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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文憑試加費 3% 考 6 科貴 82 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每年影響數以萬計考
生的香港中學文憑試將再次調高考試費，考評局昨
日公布，2017年考試費將上調3%。
其中，中英文科考試費各增至 595 元，其他科目
則增至 398 元，以一名報考 6 科，即兩個語文及 2 個
非語文科目的學校考生計算，考試費為2,782 元，較
加費前增加82元。
考評局解釋，由於近年考生人數持續減少，影響
公開考試的相關收入，令該局面臨財政壓力。

語文科加17元 其他科加12元
上述 2017 年的文憑試考試費已於昨日憲報刊登。
其中語文科每科費用將由今年的 578 元增加 17 元至
595 元，其他科目則由現時每科 386 元增加 12 元至
398 元。另外針對自修生的報名費也略為調整，由
444元增至457元。
是次為文憑試連續第二年加費。在今年考試，各
科費用已加價約 2%，至於對上的 2014 年及 2015 年

考試費曾作凍結。考評局指，該局屬財政獨立和自負
盈虧的法定機構，不獲政府經常性資助，公開考試營
運的主要收入來自考試費，但近年考生人數減少令相
關收入也受影響，加上需要增撥資源為特殊教育需要
考生提供特別考試安排，令財政壓力相應上升。
考評局委員審視整體財政狀況、考試營運需要與
成本、通脹率及家長負擔能力等因素後，最終通過
加考試費約3%。
根據考評局早前提交予立法會的 2014/2015 年度

財務報表顯示，該年度考評局收入較對上一年減少
逾 2,100 萬元，令整體財政轉盈為虧，虧蝕逾 610 萬
元，主因是文憑試考生人數下降逾 5,000 人。而至
2016 年，文憑試考生進一步減少 6,000 人至約 6.8 萬
名。
考評局強調，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一直有向
有經濟需要的考生提供減免考試費資助，為確保所有
合資格考生均可報考公開試，今年文憑試就分別約有
10,150人及7,940人，獲得全免及半免考試費資助。

增 13 港式英文詞語 奶茶利是凸顯全球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英國牛津大學出

版社《牛津英語字典》不時會更新流行詞語，緊

char siu

milk tea

貼社會語言潮流。其中在今年 3 月最新修訂中，
包括加入 13 個香港式英文詞語，其中 5 個與本
地美食文化相關字，包括 char siu（叉燒）、
dai pai dong（大排檔）和 milk tea（奶茶）等。
有資深英文老師昨日指，字典新增的不少新字均
來自廣東話及香港文化，證明香港是國際化城
市，能讓港人和外國人互相學習，體現全球化。
英 語 字 典 》 （Oxford English
《牛津Dictionary）近日公佈今年
3 月新增的

500 個英文新字，就有 13 個源自香港詞彙，大部
分均充滿本土文化特色，包括char siu（叉燒）、
dai pai dong（大排檔）、milk tea（奶茶）、siu
mei（燒味）和 yum cha（飲茶）；而 wet market
（ 濕 貨 街 市 ） 、 shroff （ 繳 費 處 ） 和 sitting-out
area（休憩區）亦是香港隨處可見的詞彙。而過
去常以 red pocket 代表利是，今次亦新增了 lucky
money；街坊不止是住在「隔離鄰舍」的鄰居
（neighbour），而是kaifong。

lucky money

dai pai dong

無申請屢犯規 拒邀校方會議

社會常用字
「街坊」
「夾心階層」有份

新增的香港詞語

字典亦新增和翻譯了近年本港社會常用的中文
字 ， 例 如 compensated dating （ 援 交 ） 和
sandwich class（夾心階層）；是次新增的香港詞
彙亦納入一個普通話字 guanxi（關係）。同時，
字典亦有提到在一般情況下，如何以英語表達這
些 詞 彙 ， 例 如 大 排 檔 是 a food stall， 街 坊 是 a
neighbourhood association。
除了上述詞語之外，牛津字典亦將多個國家和
地區常用的「wah」（嘩）納入字典。在不同的
亞洲語言中，「wah」均表達驚訝、讚嘆和喜
悅。該字典編輯表示，「wah」經常在印度和新
加坡的英語中出現；而廣東話、普通話、馬來
語、波斯語和烏爾都語等，亦有以此表達相同意
思。

