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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鈞步行籌款助貧生

港大附院副學士搭「學位直通車」
商科生「優惠價」銜接美校學士課程 未來「計劃」擬擴張

香港大學附屬學院校長陳龍生表示，該校已和
南伊利諾州大學艾德華村分校簽署協議，讓

雙方的學生可先在港大附屬學院修讀兩年副學士
課程，再直接銜接南伊利諾州大學艾德華村分校
的第三年學士課程。該校於華盛頓月刊被評為全
美671所Master's Universities Rankings（碩士大學
排名）的首40位。

每年7.4萬元學費升美校
有關計劃將開放予該校的工商管理副學士畢業
生申請，南伊利諾州大學艾德華村分校則會開放
會計學、商業經濟及金融、工商管理、計算機管
理及資訊4個學士學位課程供學生選擇。計劃名額
不限，學生只要GPA達2.7分就可申請。一般海外
生若要入讀南伊利諾州大學艾德華村分校，須繳
付每年10萬港元學費，但計劃下學生可以「優惠

價」每年7.4萬港元升讀該校，「整體來說，只是
比本地讀資助大學多5萬元左右，就可以有兩年本
地、兩年外國的學習體驗。」陳龍生亦表示，校
方有意彈性處理，以審視其他課程學生和已入學
的學生是否亦可以參加該計劃，但一切要和合作
院校商討。
陳龍生又透露，該校與英國的斯旺西大學

（Swansea University）亦準備簽署協議，未來
「直通車計劃」或會再擴張。由於該校行3年制課
程，故學生屆時只需再讀1年或1.5年就可取得學
士學位。
此外，為了加強學生的英語能力，陳龍生表

示，校方將會在9月起，逢星期六就把校舍的四樓
改為「英語村」，設有銀行、郵局、法庭等主題
場景，讓學生在教師的指導下熟習日常英語。有
關計劃亦希望開放予中學生或社區人士參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副學士常被視為次等選擇，為加強課程的叫座
力，香港大學附屬學院將於下學年推出「國際學位直通車計劃」，與美國的南伊利諾
州大學艾德華村分校（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Edwardsville）合作，讓商科學生
在附屬學院完成課程後，若成績達標，即可以「優惠價」學費每年7.4萬港元，直接
銜接該校學士課程的第三年，兩年後就可取得該校的學士學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心澄）「關懷愛
滋」的一項調查顯示，本港性活躍的受訪青
少年普遍知道安全套可有效預防感染性病及
愛滋病病毒，但使用安全套比率不足一半。
另大會為受訪者進行尿液測試，有12%人已
感染衣原體，相較其他高風險社群如男同性

戀者（3.9%）及嫖客（2.6%）的感染率高出
1.9倍至3.5倍。「關懷愛滋」希望提供相關
的工作坊，教導青少年安全性行為，減少染
病及意外懷孕的風險。
為了解本港14歲至25歲異性戀性活躍青
少年的性行為模式，「關懷愛滋」於去年以
問卷訪問了187位青少年。調查發現，八成
半人知道使用安全套能有效預防感染性病及
愛滋病病毒；近九成半人明白「不能從外表
判斷對方是否性病或愛滋病病毒感染者」。

多知用套防中招 僅近半人用
不過，受訪青少年的安全套使用比率不足一

半，在全數 187 名受訪者中，共有129人曾於
過去6個月與人發生性行為，但當中只有四成
半人每次均使用安全套。另四成人曾於過去6
個月與固定性伴侶發生性行為，而只有三成八

人每次均使用安全套，比率不足一半。
整體而言，78%受訪者從未接受性病或愛

滋病病毒測試，而在參與是次尿液測試的
129位青少年中，有12%人已感染衣原體，
相較其他高風險社群如男同性戀者
（3.9%）及嫖客（2.6%）的感染率高出1.9
倍至3.5倍。
「關懷愛滋」項目經理何冠雄表示，調查
反映只是具備相關知識無助青少年實踐安全
性行為，該會希望透過工作坊教導青少年學
習處理不同性相關疑難，如與伴侶商討使用
安全套及在購買安全套時如何面對收銀員的
目光等，逐步增強他們的溝通及解難技巧，
相信長遠可減低感染性病、愛滋病病毒及意
外懷孕的風險。
為更有效向目標青少年宣傳健康測試服

