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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未來之

星同學會」第七屆幹事會和第二屆舊生會，昨
日舉行就職典禮。今屆幹事會以「青年星．中
國心」為主題，慶祝香港回歸15周年，寓意秉
承以往精神，致力推動本港青少年國情教育工
作，增進學界對中華文化和民族的認同。幹事

第七屆幹事會就職 擬推聯校雞尾酒會導師計劃

辦不同大型活動，更將推出聯校雞尾酒會及
各院校互動，招納更多大學生。

韓淑霞白永潔等齊出席
「未來之星同學會」由香港文匯報牽頭成立，至今已
踏入第七年。昨日就職典禮星光熠熠，出席嘉賓包括中
聯辦青年工作部部長韓淑霞、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國
際部主任白永潔、青年委員會主席陳振彬、全國政協委
員兼未來之星基金會董事林光如、中華廠商聯合會名譽
會長兼未來之星基金會董事蔡衍濤、中聯辦青年工作部
處長王志軍、信和置業執行董事兼未來之星同學會榮譽
主席黃永光、香港百仁基金主席施榮忻、香港青年會副
主席吳偉達、香港大學學生發展及資源中心資深學生導
師楊愛蓮、香港文匯報董事總經理兼未來之星同學會主
席歐陽曉晴等。而第六屆幹事會會長也有出席支持，共
同見證第七屆幹事會共17位成員宣誓。

歐陽曉晴勉新屆更閃耀

■「未來之
星同學會」
第七屆幹事
會及第二屆
舊生會均表
示會承傳以
往精神，促
進兩地青年
交流。圖為
賓主合照。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潘達文 攝

歐陽曉晴致辭時表示，作為同學會主席，感受到「未
來之星」不同凡響的凝聚力，以及一眾學生幹事對「未
來之星」的熱愛。他認為，「未來之星」除了舉辦活動
外，更重要的是，培養一群「對香港、對國家有貢獻、
有承擔的年輕人」
。歐陽曉晴又以「數風流人物，還看
今朝」一語，勉勵新一屆幹事會及舊生會，令「中國星」
更閃耀。
另外，陳振彬向新一屆幹事會及舊生會表示祝賀，以
及讚揚往屆幹事會工作出色。

陳振彬讚揚本報貢獻大
他表示，回歸後，內地及香港交流日益頻繁。香港文
匯報聯繫各院校組織國情培訓班，不但開放年輕人感知
祖國的大門，亦加深他們對國家的了解，對學界以至社
會，都有很大影響和貢獻。

會長承諾不負諸君厚望

幹事會會長何俊賢承諾，新一屆幹事會將秉承「未來 標，精進不止，令「未來之星」更成功。
之星同學會」目的，「致力推動香港與內地青年聯誼和
舊生會會長尹樹烽指，2007年加入「未來之星」大家
交流，培養和凝聚國家『未來之星』
，不負諸君厚望」
。 庭，至今已踏入第6年，感覺親切。他希望集合更多
他又指，「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幹事會將堅持目 「未來之星同學會」成員，繼續擴大對社會的影響力。

