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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局2016年起分13年逐步撤 未來3年不受影響

英基失3億資助學費料增23%

現時英基營運21所中小幼及特殊學校，其
中15校每年共獲政府約2.85億元資助，涉

及約1.3萬名學生。因應有關資助源於歷史因
素，不符合政府不向國際學校提供經常性資助
的政策，雙方兩年多前開始商討未來安排。而
教育局昨日向英基確認逐步撤資方案，建議在

未來3個學年，即2013/2014年至2015/2016年凍
結英基資助金額，並於2016年起逐步削減資助
額，為期13年直至2028/2029學年。所以目前獲
資助的英基中小學生，及正就讀其私立幼稚園
並於2015年或之前升小者也將不受影響。

保障就讀生 較預期理想

英基學校協會主席唐家成昨表示，英基一直
爭取持續資助，坦言當局建議非完美，但至少
能保障現有學生，已比預期中理想。他又表
示，實行撤資建議後，2016年入學的小一生將
不獲資助，預計屆時學費將大增23%，以部分
抵銷撤資影響。現時英基小一學費為6.61萬
元，至今年9月將增至7萬元，即使不包括未來3
年的通脹，其學費至少增至約8.61萬元。

特教資助維持現有水平

而按教育局建議，政府每年向對英基屬下賽馬
會善樂中學及學習支援班提供合共的2,830萬元

特殊教育需要資助，會維持現有水平，直至下次
相關檢討為止。另外，由於英基早於2008年已就
重建港島中學要求提供資助，當局會繼續處理有
關工程津貼，稍後會向立法會提交撥款申請，英
基估計項目涉款約2.7億元；而之後建校或相關
工程，英基若與其他國際校看齊，可向政府申請
地皮及免息貸款，但不會再獲資助。

唐家成表示，英基管理局上月底會議已通過
原則上接受當局上述的建議，並打算在本月11
日和14日舉行兩場家長會，諮詢持份者意見，
暫時未收到有家長強烈反對。而管理局會在本
月18日將就建議作最終決定。

教局：不資助非本地課程合適

教育局發言人則表示，政府的政策是不向主
要開辦非本地課程學校提供經常資助，因此提
出逐步取消對英基資助的安排，是合適做法。
當局計劃在英基完成諮詢持份者後，於7月向立
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匯報資助檢討的結果。

鄭國漢簡歷
年齡：60歲

學歷：中文大學榮譽社會科學學

士──主修經濟學（一級榮譽）、

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經濟碩

士及經濟學哲學博士。

現職：科大商學院院長及經濟學

系講座教授

過往工作經驗：美國佛羅里達大

學經濟學系助理教授及副教授、

科大商學院博士課程主任、工商

管理學院副院長及經濟系系主任等。

現任公職：「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非執行董事、

「香港金融研究中心」董事、「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投資者教育中心管治委員會主席、「經濟發展委員會」和

「競爭事務委員會」委員。

過往曾任公職：「廣播事務管理局」及「臨時最低工資委員

會」成員

專業貢獻：曾擔任《國際經濟學報》（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副編輯及《太平洋經濟評論》（Pacific Economic

Review） 副編輯

資料來源：科大及嶺大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景熙

撤銷英基資助建議
■2013/2014至2015/2016學年，

凍結對英基學校每年約2.85億

元的經常性資助金額。

■2016/2017學年起，分13年逐

步取消向英基提供的資助。

■繼續向賽馬會善樂中學及學習

支援班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提供每年共2,830萬元的資

助。

■資助重建港島中學，英基估計

涉款約2.7億元；未來不再提供

工程及建校資助，但英基可申

請地皮及免息貸款。

資料來源：教育局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馮晉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教育