務，「關懷愛滋」特別邀請YouTuber薑檸樂
製作推廣短片，呼籲曾進行不安全性行為的
青少年盡快到「關懷愛滋」油麻地測試中心
預約測試，熱線電話為23946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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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民政事務局局長曾
德成昨日以《紀念五四 傳承文化》為題在網誌
撰文，講述香港青年會於今日（5月4日）在金紫
荊廣場舉行升旗儀式，並有一系列活動，紀念
1919年的五四運動，慶祝青年節。曾德成寄語大
家要學習當年青年學生那樣關心國家、如飢似渴
地學習西方，但也要如飢似渴地學習中華文化。
曾德成昨日在網誌簡述五四運動，當時中國
名義上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之一，但列
強卻在巴黎和會上把德國在山東省的「權益」
交給日本，北京學生因而發起示威運動，反對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巴黎和會不公平對待中國，
及反對北洋軍閥政府喪權辱國。運動從北京蔓
延至全國，產生廣泛影響，由此推動中國革命
進入新的階段。因此，五四運動被視為中國近
代發展史上一個重要的里程碑、分水嶺。
曾德成說，自「五四」以來，中國人經過持
續奮鬥，現時國內境況與國際關係都發生了翻
天覆地的變化，中華民族受侵略欺凌的時代已
經一去不返，但「五四」形成的愛國、進步、
民主、科學的精神，一直沒有過時。

籲學當年人關心國家
曾德成續說，近年有學者拿歐洲的文藝復興與
「五四」新文化運動作對比，但他認為「五四」
新文化運動與歐洲文藝復興發生在不同的時空，
不能直接相比。不過曾德成認同文化的重要性、

文化的發展規律、文化史的不可割斷，其理甚明。
曾德成補充，五四運動至今已過近百年，大家都得後

見之明，可以有更全面的認識。他指，隨着中國不斷發
展、進步，國人正逐漸建立文化自覺、文化自信，大家
都應學習當年青年學生那樣關心國家、如飢似渴地學習
西方，但也要如飢似渴地學習中華文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心澄）為籌募經費幫助
因經濟問題而輟學或缺乏
參與活動機會的學生，
「萬鈞教育基金」於上月
25日（星期六）在天水圍
濕地公園舉辦萬鈞步行籌
款2015活動。地政總署署
長甯漢豪擔任主禮嘉賓，
聯同基金創辦人譚萬鈞、
執行校董容麗珍、數十位
機構校董、連同匯知中
學、伯裘書院、賽馬會毅
智書院三校近千位師生出
席，場面熱鬧。
活動當日開幕禮於上午

十時正在天水圍濕地公園

正門舉行，在進行簡單起
步儀式後，嘉賓們及眾師
生先沿途參觀濕地公園，
接着回程步行至終點站伯
裘書院。
頒獎典禮於中午舉行，

以獎勵萬鈞教育機構轄下學
校籌款額最高的班別及同
學，並向機構轄下具有優秀

表現的基層同學頒發獎學
金，以作鼓勵。譚萬鈞致辭
時表示，基金的創立是要推
動同學努力學習，繼而走出
課室，走出校園，更要走出
香港，面向世界。甯漢豪則
讚揚基金「人人可教」的教
育理念，她寄望基金的規模
能不斷擴大。

12%性活躍青少年染性病

■團體鼓勵青少年安全性行為。大會提供圖片

■萬鈞基金舉辦步行籌款。 大會提供圖片

■■陳龍生表示陳龍生表示，，該校該校「「國際學國際學
位直通車計劃位直通車計劃」，」，讓畢業生銜讓畢業生銜
接美校學士課程接美校學士課程。。歐陽文倩歐陽文倩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繼盛）2012年發生的膠粒
事件，大批市民自發參與海岸清潔工作，令海岸清潔
問題成為公眾關注點。港府隨即成立「海岸清潔跨部
門工作小組」，並於上月公布海上垃圾研究報告，列
出27個需優先處理海上垃圾地點，當中包括3個刊憲
泳灘。荃灣區議員林琳表示，每逢打風，都會有大批
垃圾沖上沙灘，好在近年當局加強清理，樂見政府重
視相關問題。

當局年蒐海上垃圾1.5萬公噸
「海岸清潔跨部門工作小組」上月發表海上垃圾研

究報告，當局每年收集約1.5萬公噸海上垃圾，其中逾
70%為塑膠及發泡膠。報告又列出27個需優先處理海
上垃圾地點，包括3個由康文署管理的泳灘，當中以
海美灣泳灘最接近市區。而附近的「沿荃灣海灣及青
衣北岸」和「近雙仙灣的沿岸」亦同在27個優先處理
地點之列。
記者昨日到海美灣泳灘及雙仙灣等實地考察，現場

所見海美灣泳灘和雙仙灣沙灘都未見有大量垃圾，但
見不時有塑膠包裝材料和膠袋隨海浪沖上灘，雙仙灣

附近石灘卻堆積大量垃圾，包括發泡膠、木塊、膠樽、破鞋
等，甚至直經1.6米的大型輪胎等。
民建聯荃灣區議員林琳表示，每逢颱風過後，就會有大量垃

圾沖上荃灣海岸的沙灘，之前區議會都有討論海灘垃圾問題，
亦有舉辦沙灘清潔活動。她指泳灘、海灘及海上垃圾都分屬不
同部門管理，而雖然當局有意設立海濱管理局，但主要較重視
海濱長廊的管理，對沙灘管理著墨不多。
對於區內有達3個地點被列為「需優先處理海上垃圾地
點」，其中「近雙仙灣的沿岸」更屬「高度關注」，林琳指，
近年當局有加強清理海岸垃圾，顯示政府正視荃灣海岸垃圾問
題，對市民而言的確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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鶴咀石灘淪「垃圾灣」
料達185公噸 89%塑膠 若入食物鏈損市民健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繼盛）如果香港

