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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中醫「練功」一載 既「感恩」亦「豐盛」

有學校「走法律罅」TSA換名續「作惡」

休版啟事

22名校補助公積金資產值跌 專家指短期波動影響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過去半年金融市場波動，

令涉及全港逾3.6萬名津貼學校老師的津校公積金總資產

值經歷金融海嘯以來最大的單季跌幅。教育局公佈的最新

一季財務數據顯示，津校公積金資產值由之前一季的

741.1億元，大減至695.4億元，3個月間「蒸發」達45.7

億元；而包括22所傳統名校的補助學校公積金，同期資

產值也下跌約1.9億元。津校公積金管理委員會指出，公

積金屬長線且分散風險的投資，相信短期波動對教師的退

休保障未有太大影響，委員會會因應情況按時檢討及調整

投資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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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優才拒跳級：
與友同成長學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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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校公積金「損手」
單季「蒸發」45.7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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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6月至8月

616.6億元

695.4億元

112.8%

2015年6月至8月

26.9億元

30.7億元

114.2%

2015年3月至5月

608億元

741.1億元

121.9%

2015年3月至5月

26.5億元

32.6億元

123%

2014年6月至8月

584.9億元

714億元

122.1%

2014年6月至8月

25.6億元

31.6億元

123.6%教育局近日公佈津校及補助學校
公積金最新一季的財務簡報，

截至今年8月31日，前者供款人賬
目為616.6億元，經投資後淨資產總
值695.4億元，與截至5月31日之前
一季比較，數額大跌了45.7億元。
另一方面，包括約1,200名傳統名校
老師的補助學校公積金，同期淨資
產亦由32.6億元跌至30.7億元，減
值1.92億元。

金融海嘯後最大單季跌幅
津校公積金及補助公積金均跟隨
學校年度即8月底作結，如以資產覆
蓋率（即「淨資產」/「供款人賬
目」×100%）計算，2014/15學

年兩者分別為112.8%及114.2%，較
2013/14學年分別大減9.3個百分點
及9.4個百分點，預料對年度派息構
成相當壓力。
兩項公積金的財務簡報資料指

出，投資回報下降，原因包括季內
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下調，以及各地
股市波動，而市場也對美國加息持
觀望態度。以津校公積金為例，其
總資產約有兩成屬香港股票，但在
季內（6月至8月）恒生指數下調達
約21%，相關資產值亦由156.7億元
大減至129.2億元，「損手」達27.5
億元。
事實上，兩項公積金近年表現保

持平穩，是次減值幅度是自2008年

底金融海嘯以來最大。在2008年9
月至11月間，津校公積金的資產一
季內「蒸發」了多達119.4億元，而
補助公積金則「蒸發」了4.9億元。

長線投資毋須過分擔心
津校公積金管理委員會主席、真

光女書院校長譚劍虹表示，受本
港、內地及環球股市的短期波動影
響，以市值入賬的公積金淨資產值
確有所下跌；但他認為公積金是以
長線投資作策略，加上分散於本港

和海外不同的股票和債券上，教師
毋須過分擔心有大損失，其退休保
障也未有太大影響。他補充，近期
本港及環球金融市況已有所回穩，
相信公積金淨資產值亦會反彈。
譚劍虹又指，教師公積金是按管

理委員會和投資小組委員會所訂的
投資目標和策略進行投資；每次管
理委員會會議均會就最新的投資策
略作討論，亦會邀請基金經理向委
員講解投資市況，因應情況按時作
檢討及調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特區政府近年大
力推廣生涯規劃，鼓勵青少年在中學階段及早規
劃人生方向。不過，有機構針對基層青少年進行
調查，發現過半學生認為學校提供的升學與就業
支援不足，而且中學的生涯規劃輔導課單一過
時，仍然停留在校內講座階段；加上大專資助課
程學額及自資課程資助額不足，而職業教育的社
會認受性低，限制了基層青少年的出路選擇。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於今年3月至8月，就基層青少

年升學及就業困難進行問卷調查，收回82份有效問
卷。結果發現，分別有七成及六成學生指校方有提
供升學資訊及就業資訊，但有超過五成學生認為學
校提供升學與就業支援不足。至於學校提供升學及
就業資訊渠道中，以校內講座佔絕大多數，其次是
安排專業人士面談講解，或播放影片提供資訊，只
有8人（約一成半）指學校設有實習計劃協助學生。
調查亦發現，超過三成及四成學生表示學費及

家庭經濟因素會影響他們考慮升讀大學，主要是
大專資助課程學額有限，但自資學位課程學費昂
貴，對學生而言造成一定經濟負擔。

批生涯規劃淪紙上談兵
社協社區組織幹事施麗珊表示，生涯規劃不僅

涉及職業發展及就業資訊，更與個人志趣和能力
的發展和培育有關，但研究顯示學校的生涯規劃
只停留在升學與就業輔導層面，加上初中階段的
職業教育只局限於講座、工作坊、學習營及參觀
工作場所等，沒有讓學生思考自身的長處、能力
和興趣，對學生真正考慮晉升有關行業的幫助非
常有限，使生涯規劃課程淪為紙上談兵。
該會建議當局推出統一的生涯規劃課程指引，