新增英文字

意思

char siu

叉燒

compensated dating

援交

dai pai dong

wet market

街坊

死撐「民意授權」校規管不着

guanxi

關係

lucky money

利是

演藝學生會其後竟稱，有關規定「均屬由校方
制訂規管學生個人行為之學生守則，而非受本會
會員授權訂立之學生會憲章，因此並不適用於規
管由民意授權產生之學生會幹事會的集體決
定」，又稱對校方的處理深感失望，聲言沒有出
席與校方會議是因為「時間不合」，又諉校方並
無「具體議程」。
校方近日回覆學生會，提出 3 個會議日期，但
學生會就提出新要求，稱會議應容許錄音或錄
影，更要求有「第三方」參與。
樹仁學生會昨日則發表聲明，稱演藝學生會被
校方「秋後算賬」，「憑恃場地管理權及資源褫
奪學生活動自由，更以恐嚇學生行為屬違法，本
會就此嚴正譴責香港演藝學院管理層打壓學生活
動自由，並會全力支持演藝學院學生會舉辦任內
所有活動以及對作出一切可行的援助對抗校方無
理打壓。」

milk tea

資深英文老師周蘿茜指出，英語是十分包容的
語言，根據當地的文化特色和約定俗成的字而創
出 新 字 ， 「 例 如 傳 統 會 利 用 『 意 譯 』 Chinese
Boxing 形容功夫，但字典早將功夫『音譯』成
Kung Fu。」她認為，牛津字典加入港式英文
字，證明了香港國際化城市的特色，讓外國人接
觸到中國文化以至學習廣東話，「（新字）體現
全球化，大家互相學習。」
周蘿茜建議，學生和教師均可在學習和教學上
應用新字或舊字，令英語詞彙的運用更豐富。

大排檔

演藝副校長黃世邦近日去信演藝學
生會，指根據學生手冊中的
「General Code of Conduct」，學生
需獲許可使用學校設施及張貼海報、
在校內任何地方張貼海報必須由校方
印章確認、接受傳媒訪問要得到校長
同意，不可舉辦令學院尷尬的活動，
及禁止任何損害學院聲譽及福祉的行
為等，學生會有關活動已違反了這些
規定。
黃在警告信又指，學生會拒絕出席
校方於上月 20 日及 5 月 5 日的會議，
加上其違反校規行為不可接受，校方「別無選
擇，只能暫停學生會使用除學生會室以外所有場
地的權利」，直至另行通知。不過，校方仍希望
與學生討論，決定是否有需要召開紀律委員會。

kaifong

sandwich class

英文老師：體現全球化互相學習

演藝生會違規辦論壇受處分

大排檔叉燒走入牛津字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樹
仁大學學生會與演藝學院學生會上月
合辦有關「勇武抗爭」論壇，並在演
藝學院舉行，惟有關活動原來事前未
獲演藝學院校方的批准。演藝學院學
生會其後接獲校方警告信，指當日的
活動最少違反了多項規定，更考慮開
紀律委員會處理。學生違反校規行為
不可接受，加上學生會拒絕出席校方
的有關會議，故校方決定暫停學生會
使用除學生會室外所有場地的權利，
直至另行通知為止。學生會在校內舉
行的迎新營、藝墟及歌唱比賽等活動
都要「無限期擱置」。
有關論壇由仁大學生會主辦，並在
仁大校園舉行，惟學生會違反修改論
壇題目的承諾，校方拒絕借出場地。
仁大學生會遂與演藝學生會合作，移
師至該校學生會會址舉行。不過，原
來演藝學生會舉辦是次活動前並無向
校方提出正式申請。校方當日以廣播
及張貼告示呼籲到場者離開，校長華
道賢更直言無收過正式申請。演藝學
生 會 則 稱 ， 以 往 只 以
WhatsApp 向校方借場，又聲言事件
與論壇以「抗爭」為主題有關。

夾心階層
奶茶

shroff

繳費處

sitting-out area

休憩區

siu mei

燒味

wet market

街市

yum cha

飲茶

資料來源：
《牛津英語字典》
整理：記者 黎忞

深 GDP 勢超港 智庫倡聯動吸才

方舟：共享
「一帶一路」融資機遇
方舟具體從金融、高科技、交通基建、「一
帶一路」新機遇、教育醫療等方面闡述了深港
兩地未來的合作願景及空間。他估計，今年深
圳 GDP 總量有可能趕超香港，5 年至 10 年人均