局與英基學校協會經過逾兩年的商討，

初步落實撤銷其每年近3億元資助的具

體建議。於2013/2014學年起的3年

內，英基資助將維持現時水平，但於

2016/2017年開始，會分13年逐步取消

有關資助，直至2028/2029年所有獲資

助者預科畢業為止，意味 包括私立幼

稚園在內，現時所有就讀英基屬校學生

都不會受影響。另外，當局亦會維持向

英基每年提供2,830萬元針對特殊教育

需要學生的資助。按有關安排，2016

年入讀英基小一者將屬於私立營運，英

基預計屆時學費將大增約23%，而有關

數字尚未包括通脹。教育局則指，約於

7月向立法會匯報英基資助檢討的結

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雅艷）香港的運輸系統
可以概括為「公交為主、鐵路為幹」。港鐵公司
工程總監周大滄昨於香港總商會的聚會中發表

「可持續基建發展」演講，並指出香港逾700萬人
口，每日有超過1,100萬趟行程，當中90%使用各
種公共運輸工具，其中鐵路和專營巴士2種集體
運輸交通工具所佔的市場份額最高，分別為
46.4%和36.2%，「香港面對地少人多的問題，擴
大鐵路網勢必是未來交通發展的方向」。

周大滄：未來7年鐵路豐收期

周大滄表示，未來7年是香港鐵路發展的豐收
期，正在興建的5個鐵路項目，包括廣深港高速
鐵路香港段、觀塘線延線、西港島線、南港島線

（東段）及沙田至中環線，預計會在明年至2020
年相繼通車，屆時鐵路網絡將覆蓋全港逾70%人
口居住的地區，理順本港公共交通系統，減少環
境污染。周大滄認為，運輸規劃及城市規劃唇齒
相依，「發展鐵路可釋放地面土地發展住宅及商
業項目，同時又可連繫區與區之間的網絡，為舊
區注入活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廖穎琪）尖沙咀
沖涼鴨、西九屎，近月觸動不少港人的

「藝術」細胞，前者風頭一時無兩，人人
爭相合照，後者同樣人氣高企，但就嘲
諷居多。同樣的巨型塑膠、載 同樣的
空氣，評語卻走向兩極。西九文化區M+
博物館行政總監李立偉（Lars Nittve）昨
日表示，展覽引起社會大眾討論「甚麼
是藝術？」已很成功，不認為「西九屎」
被搶鏡。

「M+進行：充氣」展覽由4月25日至
昨日，入場人次達到約14萬，展覽明日
結束。李立偉昨日接受訪問時稱，雖然
期間天氣不穩，加上展覽地點亦不算方
便，認為錄得萬計入場人次是十分成
功，走進大眾，M+未來每年會舉辦1個
至2個不同類型的展覽，包括M+的建築
設計及代表香港參與第五十五屆威尼斯
藝術雙年展的藝術家李傑的作品，亦會
開展電子平台。至於M+建築費，他稱因
未選定設計方案，故未知金額。

李立偉：訊息不能描述須親歷

其中一個由美國藝術家Paul McCarthy
設計的展品「複雜物堆」被嘲是糞便，
反而尖沙咀海傍另一展期相若的巨型膠
鴨（Rubber Duck）展覽卻萬千寵愛在一
身，到底甚麼是藝術？李立偉認為藝術
品是由藝術家創作，十分簡單直接，但
甚麼是好的藝術？外型漂亮、可愛？還
是有意義？他指出，好的藝術是不能以
紙筆描述，須親身去經歷，才能感受到
藝術家所表達的訊息，「make you think
twice（令人深思）」。

李立偉表示，現時M+有約21名員工，
但未來數月會展開新的招聘程序，包括聘請約17
名策展人，預計開館時會聘約400人，招聘時
重專才和經驗，倘未能於本地找到合適人選，便
會「請外援」，但他認為約10年後，香港便可以
出產出色的本地藝術管理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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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費平選科多 內地免試升學報名熱