以釐清生涯規劃及課程內容，亦應着手培訓專業
的生涯規劃導師，累積經驗強化「生涯規劃」在
香港的發展，改善課程參差不齊情況。聯會又建
議增加大學資助學位和專上學生資助計劃學費助
學金上限，避免青少年因經濟困難失去入讀大學
的機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本學年先有科技大學破格
取錄科學比賽中表現優秀的中五生，再有中文大學讓14歲的
「神童」黃日提早升大學入讀理論物理精研，引起社會的熱
議。已成為中大生的黃日指對大學的生活尚算習慣，但也知
道自己須變得更加獨立。不過，也有和黃日同樣出身於優才
（楊殷有娣）書院的學生認為，如果升大學不是為了盡早投
入研究的話，與同屆同學一起成長，會更懂得與人溝通。
今年中大最受注目的新生黃日，一直是「飛躍式」求學，
由於中一開始因學的東西太簡單而不想上學，黃日一下子就
由中一升上中四，「當時主要是在語文上要再努力一下，另
外通識科也要努力追上。」今年他更一躍成為中大學生，不
少人都關注這為神童能否適應大學生活。黃日則表示，自己
經歷了迎新營，感覺和大學同學都相處得到，但知道自己要
再獨立一點。其母親黃太亦表示，中大在錄取黃日之前，亦
經過了5輪面試，才確定黃日適合跳級上大學。

若非為研究寧順其自然
或許有人會羨慕黃日提早讀大學，但亦有人選擇順其自然。

曾於國際物理奧林匹克比賽獲得銀牌、現於科技大學修讀國
際科研的陳永健，以及曾獲香港物理奧林匹克比賽冠軍、現
於優才就讀11年班的葉正夫，就是選擇順其自然的例子。陳
永健表示︰「有能力當然盡早升學，尤其是對研究有興趣的，
早入大學亦可以更早做準備；但如果不是為了研究，跳級就
少了學習和其他人溝通的機會。」他和葉正夫都坦言，「想
和自己的朋友一起玩」是令他們沒有跳級的原因。
物理精英對提早入大學有其意見，有其他專長的優才畢業

生也對提早入學有一定保留。現於中文大學讀藝術的鍾凱霖、
於香港大學讀法律的鍾皓明及於港大讀醫科的房嘉希認為，
提早讀大學有其好處，而每個人的專長也不同，大學能提供
的學術養分或許更多，但亦認為有些溝通技巧、大學裡的事，
未必是十四五歲的人可以足夠成熟處理。

因應學校聖誕及新年假期，香港《文匯報》教育版各版
面將於明天開始休版，至下月4日復刊。謹祝各讀者聖誕
快樂、新年進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全港
性系統評估（TSA）操練成風，教育
局早前向學校發出指引，要求學界遏
止操練，還學生一個歡樂假日。有家
長關注組卻發現有個別學校「走法律

罅」，僅將TSA練習改成「準備」或
「增潤」名目，學生最後仍要在聖誕
假期繼續操練試題，有些同學功課多
達16份。關注組召集人形容上述情況
是「換湯不換藥」，並批評教育局上

周舉行家長諮詢會期間單方面修改流
程，削減家長發言時間，揚言本周會
向申訴專員公署投訴教育局局長吳克
儉處理TSA行政失當。

聖誕功課74頁 換湯不換藥
TSA關注組本月12日至16日進行網
上問卷調查，約3,850名家長參與，當
中逾七成人同意立即取消小三TSA，
亦有約兩成受訪者同意暫緩明年小三
TSA。關注組要求教育局暫緩明年小
三TSA，充分諮詢家長意見後全面檢
討TSA制度的存廢及改革方向。
TSA關注組召集人何美儀表示，最

近有家長發現有小學將TSA練習易名
為「準備」及「增潤」等名目，無視
教育局指引，繼續讓學生在聖誕假期
操練TSA。家長馬太透露，其友人的
女兒為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小三學生，
但聖誕假期功課多達16份，合共74
頁，當中包括TSA數學模擬試卷及閱
讀理解等練習，惟校方堅稱那是「準
備」，並非「操練」。何美儀批評學
校的做法「換湯不換藥」，無助解決
操練問題。
何美儀續指，教育局早前在將軍澳

