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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慶成功籌款 科大盈餘3億
浸大投資損手 去年1.9億盈餘今年僅6000萬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伊莎） 趨近年底，本港各所大學陸續發表財務報告，

而受環球投資市場波動影響，大學的投資收益亦有大變動。其中科技大學最新公

佈的2015/16年度財務報告顯示，該校因投資虧損大幅減少，加上在25周年校慶

籌集到的捐款收入勁升兩倍半至3.16億元，結果由虧轉盈錄得約3億元盈餘。另

一邊廂，市場波動卻令浸會大學投資失利，整體錄得6,000萬元盈餘，遠遜於上一

年度的1.9億元盈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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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科大最新的財務報告，截至今年6月30日的
2015/16學年，總收入為約43億元，總支出則約

40億元，令科大最終錄得3億元盈餘。
該校轉虧為盈主要是因其投資淨收入由2014/15學年

勁蝕逾9,000萬元，減少至上學年蝕約600萬元；另因
大學在25周年校慶成功籌集到不少捐款，穩袋3.16億
元。
報告提到，科大已批准的建築項目及其他資本項目的
總資本約17億元。當中，位於將軍澳的校外學生宿舍
已於2015/16年度完工，本學年開始將為學生提供就近
校園的住宿；為參與學術及研究活動的海外學生及訪客
提供住宿的李達三葉耀珍伉儷李本俊會議大樓，亦於年

內全面運作。
報告又指出，由於科大使用教資會配對撥款應付支出

有時間上的差異，令教資會資助活動共錄得2,800萬元
虧損，但已較前一年度5,400萬元虧損為少，大學現時
亦有23億元教資會資金可填補虧損。

浸大薪酬上調 支出增億元
至於浸大，其2015/16年度的財務報告反映，總收入

有約27.4億元，總支出則約26.8億元，即盈餘約6,000
萬元，較前一年度的1.9億元盈餘大幅減少。報告指
出，在環球投資市場眾多衝擊下，如英國公投脫歐影
響，令浸大投資失利，其利息及投資收入虧損約6,700

萬元，與前一年度的3,900萬元盈餘，差額超過1億
元。
教學發展方面，該校的教學、學習及科研支出增加約
1億元至約18.5億元，主要是因年度薪酬上調，以及用

於提升圖書館服務、教學及科研活動質素的額外開支。
浸大司庫陳許多琳在報告中指出，浸大已接納投資顧問
的意見，檢討大學的策略性資產配置，減少投資股票及
房地產投資信託，以降低投資風險。

■浸大因投資損手，令其2015/16年度盈餘大減至6,000
萬元。 資料圖片

■科大2015/16年度財務報告顯示，該校由虧轉盈錄得
約3億元盈餘。圖為該校校園。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黎忞） 家長關心子女時，
少不了問及孩子上課的情況，但很多時只是換來冷
冷的一句：「講你都唔明啦！」令父母為之語塞。
為促進親子溝通，伯裘書院首次舉辦「家長『裘』
學堂」，讓家長回到校園上課，孩子則擔任助教。
日前家長們首次透過虛擬實境（VR）和擴增實景
（AR）技術，觀看虛擬火山及學習地理知識，各人
表現投入，頻呼「好玩」；有學生認為父母接觸的
科技與平日課堂學到的仍有一段距離，但學堂至少
拉近了彼此的距離。

潮爸媽課室學地理呼「神奇」
位於天水圍的伯裘書院，在今個學年首次舉辦家
長「裘」學堂「回到中學時─潮爸媽，潮學生體驗
活動」，20名家長在上周五重拾學生身份，回到校
園上電腦課及地理課，部分家長的孩子則在堂上擔
任助教，輔助地理科教師張家雄教學。

當日早上10時半，所有「新同學」準時安坐課
室，張家雄利用火山石作道具，透過VR設備講解
火山的形成及相關現象，家長首次接觸VR眼鏡，
不禁驚呼「神奇」，他們只要移動不同的角度，就
可看到整個火山山脈。
張家雄轉換VR場景，帶他們遊歷美國黃石公園

及西貢萬宜水庫，認識不同地貌。
張家雄又利用實境技術沙箱Augmented Reality

Sandbox(AR)，讓家長從沙堆投射立體的等高線，
了解火山地形，透過手機鬥快搶答題，大家玩得不
亦樂乎。
在問答環節取得最高分的洪太，其兩名兒子在

伯裘讀中三和中四，其中小兒子洪堯霆參加過不
同的科技比賽，對於父母均能出席是次的課堂感
到開心，但笑言跟自己的科技知識水平仍有一段
距離。
洪先生表示，自己放下書包已30年，兒子有時