嶺大推薦鄭國漢任校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熙）嶺南大學校長陳玉

樹去年10月因病辭職，校長遴選委員會經過近8個月
全球招聘，昨日宣布推薦現任香港科技大學商學院
院長鄭國漢出任下屆校長。校方將於本月17日下午
安排鄭國漢與師生交流，之後校董會及諮議會將考
慮新校長委任決定。校董會主席陳智思指，鄭兼備
學術及管理能力，期望他進一步提升嶺大水平及口
碑。鄭回覆香港文匯報查詢時表示，對提名深感榮
幸，希望有機會貢獻嶺大。

鄭獲提名感非常榮幸

鄭國漢表示，現在只是獲得提名，跟最終是否獲
任命還有一段距離，暫不接受訪問，但對獲得提名
感到非常榮幸；又稱嶺大是提供具有特色的博雅全
人教育的學府，本科生基本上在學校居住，具備獨
特優勢，希望有機會為嶺大作出貢獻。

據了解，校長遴選過程相當激烈，受校方委託的
獵頭公司先在全球挑選了300人，然後減至21人名
單，再進一步篩選至最後5人，其中鄭國漢獲遴選委
員會逾五成委員支持。委員會昨日宣布，將向校董
會推薦鄭國漢出任下屆校長，並於本月17日安排他
與師生面會。遴選委員會又指，理解見面日期時間
並非最方便的安排，建議未能出席的持份者以電郵
向委員會表達意見。

陳智思：出身經濟無妨

鄭國漢於1992年由美國回流香港，在科大任職逾
20年，多年來在港擔任多項公職。陳智思讚揚鄭兼
備學術及行政管理能力，期望他於9月上任後加強與
師生溝通，讓社會更認識嶺大及其博雅教育精神。
對於出身經濟學的鄭國漢成為人文學科掛帥的嶺大
校長，陳智思笑言，這與前任校長陳玉樹背景類
似，同樣出身經濟及財務學，問題不大。

陳智思又透露，鄭國漢參與遴選時，已表明清楚
了解早前嶺大屬下社區學院及持續進修學院超收事
件，承諾日後如果上任，會跟進本部及兩校關係和
定位；就近年大學生積極參與社會運動，鄭已答
應，一旦學生捲入政治衝突，校方會盡力協助。

陳智思建議，鄭國漢成為校長後，應避免評論太
多政治議題，以免外界產生混亂，難以分別他的言
論屬個人或校方立場。對於鄭出任多項公職，陳認
為，校長參與公職可提升外界對嶺大認識，但學校
有頗多問題尚待處理，或建議鄭有需要時辭任部分
公職。

學生會不滿沒有投票權

嶺大學生會會長葉泳琳批評，學生於遴選委員會
中無投票權，亦未獲發相關文件，難以判斷鄭是否
最合適人選。她又稱，學生普遍不熟悉鄭，又時值
暑假，會積極聯絡各宿生會、系會，鼓勵學生出席
本月中的見面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有70所內地
高校參與的免試招收港生計劃近日截止報
名，昨日陸續有報名者到兩所指定中心確認
申請，秩序良好。多名學生均指，到內地升
學不單學費便宜，且學科選擇多，港生較易
符合收生要求，似乎內地已成為港生升學的

「新寵兒」。
本報記者昨日到中國教育留學交流（香港）

中心的上環確認中心現場了解情況，大批學
生到場辦理確認手續。由於報名者須預先經
網上預約辦理手續的時間，故昨日秩序大致
良好，最高峰約有30人輪候登記。不過，有
不少學生「蝦碌事」頻生，有的忘記帶證明
文件，未能成功辦理確認手續，要擇日再

來。

港媽要求高 非名牌不睬

陳同學與母親昨日一同到確認中心。陳同
學表示，心儀復旦大學的「經濟管理」及北
京大學的「臨床醫學」，並分別以此為首次
志願。她預期文憑試成績全部奪4級，期望
能順利升讀。陳太則表示，「如果不是名牌
大學，就不會要女兒去內地讀書吧！」她
指，如果兩校取錄女兒，不會考慮本地大
學。

