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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汲汶川經驗 監察捐款必專款專用

川政府處理地震效率升

香港紅十字會副秘書長蘇婉嫻指，會把雅安地震
捐款專款作專項使用，當中若涉及大型建設項

目，要經過嚴謹的監察過程，包括選址、招標、施
工、撥款、回訪等。各個過程中，香港紅十字會工
作人員均會參與，並會先扣起建築公司3%至5%工程
費，作為質量保證金。待項目落成後2年，經檢驗時
確認無質量問題才退回。

設獨立戶口 聘審計機構

蘇婉嫻強調，會按相關項目管理及財務要求監察
捐款的使用。她又說，與內地紅十字會是夥伴關
係，會與中國紅十字會共同決定如何分配捐款，亦
會要求對方為香港紅十字會開設獨立戶口，獨立處
理香港賑災款項。如雅安地震等大型賑災項目，香
港紅十字會會聘請獨立審計機構進行政務審計，並
對重建項目進行外部審計，以確保專款專用。「我
們會確保款項一分一毫也不會浪費。」

籲現金捐款 勿送龜苓膏

一直在四川地震災區工作的香港紅十字會四川辦
事處主管林傳芃說，汲取了5年前汶川地震經驗，今
次四川政府和當地紅十字會處理蘆山地震的工作效
率有所提升。而汶川地震中的重建設施現時未發現
大問題，仍未見有需要扣起質量保證金。香港紅十
字會高級國際及賑災服務主任蔡穗昇說，在市民捐

贈的賑災物資中，出現龜苓膏、雙人床墊等物品，
他指出，這些物品無助支援災民，更會加重災區交
通運輸負擔，以及令物資調配變得混亂。蔡穗昇呼
籲市民以現金捐款，以協助專業志願團隊購買適切
物資。

因應嚴重性 無大規模募捐

蘇婉嫻透露，相比起5年前汶川大地震13億元的捐
款，今次雅安地震所收到的捐款明顯減少，但對於
款項減少是否與「中國紅十字會」的負面報道有
關，蘇婉嫻指，不能武斷地把兩者掛 。「我們沒
有一個明確的研究顯示兩者有關。香港紅十字會會
因應災情嚴重性決定是否呼籲市民捐款，而今次雅
安地震我們並沒有大規模呼籲市民捐款，所以款項
減少或與此有關」。她又強調，香港紅十字會會以捐
款者監督的角色處理賑災工作。

流動呼氣酒測儀 擬全數警署配置

內地父母陪子女來港考SAT

「屯青」年紀愈大 愈懶與母傾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錦燕）四川雅安

地震發生至今已超過2星期，香港紅十字會

表示，截至本月3日，共收到1,200萬港元捐

款，當中大部分為市民的個人捐款。現時香

港紅十字會已動用當中約200萬港元，作緊

急階段賑災工作，包括採購物資、建立臨時

安置點、提供醫療服務、復康服務等。香港

紅十字會指，會把雅安地震捐款專款專項使

用，又會按相關項目管理及財務要求，監察

捐款的使用。紅十字會又指，四川政府和當

地紅十字會汲取5年前汶川地震經驗，是次

處理蘆山地震工作效率有所提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廖穎琪）下周日便是母親
節，不少子女都會送禮物，並與母親慶祝一番。不
過，民建聯調查發現，青年對母親節不太重視，包
括不知道何時是母親節，需由商場母親節廣告「提
醒」，甚至要由母親開口。調查又發現，沒有與母親
同住的青年，逾80%不會每天致電給母親，兩代溝
通時間隨 子女年齡漸長而減少。雖然大部分受訪
者均會以不同形式報答母親，但5.1%人稱「不需要
報答母親」。

民建聯屯門支部及青年團體「八九點」上月18日
至30日期間，於屯門區以街頭訪問形式，訪問428名
35歲或以下的青年，了解他們與母親的關係、溝通
方法、如何度過母親節等。調查以受訪者年齡劃分
為4個群組，分別為12歲或以下（小學）、13歲至18
歲（中學）、18歲至23歲（大專），以及24歲至35歲

（在職）。

26.2％靠Apps溝通

結果發現，受訪者與母親談話時間隨 年齡漸長
而減少，由小學階段每日77.7分鐘；中學階段減少至
51分鐘；大專階段再跌至38.1分鐘；投身社會後只有
29.4分鐘。至於話題方面，49.5%是學校生活或讀書
成績；其次是電視劇及家庭事務。雖然面對面傾談

和電話仍然是兩代主要溝通渠道，但隨 智能手機
應用程式日益普及，26.2%受訪者表示，通常與母親
以手機程式，如WhatsApp、微信、LINE等溝通。民
建聯屯門區區議員曾憲康指出，以手機程式溝通已
成趨勢，可減低地域界限，有助溝通，但認為不能
取代傳統溝通方法，「聲音較文字，更能表達對母
親的情感關懷」。

