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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港生「備戰」暑假「帶路團」
巴爾幹三國交流再出發 姜亞兵勉把握學習機會
未來之星同學會去年成功舉辦「『一
帶一路』沿線國家交流團」，今年暑假
將再接再厲，讓更多大專生前往巴爾幹
半島三國交流考察。為加強即將參與交
流團的大專生對「一帶一路」的認識，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和未來之星
同學會日前共同主辦專題講座會，吸引近 300 名大專生出席。香港大公文
匯傳媒集團董事、未來之星同學會執行主席姜亞兵表示，年輕人富有朝
氣、夢想，期望他們能把握這次難得的學習機會，了解國家發展戰略，多
觀察世界發展新格局，努力融入「一帶一路」建設，進而實現個人發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黎忞

■姜亞兵
■許曉暉
■關家明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和未來之星同學會合辦「一帶一路」專題講座會，吸引近300人到場。

上致辭時表示，國家主席習近平在
2013 年首次提出「一帶一路」的偉大
倡議，得到了國際社會的關注及百多
個國家的積極響應。
他續說，4 年來，中國積極推動
「一帶一路」建設，旨在達成「將
『一帶一路』建成和平之路、繁榮之
路、開放之路、創新之路、文明之
路」的願景。

中國為「帶路」注強大動力
姜亞兵提到，剛於北京閉幕的「一
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是中國
提出及推進「一帶一路」倡議以來，
所取得的里程碑式成果。
他強調，習近平主席在主題演講中
強調，中國將為「一帶一路」注入強
大動力，為世界發展帶來新的機遇。
民政局和公民教育委員會去年以試
行方式首次推出的「『一帶一路』沿

線國家交流資助計劃」，香港大公文
匯傳媒集團和未來之星同學會去年成
功申請資助，並順利於去年年底帶領
30 名 本 港 學 子 前 往 巴 爾 幹 半 島 三
國－阿爾巴尼亞、波斯尼亞和黑塞
哥維那（波黑）、塞爾維亞進行交
流，行程內容豐富。
姜亞兵表示，作為「『一帶一路』
沿線國家交流資助計劃」優秀團體代
表，未來之星同學會曾獲香港公民教
育委員會邀請，出席相關交流資助計
劃簡介會，向香港各團體、機構的代
表介紹組織香港青年學生赴巴爾幹三
國交流訪問的成功經驗。
為讓更多優秀大專生開拓視野，未
來之星同學會今年將在暑期再次組織
交流團出訪巴爾幹三國，並邀請了民
政事務局副局長許曉暉及香港貿易發
展局研究總監關家明於今次專題講座
會作講座嘉賓，從不同的角度向同學
們講解「一帶一路」的有關知識（見
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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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兵於上述主題為「促進民心相
姜通」的「一帶一路」專題講座會

■葉嘉兒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新傳生盼了解國策影響
有意參與交流團的樹仁大學二年級
生葉嘉兒表示，本身對國家倡議的
「一帶一路」認識不多，故想了解這
國策對國家以至不同國家及地區的影
響。身為新聞與傳播學系的學生，她
覺得自己就更應深入認識「一帶一
路」，多認識其他地區的建設、經濟
狀況和文化等，相信對日後的生涯規
劃更為有利。

絲路文化留印記 青山禪院是印證

未來之星同學會上周六舉辦「促進民心相
通」的「一帶一路」專題講座會，並邀請民政
事務局副局長許曉暉及貿發局研究總監關家明
擔任嘉賓分享「一帶一路」的知識。當中許曉
暉提到香港與絲路歷史很有淵源，例如海上絲
路其實包括了香港，在唐代的地圖上有標示着
屯門，當時政府在屯門設立了類似海關的組
織，外國商船來港時就要進行清關或補給，屯門青
山禪院就是一個印證。
許曉暉以「香港在絲路的昨天與今天」為題，
講解「一帶一路」的意義內涵、歷史沿革的文化印
記、香港與絲路歷史淵源、未來參與發展及機遇。
她表示，「一帶一路」的意義橫跨整個世紀，
是一個為時 50 年至 100 年的願景，希望以「一帶
一路」帶動中亞、東南亞及西亞等的經濟，造福亞
洲，並實現 5 個互聯互通。「一帶一路」國策之
下，不同國家及地區均可互補互利，如中國和印尼
的海洋戰略，參與印尼的高鐵基礎建設等。
至於沿路歷史的文化印記方面，許曉暉指中國不
止向歐亞出口絲綢和茶葉，及進口玻璃和香料等，