GDP 也可能達到香港水平。深港兩地的合作模
式，已經從「前店後廠」變為了橫向分工各有
優勢。
在金融方面，方舟指香港有傳統優勢，深圳
則可以爭取成為內地與港澳離岸人民幣市場對
接「窗口」，雙方可以配合「一帶一路」為沿
線項目做融資；在教育醫療等民生領域，雙方
可在合作模式上創新，如借鑒香港創立科技大
學的經驗，深圳可從全球聘請國際化專家，再
做一所研究型大學，作為全國高等教育試點。
同時，雙方也可以在前海、河套、沙頭角三個
重點區域繼續深挖合作空間。

合力建世界級科技產業群
科技方面的合作是專家討論最多的領域，方
舟指出，香港特首在施政報告中，明確說出如
何利用配對的方式鼓勵私募基金，創投基金進
入香港。
未來，香港在科技方面希望利用深圳的優勢
做好科技的產業化，深圳的高新科技產業則可
輻射到香港，兩地合力建成世界級科技產業
群。
他續說，深圳目前聚集了許多國際級高科技
企業，而香港則可以以教育、醫療、基礎科研
等優勢作為基地吸引人才。
同時，通過在香港建立全球性研發中心，能
夠帶動深圳企業更上一層樓，也能夠幫助香港
自身帶動科技企業發展，帶動配套中小企業，
在香港形成完善的科技產業鏈。

■李少光批反對派礙港發展。

■深港兩地多位專家獲聘為圓桌會議固定成員。

何花 攝

深港新口岸客貨通道須調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花 深圳報道）深港兩地口岸過境問題
一直是兩地專家關注的焦點領域。隨着深港兩地產業結構的不
斷變化，貨櫃車減少，客流量增加，以致於此前在口岸建設中
對客貨流的預計數量已經與現實產生了偏差。方舟在發言中建
議，未來在蓮塘/香園圍口岸的建設中擴大客流通道，適當將貨
流通道減少。
目前，深港兩地「1小時生活圈」已經形成，貨櫃車數量在下
降，而客流的數量在上升。在口岸規劃上，今天在深圳灣口岸
貨流的通道預留很多，客流卻沒有預留那麼多。現實是，深圳
灣貨流的量不到預留的三分一，客流卻超過了三倍多。方舟
指，在新的口岸規劃上預留一些彈性，能夠根據趨勢的變化做
一些調整，包括深圳規劃的「西進西出、東進東出」的兩個通
道，深圳灣口岸和蓮塘到香園口岸等。

李少光：「港獨」違民意走死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花 深圳報道）由深圳
創新發展研究院和香港「一國兩制」研究中心聯
合舉辦的深港合作圓桌會議昨日在深圳舉行。
「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總研究主任方舟預測，香
港 GDP 總量今年就可能被深圳超過，深圳在科
技創新方面已經走到香港前面，建議深港兩地發
揮各自優勢，聯動吸引人才，發揮科技對經濟的
引領作用。
是次會議為 2016 深港合作圓桌會議的第一次
會議。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李少光、香港科技園
董事局主席羅范椒芬、深圳創新發展研究院的
理事長張思平為該會議顧問。來自深港兩地政
府部門、企業界、學界共 31 名專家在昨日會上
獲聘為會議固定成員。
李少光在致辭時指，深圳在過去的 30 年實現
了經濟騰飛，從 2001 年生產總值不及香港的
18%，到 2010 年佔香港生產總值的 62%，再到
去年 2015 年佔香港生產總值的 92%，從總量上
深圳正在追上香港。
在金融和高科技領域方面，深圳領先全國，
與港澳各有優勢，而國家「十三五」時期是深
港合作發展的重要機遇期，兩地應聯手優勢互
補，繼續實現雙贏。

何花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花 深圳報道）
在圓桌會議上，對於香港有些政治因素對
深港合作產生不良影響，港區全國人大代
表李少光指出，由於香港反對派的破壞，
特區政府推動政務舉步維艱，現在一小撮
年輕人搞「港獨」，更是一場鬧劇。香港
沒有「獨立」的條件，所謂「港獨」也違
反了大部分香港人的意願，搞「港獨」是
死路一條。
李少光強調，香港自古以來都是中國
不可分離的領土。在英國人統治香港的
時期，中央政府一直沒有承認過不平等
條約。目前，香港人的起居飲食、經濟
文化都和內地密不可分。在內地改革開
放後，香港是深圳非常倚重的夥伴。
現在香港回歸 18 年了，現狀已經倒過
來了，香港將來的發展離不開深圳，離
不開內地。香港人應該重新認識一下自
己，與內地尋求更好的合作，而非對
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