變成「垃圾圍城」，將會成為何等境況？

港島石澳的鶴咀海岸保護區附近有一處被

稱為「垃圾灣」的石灘，灘上長年堆積大

量垃圾，達半米之深，而且傳來陣陣惡

臭。環保團體估計，該處已堆積185公噸

垃圾，估計要46架垃圾車方可全數運走。

環團擔心大量垃圾堆積會影響景觀以至海

洋生態，甚至進入食物鏈危及市民健康，

促請當局正視海岸垃圾問題，巡查偏遠沿

岸地點並加強清理。

石澳鶴咀垃圾灣毗鄰「鶴咀海岸保護區」，車
輛需持許可證進入，徒步行走陡峭山路約15

分鐘方可到達。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約30名
義工，上周一於垃圾灣進行海洋垃圾調查，估算垃
圾達1,200萬件，總重185公噸，需46架四噸垃圾
車才可全數運走。其中有89%為塑膠包括發泡膠
碎。另外，9名義工在短短30分鐘內，已可在灘上
收集到2,064個膠樽。

港大女生痛心：堆積如山
港大江同學坦言，垃圾堆積如山，已很難看到
真正的沙和石，加上陣陣垃圾臭味，情況比想像
中嚴重，對此她感到痛心。她認為當局應從教育
做起，讓市民養成自行帶走垃圾、垃圾分類回收
習慣。
本身任職遠洋輪船員的鄭先生，一年前開始參與
海岸清潔。他坦言行內船員直接將垃圾棄海的情況
十分普遍。自開始參與海岸清潔後，自己都開始自
律，在船上會自行處理有關垃圾，盡力減少海上垃
圾產生。

東風吹上岸 情況趨嚴重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項目經理（育養海岸）
楊松頴表示，早在1995年已有文獻提到鶴咀堆積
垃圾的問題，可惜問題不旦未有改善，甚至越趨嚴
重，坦言垃圾灣的垃圾堆積程度是歷次海岸清潔活
動以來最嚴重。他分析，由於垃圾灣面向東面，而
本港全年有四分三的時間都是吹偏東風，令垃圾灣
長期有垃圾上岸。
楊松頴認為，當局多集中清理泳灘和海岸公園的

垃圾，如垃圾灣、離島等偏遠地點則較少清理。部
分塑膠垃圾中亦有被魚咬過的痕跡，反映塑膠等垃

圾有進入食物鏈的風險，而大量垃圾堆積和在海上
漂浮亦會影響航道安全。現時4個政府部門分別負
責管轄不同海域和沿海的清潔，例如香港一般水域
屬海事處，刊憲泳灘屬康文署，海岸公園及海岸保
護區屬漁護署，其他近岸則由食環署負責。他促請
政府當局協調不同政府部門，從源頭減廢，減少垃
圾進入海洋和加強清理海上垃圾，並呼籲公眾減少
製造垃圾。

食環署回應指，署方知悉垃圾灣有垃圾堆積問題
後作出調查，發現垃圾灣位置偏僻，對出海面亦經
常風高浪急，陸上交通工具又不能到達。署方現正
積極研究清理垃圾灣上的垃圾的方案，包括尋求其
他政府部門協助，以便進行有關清理工作。
海事處則指，曾有部門稱有環保團體到垃圾灣清

理垃圾，海事處會在海面和天氣情況許可下，安排
船隻協助運送垃圾離開。

■石澳鶴咀垃圾灣可謂「灣」如其名，長年堆積大量垃圾，義工在短短30分鐘內，已可在灘上收集到
2,064個膠樽。 香港文匯報記者羅繼盛攝

■香港大學三年級生江小姐(左)坦言，現場堆積垃
圾的情況比想像中嚴重，為此感到痛心。

羅繼盛 攝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項目經理（育養海岸）
楊松頴(左)展示有疑被魚咬過的塑膠垃圾，擔心垃圾
會有進入食物鏈的風險。 羅繼盛 攝

■■民建聯荃灣區議員林琳表民建聯荃灣區議員林琳表
示示，，每逢颱風過後每逢颱風過後，，就會有就會有
大量垃圾沖上荃灣海岸的多大量垃圾沖上荃灣海岸的多
個沙灘個沙灘。。 羅繼盛羅繼盛攝攝

■■雙仙灣附近的石灘堆積雙仙灣附近的石灘堆積
大量垃圾大量垃圾。。 羅繼盛羅繼盛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