3院校申將軍澳柴灣東批地

香島辦內地免試招生諮詢熱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為了推動自
資專上院校及私立大學發展，政府推出批地
計劃，以象徵式地價或租金，撥出土地或出
租空置校舍，讓院校開辦課程。位於將軍澳
及柴灣東兩幅用地，昨日截止申請。教育局
共收到3所院校提交的申請書，並將交由獨
立遴選委員會評核，預計今年中或第三季得
出遴選結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熙）63所內 次免試招生，每名學生可申請4所院校， 憑試4個必修科、「視覺藝術」及「企
地高校新學年免試招港生，本周開始接受 每校各4個專業。不過，選校時採用「平 業、會計與財務概論」。她希望成為漫畫
網上預先報名。「雙軌年」競爭激烈，不 行收生」方法，即學生有機會同時獲4間 家，因擔心未能順利在港入讀相關學科，
少新舊制高中生均對此升學途徑深感興 大學錄取，毋須擔心「排志願」問題， 有意報讀內地院校。她表示「最想知怎樣
趣。香島專科學校昨日舉行「63所內地大 「家長如希望心理上好過點，可先填寫最 選科」，但至今資訊仍未夠清楚，希望稍
。
後有改善。她又指，原來首選南京師範大
學免試招生諮詢日」，吸引不少考生、家 心儀學校」
學美術系，但因為專業試安排問題，今年
長到場旁聽、發問，他們對選科策略及面
羅永祥提醒 平常心面試
「免試招生」未能報讀，感到可惜。
試安排尤其關注。該校校長、內地升學專
另外，羅永祥提供面試「貼士」：最重
家長葉先生為中七兒子網羅資訊。葉先
家羅永祥提醒，雖然各內地院校情形難以
一概而論，但入學面試多注重整體印象， 要放下緊張心情，平常心面對，「院校面 生曾在內地求學，相信可結合自身經驗，
不太強調專業知識。學生如能保持平常 試通常不太強調專業知識，反而 重整體 協助兒子選科。他認為，「到內地完成本
心，談吐得體、思維聰穎，對獲取錄大有 印象，包括：處事聰穎、談吐得體、轉數 科學位，再返香港的大學讀一年碩士課
快等」
。各院校暫訂5月初進行面試。羅永 程，也是一個出路」。他又認為，香港政
幫助。
祥指，詳情仍待落實，如有新消息會盡快 府招公務員應進一步直接承認內地學位，
「平行收生」毋須排志願
公布。
以提高內地升學認受性。
到場學生及家長均對升學甚緊張。有家
有意到內地升學的應屆文憑試及高考
稱資訊不清 學生盼改善
長問及報名時選校次序，擔心策略不當，
生，可於3月5日或之前報名，網址：
天水圍官立中學中六生葉蘊儀，報考文 www.ecogd.edu.cn/lzbm/ks/index.jsp。
最終被派至較後志願。羅永祥解釋指，今

明德學院擬辦專業會計課程
柴灣土地位於柴灣 附近，佔地逾1萬平
方米，可建樓面面積為4.3萬平方米。申請者
包括：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SPACE）轄
下新成立的明德學院。教育局早前宣布，批
准明德學院按《專上學院條例》註冊，成為
香港第6間開辦學位私立自資院校。該校預
計今年9月開辦首個專業會計學位課程，並
於去年10月獲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批准。
明德學院指，校董會經詳細考慮並通過，向

政府申請位於柴灣的土地作校舍發展用途。

職訓局明愛專院推自資學士
職業訓練局計劃今年9月首次開辦6個自資
學位課程。該局發言人表示，校方正申請柴
灣及將軍澳用地，希望可以獲批其中一塊土
地，用作發展自資學士。
另外，據了解，本學年已提供工商管理自
資學位課程的明愛專上學院，同樣有意申請
位於該校現址旁的將軍澳用地。該處佔地
7,500平方米，可建樓面為3萬平方米。

獨立遴選委員會年中有結果
教育局發言人指，由教育界、商界、規劃
建築界、會計界人士組成的獨立遴選委員
會，將按申請機構開辦專上課程的經驗、計
劃開辦課程性質和質素、預計學生人數，辦
學和校舍發展財務安排等作評審，最快今年
中得出結果。

國際新聞

責任編輯：孔惠萍

敘被困記者YouTube求救 安南任特使斡旋
敘利亞局勢持續動盪，在兩名西方記者被炸
殉職的重鎮霍姆斯，有當時受傷的記者分別在
YouTube發布短片，要求各方停火，讓被困記
者撤離。與此同時，聯合國及阿拉伯聯盟任命
聯合國前秘書長安南為敘國危機聯合特使，進
行斡旋，以「結束敘國暴力和侵犯人權行為，
推動危機和平解決」，中國和俄羅斯表示歡
迎。
被困的包括法國女記者布維耶(見圖)和英國
《星期日泰晤士報》攝影師康羅伊，短片中，
前者躺在床上面向鏡頭，稱腳部數處受傷，需
要盡快做手術，並得到反對派醫生悉心醫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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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之星換屆 加強院校互動

會在一眾嘉賓見證下宣誓就職，未來1年會舉
「星願」導師計劃，務求加強「未來之星」與

責任編輯：李暢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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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旁法國攝影記者丹尼爾斯稱，當地斷電，食
物剩下很少，希望盡快離開，使布維耶可以接
受手術。拍攝期間，背景不斷響起炮火聲。
紅十字會早前呼籲敘各方停火兩小時，讓醫
療人員進入霍姆斯施救。英國外交部前日表
示，正進行一切所需工作，以將殉職女戰地記
者科爾文的遺體運返家鄉，並救出康羅伊。
美國繼續就敘國局勢施加影響力。國務卿希
拉里聲言，事態將到達「突破點」，敘總統巴
沙爾政權最終會招架不住，中俄等國會「受到
壓力」
。
■《每日郵報》/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
溫迪
結婚13年的
■施密特與
也無
產作了結，
分
下
私
望
希
上圖片
證明。 網
需書面文件