都嫌他「過時」，他曾關心兒子測驗前的溫習情
況，但得到的回應是：「你都唔識(㗎)啦，都唔知
點同你講」，令他頗為無奈，唯有上網搜集資料，
多了解現時課程框架。他形容今次的體驗十分有
趣，亦認同家長學堂可讓他了解兒子興趣，促進溝
通。
中五生謝雨鑫，由內地來港升中一，起初無法適

應學校實行電子教學，其後慢慢轉變，開始參加不
同的科技比賽和課外活動。她坦言，長大後較少與
父母分享日常生活細節，但心裡亦想父母更了解
她，故對於他們能參加是次的家長學堂而高興，
「想他們多些關心我。」
同樣是中五生的歐陽慶龍，其母在課堂上反應最

熱烈，原來她曾在公開試應考過地理，她表示：
「如果以前有這些先進器材，我一定攞高分！」
除了電腦課和地理課外，家長「裘」學堂其後還

有6堂課，包括親子講座、英語課及結業禮。

家長上堂玩VR 子女任助教

早前在網上讀
到 Allen Frances
所說的一番話，
觸動了我。我嘗
試把它翻譯：

「隨着蓬勃發展的精神病學及
其廣泛定義，對於『何謂正常』
這一塊領土，實已萎縮不堪。我
兒子常常發怒，是成長的一部分
還是早期躁鬱症的先兆？我女兒
在校毫不專心，是患了專注力失
調症，抑或只是聰穎的她感到課
程太沉悶？我應該因為兒子對火
箭和科幻小說的着迷而感到高
興，還是擔心他患上自閉症呢？
我感受到的只是一般的憂傷，還
是廣泛性焦慮症呢？假如我忘記
了一張臉或某些事實，是因為我
已經有腦退化嗎？我的哀傷，可
以解讀成心碎時免不了的反應，

或只能是嚴重抑鬱病呢？我那古靈精怪的
女兒，不會是患了思覺失調而需要吃那危
險藥物吧？」這段文字來自Allen Frances
2013年的著作《Saving Normal》。

一張標籤 瞬間烙印病者身上
我曾經在敘事治療的課堂上，看過一條
短片。片中女孩經歷了被標籤為精神病多
年後，開始質疑20分鐘的會面是否足夠讓
精神科醫生對她有準確評估？你或會說這
就取決於醫生的功力了。我不禁問，怎樣
的功力才足夠衡量醫生的能力？是愈年輕
的醫生，應該用上最少一小時、兩小時才
可診症呢？一瞬間，一張標籤，就烙印在

病者身上。

倉促決定 預料不了後果
一瞬間的決定，誰也預料不了後果。我
也嚮往過這種權力，透過標籤而獲得的專
業權力，這代表我比你成功、比你優越。
可是，這對誰好？我不知道。或者病者只
求一「名」，能死得安心矣。
Allen Frances說得好，他說這何謂「正
常」，已經萎縮得只容下問題。當人人都似
乎認為自己會患上精神病，這實在大大增加
了很多不必要的恐懼，卻又同時地剝削了真
正嚴重病者的醫療開支。試想想，把醫生投
放在「偽」病者的時間，一併放在照料一位
真正的病者身上，結果將會如何？
診斷有用嗎？當然！我也認為藥物可以
很有效。實情是，我想我得靠昨晚的感冒
藥，才能有久違的好眠。
可是現在我只想把眼光擴闊一點、嘴巴
合攏得緊一點，噢，也讓耳朵豎直一點
吧。這樣，我期望自己可以在這萎靡中的
「正常」準則底下，理出多一點頭緒。
忘記了說Allen Frances是誰。他就是撰

寫被稱為精神病學界別的權威《精神疾
病診斷與統計手冊》(DSM-IV) 工作小組
的主席。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撰文：香港家庭福利會
註冊社工洪欣欣

查詢電話：2527 3171
網址：http://www.hkfws.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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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姜嘉軒） 香港中文大學上周六（26
日）於校園舉辦一年一度「中大校友日」，署理校長華雲生
代表大學接受「中大校友日畢業紀念班」籌款委員會捐贈予
校友傳承基金的110萬元支票。
校方指基金將於明年1月7日在中大校園首辦「中大校友職

