以肯定
和讚揚，並對辦學團體香島教育機構數十年來堅持愛國教
育、培育大量優秀人才的付出和成就致以崇高的敬意。典
禮後，校方隨即舉行開放日，向社會人士展示學生各方面
的學習成果。 ■學生在匯演中傾力演出。 學校提供圖片 ■將軍澳香島中學開放日情況。 學校提供圖片

■建校10周年典禮的情況。 學校提供圖片

■基金自2009年起為內地153所學校設置圖書館，捐書量
達33.4萬本，約8萬學生受惠。 受訪者供圖

■馮劍騰
表示，當
局無明確
表示發展
新科目是
甚麼，但
相信意向
是「會計」
「商業」。
資料圖片

■麥肇輝
質疑當局
由零開始
重新制定
課程，令
新課程遲
一 年 推
出。
資料圖片

■(左起)校長陳繁昌、齊懿聲、胡廷謙及王國彝
於卓越核心課程獎頒獎禮上合照。科大提供圖片

■■港大圖書館內的梯級港大圖書館內的梯級
有人遺下糞便有人遺下糞便，，事件惹事件惹
起熱議起熱議。。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當局昨日舉行企會財科課程及評估中
期建議簡介會並公布問卷調查結

果，約300名教師出席。據了解，在416
所受訪學校中，半數贊成以新科目取替現
行的企會財；11%人同意額外加設新科
目；有9%人同意維持現狀。

關注組指當局有「拆科」時間表
企會財課程關注組召集人麥肇輝表示，
當局在會上抗拒「拆科」說法，只提出
「發展新科目」，但言談間卻包含「拆
科」的意思。他引述當局提到，「開始做
工夫用新科目代替企會財，很大程度用兩
科維繫」，即分拆成「會計」和「商業」

兩科。他又指，當局甚至交代了「拆科」
時間表，表示今年8月會開始編寫新科目
課程，預計2016年完成。
他表示，課程文件完成需向學界諮詢，

估計連同所需時間，新科目最快要於
2018年在中四級推行。

憂撞正換屆影響課程延續性
麥肇輝質疑，當局「由零開始」重新制

定課程，卻不肯參考舊制會考的會計科和
商業科編寫，令新課程遲一年推出，是將
問題拖延。他又指，兩年一屆的課程委員
會任期將於2015年屆滿，正值制定新課
程期間，擔心影響檢討和發展課程的延續

性。據了解，當局以政府有既定政策處理
回應質疑。

最終是否開辦 料「市場主導」
有份出席簡介會的教聯會副秘書長、

資深企會財教師馮劍騰亦表示，當局無
明確表示「發展新科目」是何意思，但
相信意向是「會計」和「商業」，連同
現行的企會財，認為3科並行是可取方
向。他又指，即使未來3科並行，現有

的企會財仍有需要檢討內容，最終學校
是否開科及學生是否選修，相信會由
「市場主導」。
另一出席簡介的企會財陳老師表示，學

校問卷中有一題要填寫企會財分拆意向，
但當局未有具體交代該部分結果。她又
指，未必所有教師能夠即時掌握新商科課
程的知識和教學技巧，如局方不明確交代
「發展新科目」意思，是忽略前線教師的
教學困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經
濟學人智庫（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昨日公布「全球教育系統排
名」調查結果。在40個國家及地區
中，韓國、日本和新加坡先後位列三
甲，香港則排名全球第四，較2012年
的結果下跌1位。報告認為，排名顯示
東亞地區的成功，並指出首4名的共通
點都是整個社會都很關心教育。
有關調查由培生出版社委託經濟學

人智庫進行，主要按兩大類數據，一
是認知能力，參考了學生在PISA（國
際學生能力評估）、TIMSS（國際數
學及科學趨勢研究）和PIRLS（全球
學生閱讀能力進展抽樣研究計劃）的
表現；另一類則是教育程度數據，參
考了識字率、中學及大學的畢業率數
據。

韓生記性強 港生認知力佳
韓國、日本、新加坡和香港分別在
是次排名取得1.30分、1.03分、0.99
分及、0.96分，而在2類數據當中，
香港在認知能力方面排全球第三，但
在教育程度方面則排名第十八位，成
為香港落後的其中一個原因。
報告又指，韓國學生的記憶能力驚

人，能夠記60頁至100頁資訊，但質
疑死記硬背的長遠價值。
2012年排名第一的芬蘭則急跌至第

五位，主要是因為受其PISA表現影
響；波蘭則上升4位至全球第十，分
析指這跟波蘭實施教育制度大改革有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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