西方默許武器偷運予反對派
敘利亞政府軍暴力鎮壓持續，反對派
稱，西方國家默許反對派支持者將武器
偷運到敘國，包括夜視鏡及反坦克武器
等，以支持「解放敘利亞軍」對抗政
府。

敘軍暴行：不叩頭即炸手
敘國人權狀況每況愈下。從敘軍手上
逃出生天的受害者，大爆軍方罄竹難書
的暴行：有人因不肯向總統巴沙爾的相
片叩頭而被炸斷手；有70歲糖尿病翁被
脫光衣服、灌水後用厚橡筋綁住睾丸不
准小便，更被燒紅的炭燙左腳，再以滾

網絡搜尋巨擘Google行政主席施密特背
妻偷歡曝光後，婚姻瀕臨破裂，英國傳媒
昨日踢爆他為
了籌集天價
離婚費，可
能要出售240
萬股Google股
票套現，總值
15億美元(約
116.3億港元)，
隨時「榮膺」史
上第二貴離婚案
的主角。

歲的施密特與妻子溫迪結婚13年，他和
46歲情婦希爾茲長達1年半的私情曝光
後，正尋求與溫迪「友好分手」。據報他上周出售
Google股票以「分散投資」
。消息人士稱，他售股主
要是商業原因，但亦和離婚有關，夫婦皆不願事情
鬧大，希望私下分產作了結，也無需書面文件證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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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歲的
希爾茲曾在
施密特家
族基金擔任
要職。
網上圖片

最貴離婚龍虎榜
1.傳媒大亨梅鐸

水潑，結果斷了一隻腳趾。
另一受害者易卜拉欣親眼目睹敘軍蓄
意殺害傷者，軍方更以拔指甲、割性器
官和部分耳朵等虐待其他人。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表示，敘國有最少
400名兒童在暴力中被殺，相近數量被
扣留，部分據稱受虐待和性侵。聯合國
人權報告指，敘政府在保護人民方面
「明顯失敗」
。約旦政府發言人表示，有
7萬名敘民逃難到該國，有部分人選擇
留下，亦有部分人返國。約旦計劃開放
3萬平方米的難民營以應付難民潮。
■法新社

17億美元
(約132億港元)

2.一級方程式賽車老闆 12億美元
埃克萊斯頓
(約93億港元)

施密特在全球富豪榜位列第136，離婚後，其62億
美元(約481億港元)身家恐怕會縮水1/4。他於2001年 3.沙特富商卡舒吉 8.74億美元
至2011年任職Google行政總裁(CEO)期間，公司年收
(約68億港元)
入97億美元(約752億港元)，並成為全球市值最高企
4.高爾夫球名將
7.5億美元
業之一。他去年4月辭去CEO一職，轉任行政主席。
「老虎」活士
(約58億港元)
他的情婦希爾茲是外交關係委員會行政主管，曾
7.4億美元
在施密特家族基金擔任要職，但兩人很少一起露 5.永利集團主席
史提芬永利
(約57億港元)
面。
■《每日郵報》

■施密特名下包括1.6億元蒙特西
托豪宅。
網上圖片

■施密特曾買下一匹馬贈予情
婦。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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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前外長陸克文(見圖)昨
日在布里斯班宣布參加後日
舉行的執政工黨黨團投票，
挑戰總理吉拉德的黨魁地
位。他稱得到不少工黨議員
支持，參選是要完成擔任總
理期間未完成的工作，又表
明若落敗會甘心做一名普通
議員，不再尋求領導地位。
陸克文稱，政府仍要完成
大量工作，才可重新贏得國
民信心，而現時最迫切工作
是加強工黨改革，否則無法
在明年大選擊敗反對黨領袖
阿博特，聲言自己是帶領政
府的最佳人選。他展示2007
年至2010年間任總理時的政
績，直指吉拉德已失信於
民，「改變」是唯一對澳洲
及工黨有利的做法。
吉拉德在陸克文宣布參選
前，暗諷對方在「拍攝真人
騷」
。觀察家認為，陸克文對
當年被副手吉拉德「逼宮」
仍耿耿於懷，而多項民調顯
示吉拉德勝算較高。
■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