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上升大資助申請 年增4倍
內地高教展免試校廣招徠 暨大「10萬銀彈」搶港尖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本港大學學位競爭

激烈，包括內地升學等不同途徑都成為港生及家長

熱門考慮之選。特區教育局及國家教育部昨日起一

連兩天舉行內地高等教育展，提供內地大學免試招

港生計劃的相關資訊。教育局指，過去5年已有約

6,500名港生通過免試計劃獲錄取，而下學年參與

的內地大學數目及校長推薦計劃名額都會增加。局

長吳克儉提到，特區政府積極協助港生內地升學，

自今學年擴大資助計劃範圍後，至今收到近1,900

份申請，較之前每年平均約400份上升近4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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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尹妮）扶貧
委員會日前公佈退保諮詢報告，雖然
報告指較多意見傾向支持「不論貧
富」原則的退保方案，但有扶貧委員
會委員認為報告結果偏頗，質疑研究
方式有機會造成選擇性偏頗，未必能
真實反映港人意見。有委員則建議政
府可優化生果金制度，提高津貼金
額，讓65歲長者「不論貧富」均可取
得生果金，變相成為全民退保。
報告委託獨立顧問公司收集逾1.83

萬份意見書，當中近1.7萬人支持全
民退保。
委員羅致光認為，委員會若要就

方案下決定及表達立場，是有違原
意，相信政府會回應社會訴求，並
稱退休保障有很多支柱，包括長期
服務金及強積金，而目前最大的問
題是「錢從何來」。
委員張國柱表示同意，並補充

稱，以往委員會未有啟動研究全民
退保的財政可持續性，相信今次報
告結果未能推動全民退保又預料政
府仍會沿「有經濟需要」模擬方案
的方向，制定退休保障。

田北辰建議，政府可以在中間落墨，如優
化長者生活津貼金額，由現時的2,495元增
至3,800元，並放寬資產上限，預料增加政
府每年經常性開支約72億元。
馮檢基補充，政府可優化生果金制度，提
高津貼金額，讓65歲長者均可取得生果金，
變相成為全民退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徐懿鴻）醫管局大會
上周四通過調整公院收費，建議急症室收費
倍增至220元，其他醫療服務收費亦調高
35%至70%不等。醫管局行政總裁梁栢賢昨
日表示，調整收費有助收窄公私營市場收費
差距的同時，亦能更好地運用公營醫院人力
資源，強調有醫療減免機制以協助有需要病
人。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回應指，會考
慮市民負擔能力，預計需要最少一兩個月時
間研究。

梁栢賢：急症加價可更好用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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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教育展開幕禮由教育局常任
秘書長黎陳芷娟和國家教育部

港澳台事務辦公室主任劉錦等主
持，黎陳芷娟致辭時指，免試計劃
推出以來，連同下學年新加入的6所
內地大學，參與院校數目增至90
所，為港生提供別具特色的課程，
而明年的中學校長推薦計劃名額，
亦由每所學校5名增至6名。
她總結指，過去5年有近1.55萬名
港生通過計劃報考內地大學，當中
約6,500人獲得錄取。

任何途徑升讀均可申資助
為確保學生免於家庭經濟困難而未
能升學，今學年教育局將「內地大學
升學資助計劃」範圍擴大，不論港生
經何途徑升讀內地院校，均可透過計
劃申請全額（1.5萬港元）或半額資
助。吳克儉在開幕禮後指，現階段當
局已收到近1,900份資助申請，比起
上兩個學年平均400份申請上升近4
倍，可見計劃反應踴躍。
多所免試計劃內地大學都有於昨
日教育展設置攤位、舉行講座和畢
業生分享會，向港生提供多元化升
學資訊。有到場了解的中學生和家
長認為，內地大學和學科專業選擇
較多元化，且學費較香港便宜，加
上有經濟困難的學生可申請資助，
認為內地升學有相當吸引力（見另
稿）。
新學年加入免試招生計劃的包括
教育部直屬重點大學西安交通大

學，該校採內地大學較少有的書院
制，其國際交流辦公室主任王鵬介
紹指，現時全校約有50名港澳台學
生，較受港生歡迎的專業包括以
中、英語授課的數理經濟與金融。
該校一般入學要求為文憑試核心