有人以為6月才是母親節

最多受訪者表示，會努力讀書或工作報答母親。
母親節則最多選擇跟母親用膳，平均預算近300元。
不過，「八九點」副主席巫成鋒表示，訪問期間，
有青年不知道何時是母親節，「以為6月才是母親
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教科書分拆後，今
年書價平均依然上升3.2%。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昨日出席
公開活動時回應指，分拆後書價加幅低於通脹，而已分
拆的初中書本加幅亦較低，顯示分拆措施有效，未來會
進一步分拆高中課本。他又強調，當局已推出「一籃子
措施」，多管齊下盡量減低課本價格。

試用電子書 課本非唯一

吳克儉指，當局除了與書商聯絡、推動電子書外，又
鼓勵教師自製教材，教學資源平台亦有6,000多份免費
教學參考資料，學界可以使用。至於有家長團體要求政
府與書商設立機制，把教科書加幅「封頂」，吳克儉
指，書商是私人企業，當局須尊重其自主性。他又指，
現時課本有多種模式及方案，可供學校及教師選擇。而
試用電子書也反映課本「不是唯一的參考資料」。

吳克儉：分拆見效將拆高中課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文憑試將於7月放
榜，教育局昨日起一連2日於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舉行

「多元出路資訊Show 2013」，讓學生提早了解升學資
訊。其中，招生對象是文憑試不達「5科2級」考生報讀
的毅進課程，繼去年加價約一成之後，今年再加學費
4.7%，最高學費33,500元。另雖然今年學生短缺，但多
所自資院校均有意擴張，出現4校爭1地的情況。

專上學額6.1萬料足夠

教育局副局長楊潤雄於活動開幕致辭時表示，今年各
院校共提供逾6.1萬個專上學額，當中2.2萬個為學士學
額，其餘為副學位，另外還有約1.1萬個毅進、持續進
修及職業課程學額，相信可提供足夠學額予合資格的學
生升學。他又指，為了讓學生掌握全面的升學資訊，自
資高等教育聯盟最近亦已公布專上課程招生及取錄程序
指引。

不過，今年毅進課程學費繼去年加價約一成後，今年
亦加價4.7%，由去年3萬元至3.2萬元，提升至3.14萬元
至3.35萬元。浸大持續教育學院、公開大學李嘉誠專業
進修學院、職業訓練局工商資訊學院、嶺大持續進修學
院學費均為3.35萬元。

到場了解升學資訊的曹同學指，估計自己的成績將介
乎學位及副學位要求之間，未必能如願升學，故到提早

「取經」，作好準備。由於今年自負盈虧的大專學額過
剩，故已感受到院校的「熱情」，「例如明德學院就叫
我即場面試，只要符合『3322』就可升讀，但我覺得學
費太貴、學校太新，所以沒有面試」。

自資院校謀擴張 4校爭1地

此外，早前教育局推出的兩幅教育用地，包括位於摩
星嶺的前香港域多利道扣押中心用地，及馬鞍山的前五
邑工商總會馮平山夫人李穎璋學校校舍，昨日亦已截止
申請。雖然雙軌年學生人數倍增情況不再，但多所院校
都依然熱衷擴充。能仁書院、香港專業進修學校、耀中
社區書院及科技專上書院，均對馬鞍山用地提交申請，
明德學院則已申請摩星嶺用地。

能仁書院校長黃景波指，該校現正籌備學士學位課
程，以助副學位學生銜接。長遠而言，需有更大地方配
合發展，包括建立宿舍、體育設施等，若取得馬鞍山用
地，將可容納1,600位學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龐嘉儀）銜接美國高等教育
的SAT（Scholalistic Assessment Test）考試昨日於本港
多個考場舉行，其中有「萬人考場」之稱的亞洲國際
博覽館，就有數千考生應考，當中絕大部分為內地
生。不少父母專程從內地來港陪同孩子應考，有內地
家長表示，單是三日兩夜食宿、交通費、留港旅遊等
費用，預計人均消費逾6,000港元（下同）。

7機構赴港 亞博辦講座

考評局受美國大學理事會委託，成為SAT在港的代
辦機構。而亞洲國際博覽館更於前年起成為主考場，
去年接待了逾3萬名考生，大部分為內地考生。昨日
約7所內地教育機構赴港宣傳，並租借博覽館2樓舉行
講座，主要介紹美國本科名校申請資訊，同場又向考
生派發《考試秘籍》、《英文單詞天書》等資料，但
參與講座人數不多。

內地赴港考 人均花6,000元

來自江蘇的許先生表示，女兒有意赴美進行科研工
作，為了讓女兒圓夢，一家3口一同赴港，讓女兒安
心應考SAT考試，預計留港4日，人均花費約3,800
元。另來自瀋陽、同樣陪同女兒赴港考試的宋先生表
示，外國教育氣氛較內地自由，現時出國留學機會較
多，又指赴港應考SAT預計人均花費逾6,000元，並已
計劃遊覽海洋公園等景點。