同時也有文化、宗教交流，例如佛教由印度傳入，
當時亦有基督教「景教」從敦煌傳入中國，並與佛
教融和。
在香港與絲路歷史淵源方面，海上絲路亦包括
了香港，在唐代的地圖上有標示香港的屯門，當
時政府在屯門設立了類似海關的組織，外國商船
來港時就要在屯門清關或進行補給，屯門青山禪
院就是一個印證。
在南宋時期，海賊十分猖獗，當時朝廷派軍駐
紮東涌，因此當地有古城及其後裝設的炮台。
另一名講者關家明就以「一帶一路：香港青年
的機遇與挑戰」，講述何謂「一帶一路」及其與香
港未來的關係。他認為「一帶一路」是鼓勵通過文
化、政策等推動國與國之間的互聯互通，就是總體
的全球化。在現時部分地區熱熾地反全球化下，期
望有另一個方法讓世界發展。
他指出，香港有多方面的優勢，如在基建管理方
面具有效率，香港機管局同時管理上海虹橋機場和珠
海機場等，港鐵亦管理北京和瑞典的地鐵等，足證本
港的管理公司能走出香港。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黎忞

支援智城發展 IVE 推
「數析」
高級文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今年初的施
政報告提出政府會積極建設「空間數據共
享平台」，支援智慧城市的應用發展。因
應有關趨勢，職訓局轄下香港專業教育學
院（IVE）將在 2017/18 學年推出「數據科
學及分析高級文憑」，讓學生掌握數據分
析知識，靈活運用相關軟件、統計學知識
及程式編寫技巧，畢業後可任數據分析
師、大數據軟件設計師和商業智能分析師
等，待遇或可較一般資訊科技畢業生高出
兩成。
香港科技園公司資訊及通訊、智慧城市
及綠色科技主管楊天寵指，根據國際數據
資訊機構近期的報告顯示，亞太區大數據
及數據分析市場迅速增長，由 2015 年市場
總額 38 億美元，至 2019 年預計增長至 70 億
美元。
他又指，科技園今年的創新及科技行業
職業博覽，公開招聘的一千多份工作中，
有關軟件工程及數據科學家的就約佔
12%，反映業界求才若渴。

■莊德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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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機管局及其他公共交通機構等，發佈有
關機場每日客貨運航班資料，及全港各公
共交通運輸系統於不同時段的使用量等數
據。
IVE軟件工程高級文憑學生莊德奇去年暑

華人宣誓在地化 斬雞頭燒黃紙？
宣誓是一種儀式，要有監誓
人在場，在監誓人見證下，講
出意願、決心接受任命的說

話。如果要擔任的是政府重要

的行政或司法職務，監誓人通
常是法官。香港開埠之初，一切施政和法律
其實只是把英國在其他殖民地上的做法照搬
到香港，就連「宣誓」也一樣。然而，據文
獻記載，香港的宣誓原來也頗有特色。

滿天神佛「助陣」法庭如寺廟
1889年前，香港本地華人的宣誓方式多樣
而且甚有地方特色。那時中國人絕少信奉基
督教，宣誓時不會手按《聖經》，而是使用
華南地區常用的宣誓儀式「燒黃紙」或「斬
雞頭」。
「燒黃紙」燒的是一張約八吋乘六吋的黃

塌天花一周年
城大拒公開細節

人工隨時高IT生兩成
為培育本港數據分析專才，IVE將在新學
年開辦「數據科學及分析高級文憑」，供
中六生報讀，旨在讓學生掌握數據分析的
知識及技巧，並將數據轉化為商業價值。
IVE資訊科技學科學術總監梁興邦表示，學
生可學習利用數據分析軟件、統計學知識
及程式編寫技巧，為不同行業如金融、零
售、科技、醫療以及政府部門發掘及分析
數據，任職數據分析師、大數據軟件設計
師和商業智能分析師等。
他 續 指 ， 一 般 IVE 資 訊 科 技 學 科 畢 業
生，入職月薪約為 1.2 萬至 1.8 萬元，但當
學生掌握數據科學及分析的知識及技能，
薪水或可高出兩成。
就讀此課程的學生可自動成為科技園 Data Studio工作室的會員，工作室提供多項實
時公共數據，讓學生商討研究及完成習
作，而講師亦可運用可視化工具輔助教
學。現時工作室已有 20 多個業界夥伴，包