業博覽」，讓年輕校友對個人事業發展、個別傳統及新興行
業如何入行、行內情況、行業前景等有更多認識。
校友日今年新設60多個手作精品攤位組成的「手作市

集」，再加上大中小學入學講座，吸引逾5,500名中大校友及
親屬參與。
中大表示，積極鼓勵校友透過不同形式支持母校，校友自

2014年開始發起設立基金，每年由一群來自不同屆的校友組
成籌款委員會進行募捐，連同這筆110萬元捐款，這個長期
基金共籌得近400萬元，將用以協助提升校友的競爭力及創
業機會，及鼓勵校友在學術領域有更高的成就，協助中大長
遠發展。

中大獲捐110萬
辦職博助校友

孩子在幼兒時期已慢慢學會如何如廁，
但近日竟有缺德的大學宿生如廁時把糞便
沾在宿舍公用廁所的廁板上，未有善後，
惹起公憤。有網民上周四在facebook專頁

「CUHK Secrets」上載有關圖片，指有時情況會猶如「花生
醬搽白方包」，大批網民批評大學生「屙屎都唔識屙」；昨
日再有人上載一張在廁所外張貼的「告示」，當中以繁簡體
中文、英文、韓文和日文寫上「大學生屎都唔識屙？X！」
10小時內已有逾千個讚好。
撰文者表示，糞便沾在廁板的情況在同廁格已多次發生，

並揶揄道：「其實佢進步好多啦，上次夠揸（搽）五、六塊
方包，今次半塊都唔夠，包容包容。」在本月18日亦有人上
載一張類似的圖片，大批網民留言批評做法過分。網民「Av-
ery Liu」稱，「夾（隔）住過mon都有臭味。」
為表達憤怒，昨再有人上載圖片，當中顯示有人在該廁所

外張貼「告示」，網民稱「出事」位置乃中大崇基學院的
「新宿」。該「告示」同時以繁簡體中文、英文、韓文和日
文寫上：「大學生屎都唔識屙？X！」10小時內已有逾千個
讚好，有網民留言讚賞「告示」備有多國語言，但亦有網民
指出日文及韓文的句子寫法有誤。 ■記者 周子優

中大宿舍廁板沾糞
網民斥「屎都唔識屙」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黎
忞） 為促進學生運用英語的
信心和能力，仁濟醫院與
Wall Street English 再度合
作，推展「中學生英語提升
三年計劃」，由Wall Street
English及仁濟董事局總理鮑
誠業於2016/17學年開始，
每年贊助不少於100萬元，
為仁濟6所院屬中學的學生
提供免費課程，包括英語提
升選拔計劃、實用英語課程
及文憑試備戰班，讓學生由
中四開始訓練英語至應考文
憑試。計劃預計每屆過百名
學生參加，三屆總受惠人數

達400人。
上述計劃昨日舉行啟動

禮，Wall Street English董事
局成員林德儀及仁濟董事局
教育委員會主席鄭承峰出席
支持。早在2015/16學年，
Wall Street English與仁濟首
度推出上述為期一年的計
劃，為仁濟6所院屬中學共
90名中四至中六學生提供免
費學習英語的機會，今年將
計劃擴展為3年。
參與計劃的學生須由學校

教師推薦，並經Wall Street
English選拔及接受英語能力
評估。

仁濟助學生英語升呢
計劃擴展至3年

■「WSE-YCH中學生英語提升三年計劃」昨日舉行啟動儀
式，計劃將為中四至中六學生提供6個月的免費英語學習課
程。 大會供圖

■ 參 與
「 家 長
『裘』學
堂」的學
員拿着獎
狀，與伯
裘書院的
校監、校
長、負責
老師和學
生 「 助
教 」 合
照。
黎忞攝

■「2016中大校友日畢業紀念班」籌款委員會代表致送港幣
110萬元支票予華雲生（中）。 中大供圖

■洪生認為放下書包30年，自己已與現代學制脫節；上過
家長學堂，可讓他認識和了解兒子的學習情況。圖左起為
洪生、洪堯霆、洪太和洪曜津。 黎忞攝

■有網民上載圖片指中大宿友如廁時把糞便沾在廁板上，惹
來大批網民批評「大學生屙屎都唔識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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