科目達3322，預計2017/18年可經
免試計劃招收80名港生。

西交大豁免軍事紀律訓練
該校港澳台學生事務項目主管陳

佳玉則指，港生升讀內地大學可豁
免軍事紀律訓練，而校方會利用空
檔安排英語和數學輔導班，讓港生
可盡快適應學習。
較受港生歡迎的暨南大學，亦將

提供「香港文憑考試優異生」獎學
金吸納成績較佳的港生，若考生在
核心科目取得5級，即可獲1萬元
（人民幣，下同）作獎學金，如4個
核心科加1個選修科均達到5級以
上，其獎學金更達10萬元，名額不
限。現時該校學費每年約6千元至
1.8萬元，視乎學科而定。
教育局和學友社編制的《免試招

生計劃指南》亦於昨日開始派發，
載列多所內地大學的具體收生成
績，包括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
等名校去年取錄了不少文憑試尖
子；其中北大工商管理專業取錄的
港生獲4科5**、新聞傳播專業及文
理科試驗班亦各取錄了獲3科5**加
2科5*的港生，而人大經濟學院亦取
錄了「4+2」6科38分的尖子。

內地大學和學科較香港更多
元化，對港生有一定吸引力。
有到內地高等教育展參觀、心
儀藝術學科的中學生表示，內

地有不少開辦藝術課程的院校可供選擇，加上
學費較香港便宜，所以會視之為升學選擇之
列。有成績中上的港生對醫科感興趣，但因醫
科屬香港的「神科」，感到自己入讀機會渺
茫，所以亦特別到場了解內地大學相關課程的
資料。

就讀中四的何同學昨日到場了解內地升學資
訊。她預計自己兩年多後文憑試可獲得3322成

績，雖然應可升讀本地大學，但成功入讀心儀
課程的機會甚微，故她考慮升讀廣州美術學
院，向藝術專業發展。

她表示，副學士或自資學士課程學費昂貴，
相反內地學費明顯更便宜，有需要亦可申請學
費資助，故如未能入讀本地大學的心儀藝術學
科，到內地升學將是首選。

就讀中五的呂同學和朱同學均對醫科感興
趣，雖然她們有信心能於文憑試獲較好成績，
但因醫科是不少文憑試狀元首選的「神科」，
直言自己入讀機會渺茫，故到場了解內地的相
關情況，亦不排除升讀內地生物工程等相關課

程。同樣讀中五的顏同學則提到，擔心自己文
憑試英文科成績或會失手，未能取得本地課程
3級的門檻，故也會考慮到內地升讀電子工程
課程。 ▓記者 黎忞

學科多元學費平 港生心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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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青少年通常
花較長時間使用網絡，稍一不慎可能誤墮法
網。香港律師會早前訪問逾500名中四至中
六學生，發現近一成人每天花至少6小時上
網，近三成受訪學生曾於討論區下載公開試
參考試題，或於社交網站分享電影，反映學
生在侵權意識方面有待改進。在香港律師會
昨日舉辦法律周活動，有學生指法律與大眾
息息相關，並非遙不可及，自己平日上網會
審慎，避免「踩界」。
是次調查發現，有53%學生每天花2至6
小時上網，更加有近一成人每天花至少6小
時上網。學生上網時間愈長，涉及的網上罪
行潛在風險也愈高。常見有網上偷竊遊戲道
具、網上貨幣、非法上載侵權電影及歌曲、
網上出售侵權複製品、攻擊網站干預其運作

及網上欺凌等。
調查又顯示，大部分受訪學生對互聯網的

安全性有保留，以5分為最安全，結果77%
學生均選答3分或以下；71%學生表示有安
裝防火牆或防毒軟件，但逾半人指沒有做進
一步的保障，如定期更改密碼、定期掃描電
腦及注意可疑電郵等。
香港律師會理事陳曉峰表示，調查反映受
訪學生雖對網絡安全有基本認知及警覺性，
但缺乏法律知識分辨潛在網絡罪行，可能成
為受害者，甚至無意間成為幫兇。他舉例，
當學生於網店購物，即使是無意誤購侵權
品，若將其轉售，即使並非侵權品製造者仍
有機會觸犯《版權條例》。他表示，律師會
向年輕一代教授法律知識，助其建立正確的
判斷力，免受網絡罪行侵害。