色祭神紙，宣誓者在紙面寫上自己的名字與
日期，在法庭把黃紙燒掉，表示自己不作謊
言。「斬雞頭」則本是水上人家儀式，在開
埠之前，任何糾纏不清的錢債、人事、爭
吵，如果涉事雙方不想由官府裁決，多以斬
雞頭表示自己清白可信。當時，斬雞頭必須
在文武廟或天后廟舉行。開埠後，法院把斬
雞頭列入有效的宣誓方法。
那時候，有些香港人更請各方神明，如天
后和關公到場「助陣」，弄得法庭猶如街市
寺廟；面對此情此境，法官也哭笑不得。更
重要的，宣誓的目的原是表達誠懇和坦白，
但據日後提倡誓詞改革的著名律師湯麥斯·安
斯德所記，很多人即使在完成一系列儀式
後，仍是說謊，讓法官取證非常困難。

形式制度化 護法庭尊嚴

事情發展至1868年，終於有了改變。湯麥
斯·安斯德提出建議，發表了一篇名為《關
於對異教徒所採用的誓詞》的文章。他指出
香港法庭對非基督教徒在庭上說謊，幾乎毫
無辦法，而獨有的民間習俗宣誓方式更是有
損法庭的尊嚴，因此，建議禁止這些宣誓方
式。湯麥斯的建議得到不少法官支持，從而
推動政府立法，終在1889年確認了道佛教的
宣誓方式為可接受的方式，其他儀式則一律
廢止。
關於宣誓，還有一個小故事。1866年，香
港第六任港督麥當奴就任時，因法官遲到而
自行宣誓。來港任職前，麥當奴歷任英國殖
民地岡比亞、西印度和南澳大利亞等地總督
職位。他在3月11日到港，訂在次日宣誓任
職。據儀式安排，監誓人為代理大法官巴
爾。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假於Esri 中國（香港）實習，認識大數據及
學習數據分析，並運用政府的「資料一線
通」數據，與同學研發出載有全港各區無
障礙設施資訊的應用程式，實行學以致
用。

宣誓時，麥當奴應手按《聖經》宣讀誓
詞，然後吻《聖經》一下，之後由巴爾宣佈
禮成。然而，3月12日當天，主角之一的巴
爾卻遲到了，麥當奴看着《聖經》，心裡非
常不滿。等了一會後，他決定在法官缺席
下，自行宣誓。

拒等遲到官 自宣做港督
結果，殖民政府的文武官員成了見證人，
他們看到麥當奴在不到一分鐘的儀式裡，自
宣自讀，並在「禮成」後離場。可憐的是遲
到的巴爾，到場後發現港督已不在，還未離
場的嘉賓卻向他投以似笑非笑的神情，尷尬
非常。於是，在陰錯陽差下，第六任港督麥
當奴成為了香港史上唯一沒有法官監誓的總
督。
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講師 邱逸
學院網址：www.cuscshd.hk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本月 20
日是城大胡法光運動中心天花倒塌一周
年，有城大師生促請校方盡快公開事件
調查報告，釐清責任。城大發言人表
示，大學啟動了內部紀律程序，查明管
理屋頂綠化工程項目的若干員工可能處
理不當或違紀行為的嚴重程度，並決定
是否需要採取懲處；紀律委員會已完成
工作，結果已知會有關同事，但校方不
會公佈具體細節。至於會否控告涉事的
綠化天台承建商，城大指已聘請法律團
隊對校外涉事人士採取適當行動，以保
障大學的法律權利。
城大胡法光運動中心去年5月20日爆
出天花倒塌事故，面積達 1,400 平方米
的綠化石屎天台連金屬支架塌落，事件
中3人受傷，震驚全港。
事發後，校方成立 9 人調查委員會，
約3個星期已完成調查報告。
據了解，目前該運動中心屋頂仍未復
修，內牆油漆剝落，有瓦礫留在場館
內，未能開放予師生使用。有城大學生
表示，由於校方開放了毗連運動中心的
第二期設施予同學上體育課，城大師生
已漸漸淡忘事件，但她希望校方可以交
代調查報告，說明責任誰屬。城大教職
員協會主席謝永齡亦指事件應要追究到
底，但最終無高層表明責任。

重建10層樓 料4年內竣工
就重建一事，城大發言人回應指，校
外顧問專家已完成重建方案，建議在原
址上重新發展，重建一幢新大樓，校方
正就新建的學術樓（四）進行詳細規劃
及設計工作。新大樓預計高 10 層至 12
層，預期 4 年內竣工，樓內將建設運動
中心，包括室內跑道及其他新增的運動
設施；同時亦設有新辦公室、課室和實
驗室，及數個創新服務學習和社區外展
項目。新學術樓亦設有演奏廳，為各種
重大表演、大型會議、畢業典禮、每年
一度的藝術節及其他重要活動提供最先
進場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