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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管兩年後申請升格大學
新校長何順文：已做好硬件配套

【大公報訊】立法會昨開會討論本港公營中、小學
的校舍標準和學習環境問題時，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回覆
稱，教育局設有機制處理空置校舍，那些不適合繼續作
學校或其他教育用途的校舍，會通知規劃署，將校舍歸
還有關部門以考慮作其他用途。

吳克儉指出，現時公營小學分為設有18、24、30或
36個課室，並視乎課室的數目，設有10至14個教學用途
的特別室，佔地面積由約4千至7千平方米不等。而公營
中學，現時一般設有30個課室，及21個教學用途的特別
室，佔地面積約7千平方米。校舍亦須達到為每名學生
提供2平方米休憩用地，按現行標準興建的公營學校校
舍至今共有228所。

他指出，教育局會視乎其面積、地點和樓宇狀況，
考慮有關校舍是否適宜重新分配作學校或其他教育用途
，以處理空置校舍。對其中已預留作長遠用途，但短期
內暫時未被使用的空置校舍，局方會邀請相關部門作短
期用途。至於不適合繼續作學校或其他教育用途的校舍
，會通知規劃署，將校舍歸還有關部門以考慮作其他用
途。

【大公報訊】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昨日回應立法
會關於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的具體政策目標等問題
時指，由2014/15學年起，政府每年提供約2億元的
撥款，進一步加強支援非華語學生有效地學習中文
；同時邀請專家制訂評估支援非華語學生措施成效
的研究框架，審視支援服務的質素及成效，不斷完
善有關措施。

他指出，為了幫助中小學的非華語學生解決學

習 「中文作為第二語言」時面對的困難，教育局將
於2014/15學年開始提供 「中國語文課程第二語言學
習架構」。他指出，沒有需要成立中文作為第二語
言的教與學研究中心。此外，由2014/15學年開始，
在高中分階段為非華語學生提供 「應用學習（中文
）」科目，作為另一中文資歷讓非華語學生選擇，
內容與資歷架構第一至三級的中文資歷掛鈎，有關
成績會記錄在香港中學文憑證書。

【大公報訊】中學文憑試各科筆試將於下月展開，
考評局昨更新 「文憑試快線」指出，去年4月已公布了
優化文憑試措施，其中9個科目今年落實微調評核內容
，包括精簡試卷、增減考試時間或題目數量等。

中文科口試於3月中已展開，部分考生亦完成考核
，今年口試取消了備受爭議的 「朗讀」部分，只設口語
溝通。另外，中國文學今年取消了「片段寫作」，整體考
試時間亦由6小時減至4小時。至於經濟、地理、歷史、
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則於部分試卷各增加了15分鐘的考
試時間，另物理科的多項選擇題由36題減少至33題等。

考評局強調，考試時間分秒必爭，但考試的長短並
不影響考試的深淺程度，評核要求也沒有因而下降，考
生要好好掌握各科考試的模式，按題目的分數、類型及
要求，規劃答題時間，便能充分發揮。

【大公報訊】香港浸會大學昨日舉行命名典禮，將
善衡校園溫仁才大樓（東翼）六樓的活動室命名為 「尖
沙咀街坊會活動中心」，以表彰該會捐資支持浸大發展
。浸大校長陳新滋致辭時，感謝尖沙咀街坊福利會自90
年代中期至今一直支持浸大的發展，當中包括資助浸大
成立 「尖沙咀街坊福利會獎助學金」，以及夥同浸大於
其會所開辦中醫專科診療中心，為市民提供中醫服務。

浸大早前獲該會捐資300萬港元，設立 「服務研習
學生活動基金」，以及支持中醫藥學院的中藥及針灸治
療腦退化症之臨床成效觀察計劃。

命名典禮由尖沙咀街坊福利會理事長蘇仲平、監事
長林祖光、浸大校董會暨諮議會主席鄭恩基、浸大基金
主席王英偉和校長陳新滋主禮。

曾任澳門大學副校長（學術）的何順文剛於本周一（3
月17日）履新，接替2012年底突然提早解約離任的恒管創校
校長崔康常。何順文昨與傳媒茶敘時表示，特區政府對私立
大學不太重視，政策亦不完整，令本港每年有1.5萬名合資
格學生無法升大學，認為私立大學有其重要性。他續說，自
資院校正好補足學額的不足，以恒管為例，每年可提供約
1400個學額，今後會朝私立大學目標進發。

獲准新增5自資學士課程
恒管日前獲批於今年9月開辦5個新課程，包括數據科學

及商業智能、管理學工商管理、企業管治工商管理、金融分
析工商管理，以及管理科學與資訊管理學士課程，令學士學
位課程由5個倍增至10個，每個課程取錄60至70人。為擴闊
學科領域，何順文指，正考慮開辦中文及環球研習等人文學
、社會學課程。他表示，恒管會推行博雅教育及專業學科，
又認為不少公營大學一窩蜂走向研究性，導致師生關係疏離
，故想改變科研大學的主流， 「希望學生離校前，最少與三
個老師建立亦師亦友的終生關係」。