及大圍舉行了兩場中小學TSA研討
會，但局方安排失當，對家長造成不
公平。出席活動的家長梁先生稱，研
討會講者在介紹環節超時，導致家長
發言時間縮減，且選擇性回應家長提
問。何美儀質疑當局安排研討會的時
間過分倉促，部分家長未能安排時間
出席，擬於本周向申訴專員公署投訴
吳克儉處理TSA行政失當，及呼籲家
長向學校發信罷操。
就個別學校被指「走法律罅」及家
長諮詢會被質疑安排失當，教育局回
覆本報查詢時表示，單為TSA而設的
操練式補充練習既不必要，亦不適
切，惟學校可按校情及學生的學習需
要作專業判斷，為學生安排合適的功
課和練習；學校應就家課和評估政
策，向家長詳細解釋，取得家長理解
和支持。
教育局又表示，上述研討會的講者向
出席的家長作簡介，是要讓家長更了解
TSA，掌握充分背景資料以進行討論；
研討會上凡舉手的家長都一定有機會發
言，並且可以多次發言，教育局及委員
會對不同的建議及方案都持開放態度，
並無既定立場在研討會推銷。

一年時間很快，我在去年9月
至今年8月以交流生身份前往北
京中醫藥大學(下稱北中醫)進行學
習交流。在準備回港之時，回心
一想，假如要我用兩組詞語總結
這一年，我認為是「感恩」及
「豐盛」。

感恩的原因有很多，除了在北中醫認識了不少老
師、朋友外，這一年還得到很多浸大中醫的師兄姐
照顧，令我很快便適應在京生活，亦令我在不少中
醫學習問題上有所收穫。

入「岐黃班」有競爭有得着
在北中醫與在浸大中醫學習的最大分別，是規模
及學習環境及氣氛。北中醫是以學習中醫及與醫學
相關的分科為主的大學，故在校園中所見到的大部
分學生都是學中醫的，而相比之下，浸大中醫是綜
合大學中的學院，其規模是不同的，而且在北中醫
校園的不同角落中，都可以見到有學生手執書本、
唸唸有詞地背書。當中最令我印象難忘的是，每天
大約早上五時半就已經有學生在運動場晨讀。晨讀
可分兩類，一類是一大群人一起在朗讀不同的經
典，例如《道德經》、《大學》等；而另一類是獨
自默默或高聲背誦《傷寒論》、《金匱要略》等中
醫經典，真令我大開眼界！
在北中醫學習這一年，校方安排我入「岐黃班」
學習。岐黃班是北中醫重點栽培班，是九年連博的

高才生班。在岐黃班中學習，有利亦有弊，利是校
內的名師都是「岐黃班」的授課老師，在其中學習
的確另有一番得着。而弊，與其說弊，更應該用有
競爭、有壓力一詞，因班中全都是高考成績優異的
「學霸」，而且當中更有部分是名醫之後，所以同
學們都異常用功學習。
尤其在課堂中的討論，同學們都很主動提問及發

表意見，而且當他們發現老師所講的內容有問題，
會立即提出並講出自己的觀點。相比香港的學習模
式來說，對我來說的確是一種衝擊及新的體會。
除了正規課堂外，北中醫經常舉辦不同內容的講

座，例如學術周時舉辦一系列經方研討會，都是由
分量十足的老師主講；該校亦有很多不同的學會，
如傷寒學會、推拿學會、針灸學會、氣功學會等，
只要有興趣便可以參與。我參與過傷寒學會及氣功
學會的活動，當中傷寒學會會定期舉辦座談會、討
論會，按照相應的題目去討論；而氣功學會會每天
早上及晚上兩個時段十多人一起練功，感覺相當良
好。

校外多采姿屢次「做好漢」
校園生活豐富，校外亦多采多姿。因這一年有不
少時間是跟師兄學習中藥辨識及炮製的知識，故去
年10月初我們去了河北的安國藥市看飲片、在家中
製作蜜丸、製作紫雲膏、處理鹿茸、切白朮等，都
是十分好玩且有趣的活動。
說了大半天都是學習，難道在北京只有學習嗎？

當然不是！這年我當了幾次好漢：去了天津、圓明
園、頤和園、故宮、十三陵、盧溝橋、北大、清
華……去過的地方數也數不清，而且每去多一個地
方，就會感覺中國之大，尤其在內地生活一年後，
更覺得應該學會謙虛，每個地方都有其生活方式，
都應學會尊重其特色，很多誤會都是因相互不了解
所導致，我相信如果有更多交流，自會建立起了解
及尊重，情況會很不一樣。希望大家能多走走，正
所謂「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嘛！

■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五年級
李顯揚

■社區組織協會認為，現時學校生涯規劃手法單一過時，
建議當局提出指引改善。 社區組織協會提供圖片

■隨着黃日（前排右一）以14歲之齡升讀大學，也令其他
「優才人」思考提早入大學的利弊。 歐陽文倩攝■何美儀（左二）批評學校將TSA練習易名為「準備」及「增潤」等名目的做

法「換湯不換藥」，無助解決操練問題。 TSA關注組圖片

■李顯揚在北京學習時留影。 筆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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