首揀內地升學 體驗文化生活

昨日完成確認手續的鍾同學表示，一直希

望有機會到內地升學，除了因為學科選擇多
之外，也渴望親身體驗中國文化和生活等。
他已報讀中國政法大學的國際政治，雖然同
時報讀了浸大的中國研究，但表明以內地升
學為首選。

報名者：有備無患

葉同學表示，先報讀內地大學，在放榜
後，若成績不理想，也不至於手忙腳亂。她
認為，「內地大學學費較香港便宜，收生要
求亦較香港低，在內地升學未嘗是一條新出
路」，已打算報讀暨南大學的經濟統計學，
認為該校地理位置近便，而且來港招生已有
多年歷史，故較有信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維寶）互聯網為人類生活帶
來極大的方便，但沉迷上網亦會帶來負面影響。專門協
助青少年戒癮的香港青年協會「青年全健中心」服務顯
示，在522宗接受跟進輔導的個案中，有71%涉及沉迷
上網，每日平均上網4.9小時，周末上網時間平均8.1小
時。中心督導主任徐小曼表示，手機及平板電腦愈趨流
行，令更多青少年花更長時間上網，情況比以往更嚴
重。

71％個案因網癮 毒癮僅11.4％

青協「青年全健中心」由2011年1月開始營運至2013
年4月期間，共收到1,474宗有關成癮問題的求助轉介及

查詢，當中有522位接受跟進輔導。在眾多成癮行為
中，沉迷上網佔整體求助個案的71%，其次為吸毒問
題，達11.4%，可見沉迷上網已是青少年面對的最大引
誘。

「青年全健中心」曾經為137位接受戒癮輔導的個
案，進行「前測後測問卷比較」。數據顯示，個案接受
輔導前平日上網時間為4.9小時，輔導後則減少至3.3小
時，周末上網時間則由平均8.1小時明顯地減少至6.6小
時。另外，73.6%個案同意輔導後「更清楚問題上網帶
來的負面影響」，而60.3%表示「更能控制自己的情
緒」，58%「提升了動機減少上網」，至於，57.2%表示

「輔導能幫助自己減少上網」，反映他們網絡沉溺的傾

向減低。

科技普及 情況惡化

中心督導主任徐小曼認為，相對戒毒、戒煙及戒賭服
務，社會上提供專門「戒網癮」的服務既分散又有時
限，令不少家長面對子女沉迷上網問題時束手無策。徐
小曼又表示，過度上網行為會為家庭、學業及情緒等帶
來負面影響，而隨 手機及平板電腦愈趨流行，青少年
可以隨時隨地上網，令更多青少年花更長時間上網，情
況比以往更嚴重。

徐小曼建議，老師、家長及社工應盡早與青少年就使
用網絡進行對談，一起探討如何在享受上網樂趣之餘，
又能共同克服科技帶來的困擾。在服務供應方面，應在
預防教育與輔導支援方面雙管齊下，以回應多變的網絡
生態所產生的個人影響。

青年上癮求助「迷網」多過吸毒

■昨日大批學生到場辦理內地升學手續，秩序大致良好，最高峰約有

30人輪候登記。 黃偉邦 攝

■陳同學(左下)預期文憑試成績全部奪4級，期望能順利升讀內地

復旦大學的經濟管理學。 黃偉邦 攝
■鍾同學表示，希望到內地升

學親身體驗中國文化和生活。

黃偉邦 攝

■唐家成表示，英基一直爭取持續資助，

坦言當局建議非完美，但能保障現屆學

生，已比預期中理想。 黃偉邦 攝

■葉同學表示，先報讀內地大

學買保險。 黃偉邦 攝

■李立偉認為，「M+進行：充氣」展覽引起社

會大眾討論藝術，已很成功。 廖穎琪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