為鋪路 「升格」私大，恒管亦做好硬件配套，除康樂活
動中心、學術及教學大樓相繼啟用，常務副校長方梓勳預計
，2015年5月新宿舍將會落成，屆時將提供1200至1300個宿
位。同時，校方計劃，重建校內一棟30年樓齡的大樓及宿舍
，預計斥資約8億元。

另外，被問到對學生參與佔領中環的看法時，何順文表
示，會確保校園有言論等自由，亦會鼓勵學生關心社會，認
為學生有獨立思考能力及可自行作判斷，但希望他們參與社
會活動時不要違犯法律。對於學生一旦因佔中被捕，校方會
如何協助，他稱若學生遇上什麼困難，都會盡量提供協助及
輔導。

【大公報訊】記者毛依文報道：香港賽馬會獎
學金首度頒予巴基斯坦籍人士。香港教育學院二年
級學生葉慧儀成為首位獲賽馬會獎學金的巴基斯坦
人，作為全家五兄弟姐妹中唯一入讀大學的孩子，
她鼓勵少數族裔學子自身多努力，並表示自己通過
看漫畫學中文，最愛《多啦A夢》。

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1998年設立香港賽
馬會獎學金至今，每年頒發獎學金予八大資助院
校及香港演藝學院學生，每校每年挑選三名本地
生及一名內地生。今年，首次有巴基斯坦籍學生
獲頒此獎。

修讀香港教育學院英國語文教育（榮譽）學士
課程的二年級學生葉慧儀（Bibi Tayyaba）是首位獲
賽馬會獎學金的巴基斯坦籍學生。她受父母影響，
對教育事業充滿熱情，本來希望當一名無國界醫生
的她在發現自己學習物理有困難後，轉而將教育作
為追求目標。

葉慧儀說，巴基斯坦有兩間老屋已很久沒有人
居住，父母與家人商議後將它們全部租借給教育機
構作教室，自己六、七歲時回巴基斯坦還曾在那裡

讀過幾個月書。她說，此後不時回巴基斯坦，見到
家鄉小朋友在艱苦環境下仍舊用心讀書，激發了自
己努力學習並成為一名教師的想法。

雖然在香港出生，但中文學習對葉慧儀來說依
舊是個難題。自小入讀中文幼稚園的她好與人交流
，常主動找中國朋友聊天，亦參加各種校內活動，
以提高中文聽說能力，現時她能流利使用粵語與人
交流。此外，她會通過看漫畫學習中文書寫， 「我
好中意多啦A夢！」

希望成為無國界教師
葉慧儀表示，此次獲得賽馬會獎學金極大減少

了家裡的經濟負擔，她計劃將部分獎金寄回巴基斯
坦，供兩所學校改善教育條件。她未來希望回到母
校伊斯蘭脫維善紀念中學執教，並成為一名無國界
教師， 「我最高理想是能成為教育局長，幫助更多
人。」

葉慧儀是家中5個孩子中唯一升讀大學的，也是
學校當年唯一收到JUPAS取錄通知書的，她希望自
己能成為少數族裔的榜樣。她說，現時香港政府給

予少數族裔很多的支持，希望少數族裔學子不要太
依賴政府，最重要是獨立，且要有學習的決心。

與葉慧儀一同獲獎的還有香港演藝學院謝皓婷
、香港大學曾思華等36名學生。每位獲獎同學可獲
得46萬港幣，以支付在校四年間學費、生活費等。
香港賽馬會獎學金自1998年設立至今，已頒發約2億
元，受惠學生達406位。

【大公報訊】記者毛依文報道：香港公開大學（
公大）校長梁智仁將於本月31日正式卸任校長一職。
梁智仁昨日特地與傳媒茶敘，回述任職10年4個月感
受時稱，對未能幫學生爭取到宿舍感 「非常遺憾」，
期望政府及教育局給予自資院校更多資助，以便學校
發展更多有需要課程。

梁智仁回憶，自己於2003年12月1日上任至今，

期間完成許多事情，但有三件 「未了心願」。他首先
表示，希望校園進一步擴展，有更多戶外設施供學生
使用。他指出，目前公大共有40多個學生組織，曾有
學生向他反映無戶外活動場所。

公大校園空間不足需提升
梁智仁表示，自公大2001年專開四年制學士學位

課程後，每年面授生收生人數倍增，對校園空間需求
量亦有所提升，目前學校正申請改變常盛街與佛光街
交界處地皮用途作教育用地，以期為學生增建部分室
外互動設施。

其次，梁智仁對自己任內未能幫學生爭取到宿舍
感到 「非常遺憾」。他說，學校曾多次向教育局提出
申請計劃，但政府反應平平。他認為，宿舍的團體生
活對學生而言意義特別。他期待政府能專為全港專上
院校提供最多3000個共用宿位，讓不同大學學生住在
一起，有更多機會參與團體生活。

最後，梁智仁反覆提出，全港院校應有一致課程
評審標準並由統一機構完成。他指出，香港現時有兩
個不同的機制保證大學課程質素，一為大學教育資助
委員會（UGC），另一個是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
局（HKCAAVQ），對不同大學進行學術評審。