何君堯：不問自取 是為賊也
香港律師會會長蘇紹聰表示，大家知道在

現實世界偷竊是犯法，但很容易以為網上世
界「無皇管」，事實上在未經授權於網上轉
載或上載軟件，均屬網上偷竊。
有份出席活動的立法會議員何君堯表示

「不問自取，是為賊也」，提醒青年不要胡
亂上下載可能違反版權條例的非法檔案。
現就讀中四的文同學表示，自己未試過接

觸網上犯罪，指平日老師也會與同學於課堂
討論相關問題，如早前社會廣泛討論的二次
創作立法爭拗。
他指，法律存在於日常生活，自己會多加

留意。亦有同學表示參加今次法律周活動獲
益良多，得知更多網上犯罪類型。

網上侵權意識薄弱 近三成學生曾「踩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文華）青年參
政不是空話，50名中學生在約半年的時
間裡過足「參政癮」，不僅隨團考察南
京，返港聽取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
詩、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的講座分
享，民建聯前立法會議員葉國謙更親自
教授辯論技巧，並由資深大律師湯家驊
擔任主席，在模擬立法會辯論中過足
「議員癮」，還從行政長官角度撰寫施
政報告，貢獻青年人的創新想法。「政
賢力量」昨日舉行頒獎禮，50名同學獲
主席蘇祉祺及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頒
發證書及獎牌。
為鼓勵青年參與社會事務，「政賢力
量」今年4月在逾60間學校推薦的逾百
名中學生中，遴選出50名同學參與「卓
越學生領袖計劃」，透過系列活動提升
他們的領導才能。50名同學昨日正式畢
業，在頒獎禮上，范徐麗泰一一為學員
頒發證書及戴上獎牌。
其中5名表現出色的同學獲授予「卓越
學生領袖」稱號，包括屯門管理中學高
嘉嶼、拔萃女書院梁綺淇、佛教黃鳳翎

中學何健蕾、瑪利諾修院學校的李蔚與
陳彥希。

范太：論社會議題須具自我定位
范徐麗泰在致辭時指出，要參與社會

議題討論、貢獻新思維，首先要有明確
的自我定位。「對於我來說，我是住在
香港的中國人。」她強調，我們首先是
中國人，然後是香港人。或許該種說法
並不獲部分年輕人認同，但她強調，所
認同的立場應有客觀事實支持而不應僅
是空中樓閣，否則是一場空。
她分享說，做人要「賢」、「德」兼

備。首先在香港從政就要為市民服務，將
市民利益擺在第一位，其他個人利益擺在
後面，能做到如此先後次序者為「賢」。
賢能的人如無造福社會、回饋社會的心，
其「德」就有問題。愈有才華的人愈有德
行就愈能造福社會。她勉勵同學肩負社會
責任，以賢德者的風範為國家服務、為社
會服務。「今日你們是卓越學生領袖，明
日便是香港的卓越領袖。」
范徐麗泰又分享近期在北京所學「十

三五」規劃10字理念，包括「創新、協
調、綠色、開放、共享」，勉勵青年人
勇於創新，學習分享及包容。
蘇祉祺指出，去年首次撰寫《政賢力

量-2016年民間施政報告》共提出97項施

政建議，其中44項獲特首梁振英在《施
政報告》中採用。大會昨日發佈新一年
《民間施政報告》，報告囊括青年發
展、扶貧安老、創新科技、土地房屋、
教育政策等多元議題。

學辯論撰《施政》50學子「參政」畢業

■■西安交通大西安交通大
學昨日亦有在學昨日亦有在
場設置攤位場設置攤位。。

黎忞黎忞 攝攝

■呂同學（左）和朱同學期望到內地升讀大學的
理工科課程。 黎忞 攝

■■參觀內地高教展的學生和家長在北京參觀內地高教展的學生和家長在北京
大學攤位前獲取資訊大學攤位前獲取資訊。。 黎忞黎忞 攝攝

■■顏同學坦言自己英顏同學坦言自己英文文「「唔得唔得掂掂」」，，
或未能升讀本地大學或未能升讀本地大學。。 黎忞黎忞 攝攝

■■昨日開幕典禮後一眾嘉賓合照昨日開幕典禮後一眾嘉賓合照。。
黎忞黎忞 攝攝

■■文同學表示文同學表示，，自己未試過接觸自己未試過接觸
網上犯罪網上犯罪，，指平日老師也會與同指平日老師也會與同
學於課堂討論相關問題學於課堂討論相關問題，，如早前如早前
社會廣泛討論的二次創作立法爭社會廣泛討論的二次創作立法爭
拗拗。。 梁祖彝梁祖彝 攝攝

■■55名表現出色的同學獲授予名表現出色的同學獲授予
「「卓越學生領袖卓越學生領袖」」稱號稱號，，由范徐由范徐
麗泰麗泰（（中中））及蘇祉祺及蘇祉祺（（右三右三））頒頒
發證書及獎牌發證書及獎牌。。 陳文華陳文華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