來港應試的考生中，部分是通過參加考試團赴港。
其中來自北京、參加了當地教育機構所舉辦的考試團
的王同學表示，為期3日的考試團費用約6,300元，報
團考生多達100人。

來自山東考試團的張同學指，相對內地一些大城市
規模龐大的考試團，她參加的考試團只有21人，另由
於行程趕急，故旅遊時間不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

本地資助學士學位學額長期不足，不
少學生轉投其他地方升學。被譽為

「華南第一學府」的中山大學，昨日
來港舉行招生講座，並向港生「重點
推介」其全國頂尖的醫科。該校副校
長兼醫學院院長黎孟楓表示，中山大
學有8所附屬醫院，再加上強調實踐
及設有英語班，有助學生到不同地方
執業。有港生有感內地充滿機遇，希
望入讀該校工商管理課程，認識內地
經濟體系，增加自己的優勢。

中山大學昨日於香島專科學校舉辦
招生講座，吸引約200位家長及學生
到場。黎孟楓表示，該校目前有逾
6,000位教職員、逾2,000位副教授及
1,000多位教授，全校全日制學生多
達5.3萬人，規模龐大。此外，該校
有112個本科專業、287個碩士課程及
231個博士課程，讓學生繼續深造時
可獲推薦免試銜接。黎孟楓又以過來

人身份表示，自己一直以來只於中山大學接受
教育，但亦能於美國教學及成立實驗室，可見
該校學術水平為國際認受。

設獨立招生 免試招港生

該校目前有3個途徑供港生報讀，除了已截
止的港澳台聯招外，還有於本月18日截止的獨
立招生及明天開始的「免試招收港生計劃」，
分別提供約50個及35個學額。去年就有469位
學生透過「獨招」報名，競爭63個名額，平均
逾7人爭1位。免試計劃逾2,000報名，最終錄
取35個，成績約為「4433」。

應屆文憑試考生丘同學表示，預計可考獲全
科4級，未必能入讀中文大學商學院，故希望
轉投內地中大，「加上香港現在不少企業都向
內地招人，如果入讀中山大學，對內地經濟體
系更有認識，可能將來發展更好」。不過，她
坦言，最近內地及香港矛盾激化，擔心內地學
生不知會如何看待港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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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繼盛）上月發表的審計報
告揭發警方打擊酒後駕駛效率低，立法會就有關內容
進行公開聆訊。有議員關注部分警署因沒有酒後呼氣
測試儀器，令測試延誤；亦有議員質疑警方主要於日
間執法，執法地點過於固定。警務處處長曾偉雄表
示，在資源許可的情況下，會多在夜間做測試。他又
透露，正計劃於每個警署引入新的覆檢測試儀器，期
望今年第四季完成測試流動式舉證呼氣測試儀器。

上月審計署發表的報告表示，去年未能通過酒精呼
氣測試的駕駛者中，逾半數因帶返警署進行舉證呼氣
測試時相隔太久，導致體內酒精濃度降低而未能執
法。部分警署更未有設置舉證測試議器，以及儀器出
現故障，進一步影響執法。而偵察超速攝影機系統亦
被發現阻嚇力有限，建議警方檢討呼氣測試及簡化呼
氣測試程序，同時加快推行偵察平均車速攝影機系統
試驗計劃。

未添置儀器 謝偉俊關注

立法會政府帳目委員會昨日就報告內容進行公開聆

訊，立法會議員謝偉俊關注部分警署沒有酒後呼氣測
試儀器或儀器有損壞，會導致測試延誤。

一哥料第四季完成測試

警務處處長曾偉雄於會上解釋指，警方進行酒精呼
氣測試時，會因不同情況出現一定延遲，例如安排翻
譯人員、司機要求與律師見面等。此外，由於酒後呼
氣測試儀器由氣樽推動，需要獨立房間擺放，部分警
署沒有空間這樣做。不過，他透露，正計劃在每個警
署設置每部價值10多萬元的相關儀器，以盡量避免測
試時間延誤。警方又委託科大研發流動式舉證呼氣測
試儀器，期望今年第四季完成測試，但警方需研究如
何確保有關證據獲法庭接納。

曾偉雄又表示，若呼氣測試集中在日間進行，可做
到較多測試。不過，他承諾，警方會在資源許可的情
況下，在夜間多做測試。他認為，測試有保持地點的
隨機性，但受制於現實，例如地點的限制。他希望議
員明白警方苦心，又希望市民任何時間也不要酒後駕
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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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方法。

廖穎琪 攝

■香港紅十字會指，會把雅安地震捐款專款專用。

香港文匯報記者陳錦燕 攝

■丘同學表

示，如果入

讀 中 山 大

學，對內地

經濟體系更

有認識，可

能將來發展

更好。

歐陽文倩 攝

■教育局副局

長楊潤雄（左）

及自資專上教

育委員會主席

雷添良（右）

昨日出席升學

展覽，了解院

校招生資訊。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歐陽文倩 攝

港
紅
會
：

招文憑試肥佬生
毅進又加價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