梁智仁認為在此情況下市民自然會對比兩者，認
為經UGC評審的更有質素保證，甚至誤會公大為私立
大學。他以英國為例稱，全英上百間大學僅有一個評
審機制，為何香港這麼小的地方卻要實行兩套不同質
素保證機制。

教局可協調各校自資課程
梁智仁還表達了對全港自資院校現狀的關注。他

認為開辦自資課程需有長遠計劃，現時許多自資院校
開設課程類似，其中存有危機。他表示，學生人數下
降時，一些規模不大的自資學校將面臨殺校風險。他
說，教育局可介入協調各自資院校，避免課程單一情
況加劇，讓學校保證自主權之餘開設各具特色課程。

另外，梁智仁呼籲政府增加對自資院校資助，讓
學校有更多發展空間。以公大為例，他介紹，現時公
大98%開支靠學費支持，因此必須開設具吸引力課程
，無更多發展空間增設一些暫時不具吸引力，但有發
展前景的課程。

梁智仁提出，公大每年平均開支為7億，政府若
額外資助5%，即3500萬作為 「種子資助」，讓學校開
設其他課程，對大學發展將更有利， 「希望政府能再
做多點。」

近日騰訊控股（
00700.HK） 的 股 價 衝
破600大元，各大券商
紛紛調高評級和目標價

。反觀騰訊過去一年的股價從4月的最低位237元，衝上
最近高位631元。回想9月份與學生們討論模擬證券投資
時，有同學問： 「騰訊從200多升上400元是不是該獲利
？」筆者回答： 「如果你比賽即將結束當然可以沽貨離
場，但她仍有機會衝上500元，600元……」學生接着問
： 「你估計最高位是多少？」筆者撓撓頭說： 「暫時來
說應該沒人知道，因為她由市場決定，如果你想了解多
一點，我可以給你們說個荷蘭鬱金香的故事。」

事情發生在16世紀末到17世紀初的荷蘭，當時荷蘭
對抗西班牙勝利同時奪取了葡萄牙的香料貿易生意，逐
步成為世界經濟強國。原產於小亞細亞的鬱金香1593年
開始引入荷蘭栽種，由於得到很多達官顯貴的垂愛，在
家裡擺放，並且成為當時的時尚和身份象徵。而且培育
出各種改良品種，愛好者爭相搶購，市場供不應求，鬱
金香的球莖價格開始不斷攀升。

由於鬱金香培育需時，當時還發明了相關的 「衍生
工具」──期貨。鬱金香的球莖買賣收穫頗豐，因此有
人想出了提前買賣即將收穫的球莖合約。相對來說購買
合同費用相對購買實貨較低，期貨市場買空賣空的推波
助瀾鬱金香的價格自然節節上升。

那種瘋狂法舉一個例子說明一下，當時一個普通工
匠的每月收入約21基爾德（當時荷蘭的貨幣單位），足
夠一家四口過上溫飽的日子。1637年1月2日一個叫
Switsers的品種價格為1基爾德，一個月後的2月5日最高
升到30基爾德，增值29倍。還有一種名為Semper
Augustus最高價達6290基爾德足以購買當時一座豪宅。
鬱金香投資這樣好賺，人們也隨之進入投機行列，而且
吸引不少的鄰國的國民參與。

要知道最後結果如何？大家意識期貨合約即將需要
兌現，都拋售手上的鬱金香合約，價格的下跌導致大眾
的信心動搖，加上買空賣空的欠款問題加速了價格的崩
潰。瘋狂過後剛才提到的Switsers的品種價格到了1639
年回落0.05基爾德。

好奇的同學繼續問道： 「為什麼這樣？」筆者只能
攤攤手說： 「價格在升是因為大家一直在買，價格在跌
是因為大家一直在賣，這就是市場。至於什麼驅動市場
，我相信是人性吧。」

▲公大教職員贈送蛋糕予梁智仁，感謝其在任期間
為公大所做努力 本報記者毛依文攝

巴籍港生獲賽馬會獎學金

政府支援少數族裔學中文

浸大尖沙咀坊會舉行命名禮

▲左起：陳新滋、鄭恩基、蘇仲平、林祖光、王英
偉出席命名禮

文憑試快線

▲葉慧儀為賽馬會獎學金首位巴基斯坦籍得獎
人 本報記者毛依文攝

文憑試9科目落實微調

教局：有機制處理空置校舍

企財經史

騰訊與鬱金香
漢華中學企會財科教師 馮劍騰

▲何順文（左）表示，目標帶領恒管朝私立大學目標進發。右為方梓勳 本報記者劉家莉攝

◀恒生管理學
院，近年銳意
發展成為私立
大學，日前已
獲行政會議批
准新增5個自資
學士課程

本報記者
劉家莉攝

任內憾事未成功爭建學生宿舍

2010年改辦自資專上學位課程的恒生管理
學院，近年銳意發展成為私立大學，剛接任恒管
校長一職的何順文昨表示，會致力發揮該校博雅
教育及專業學科的優勢，日前已獲行政會議批准
新增5個自資學士課程，目標帶領恒管於2016學
年申請 「升格」 為私立大學。

大公報記者 劉家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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