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姬文風）由所謂

「本土」組織開辦的

「香港民間學院」，

一直模仿專上學院形

式，無牌經營各類收

費學術課程，至今吸

引 了 數 百 名 學 生 報

讀。教育局接獲投訴

並經巡查，近日以涉

嫌違反《教育條例》

向負責人發出書面警

告。該校負責人撰文

反咬遭局方「政治打

壓」，又迴避其課程

近 似 專 上 教 育 的 內

容，聲稱教育局人員

曾提及「只要不涉及

『 中 小 學 課 程 』 ，

『興趣班』就唔需要

申 請 辦 學 牌 」 。 不

過 ， 文 中 同 時 「 自

爆」，暗示其不作學

校註冊其實是「錢作

怪」，是因為未能應

付所涉及的數十萬元

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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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無牌辦學賴「打壓」
扮「興趣班」擅自開專上課程 鬼拍後尾枕稱為錢無註冊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歐陽偉
昉）目前的強積金供款，由僱主和
僱員各供款薪金的5%，香港投資
基金公會建議探討提高供款比例的
可能性。基金公會退休金委員會主
席陸劍平昨日指，10%的供款不足
以讓成員依賴作退休生活之用，又
認為強積金已實施16年，現時是適
當時間檢討。他建議當局可檢討分
階段增加至特定的供款比率、改變
僱主和僱員的承擔比例，或按收入
實施不同的供款比率。針對強積金
每月供款設有1,500元上限，他認
為可以放寬上限甚至取消。
根據積金局數據，去年的強積金
供款有10%、約70億元為特別自願
性供款，由成員選擇及受託人自行
供款。陸劍平指，有成員認為強積
金可作為額外儲蓄平台，社會可以
討論提供政策或稅務優惠，吸引在
強積金以外做更多額外儲蓄。

盼內地託管機構納核准名單
業界希望放寬強積金投資限制，
基金公會建議將深圳、上海交易所
及內地的中央證券託管機構納入積
金局相關的核准名單。公會行政總
裁黃王慈明稱已將申請提交積金
局，正進行審批，積金局會檢視市
場結構、訊息披露、資金進出等，
符合基準才可獲批加入。上次加入
印度市場時，審批過程需時兩年。
陸劍平指，溝通過程中監管機構
的反應正面，他們樂意開放任何股
票市場。

公會並希望放寬其他限制，如強
積金投資房地產信託基金、投資債
券的規限和交易所買賣基金的合資
格條件等，並建議簡化強積金基金
產品的審批流程，由現時產品由積
金局和證監會兩個監管機構負責審
批，改為將大部分流程由一個監管
機構全權處理審批，以提高效率、
減少工序的重覆和減低成本。
公會還建議檢討現時的法規，釐

清不確定性，讓業界更全面發展線
上、數碼和智能手機渠道，讓僱員
更能廣泛取得有關強積金建議和服
務。

促釐清eMPF平台營運方式
特區政府正研究建立eMPF中央

電子平台，陸劍平指，建議仍處初
步階級，暫時未有太多細節。投資
基金公會主席柏智偉認為，應首先
釐清平台的功能，由政府、業界還
是第三者營運等問題。根據其他地
區以往經驗，政府營運的系統並不
特別便宜。

增50億教育開支
冀先改善班師比

反對派中人其身不正、肆意違法違規，在
有關當局按既有法例及程序跟進時，就

高呼「打壓」，已成為他們的例牌行事方
式。由「本土研究社」策劃的「香港民間學
院」，近日因未有註冊而被教育局書面警
告。
學院負責人之一陳劍青昨日在facebook帖文

「解釋」事件，稱上月28日有兩位教育局人
員上門調查，對方表示學院違反《教育條
例》。

聲稱「興趣班」毋須申請
陳劍青聲稱自己感覺「無辜」，聲稱3年前

曾到教育局註冊講座查詢，負責人當時指「只
要唔涉及『中小學課程』，『興趣班』就唔需
要申請辦學牌。」他更試圖轉移視線稱，學院
與「本土研究社」過往曾就「橫洲事件」、
「丁屋」、「土地霸權」等作研究，質疑因此
遭受「政治打壓」。

陳劍青在文中提出多個辯解理由，但提到為
何不申請學校註冊時，「錢作怪」的真相終於
浮現，「（補習牌/學校註冊）牽涉的成本開
支龐大，要通過消防及教育條例規範，有經驗
既（嘅）朋友估計起始基金要差不多50至60
萬（元）。」

每班收25人 課程列編號
帖文又聲稱，該校不涉「中小學課程」，只
是提供「興趣班」。不過，本報翻查該校課程
內容，其規模與學術範疇均與專上課程相當接
近，每課程平均收生25人，3堂至6堂收費約
數百元。
以今年春季為例，其課程包括政治理論家漢

娜鄂蘭的哲學思想、中國資本市場發展史、美
國的民粹主義等，而每個課程各有編號，如
「POL（政治）203」，「ECO（經濟）
202」等，報名方式亦與大專院校「Reg科」
網上系統大同小異。

該校網站並有上載課堂照片，可見其模式多
為講者以簡報方式授課，形式與一般專上課程
或補習班相若，跟一般人理解的「興趣班」相
去甚遠。
事實上，現有的《教育條例》絕非單只規管
「中小學課程」，專上教育以至函授課程亦需
要註冊。《條例》表明，「學校」是指一間院
校、組織或機構，於任何一天向20人以上，
或於任何時間同時向8人或以上提供幼兒、幼
稚園、小學、中學或專上教育或以任何方式提
供任何其他教育課程，包括以專人或郵遞服務
交付的函授方式。除特別豁免外，相關「學
校」均須作註冊或臨時註冊。
違規辦學的「香港民間學院」無限上綱，無
視教育局日常工作，聲言對其作警告是「打
壓」，但實情是，局方平均每日接獲多於1宗
（每年約380宗）有關懷疑未經註冊辦學的同
類型投訴，均會按程序作巡查、搜證，並作出
適當跟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基本
能力評估研究計劃」（BCA，前稱TSA
全港性系統評估）將於下月推行。有反對
的家長團體除聲言「罷考」外，又舉辦
「網上批鬥大會」，鼓勵家長舉報懷疑操
練的學校。至今有15所小學被列入其網
上名單中，不過部分指控相當亂來，包括
扭曲概念，將「每月一次練習」也視作
「操練」，更有家長訴苦式的感想如「功
課太多」、「上課時間太長」等。有小學
校長感嘆這種行動只會進一步分化家校關
係，無助學生學習，呼籲家長如有不滿可
與學校商量，毋須動輒發動「網絡公
審」。
「家長聯盟」日前提出把反BCA/TSA

行動升級，舉辦「爆seed行動」，呼籲
家長舉報懷疑操練學校，再由聯盟在
facebook發佈被舉報名單。

未求證公開被舉報學校
截至昨日為止，已有最少15間小學被

列入名單之中。不過，相關指控似未有向
涉事學校求證或要求解釋。而學校被指控
的「操練罪狀」更是五花八門，包括質疑
學校把「數學TSA練習作平時家課」、
「以TSA練習當假期家課」、「每個月一
次在上課時間做TSA練習」等，亦有家長
稱學校功課或測驗與TSA題型相似，因此
認定學校是要「操練TSA」，紛紛作出舉
報。

另有部分「理由」與TSA關係不大，
例如有家長留言「加多左（咗）家課，減
少小朋友休息時間」；亦有家長僅留下一
句「功課太多」、「上課時間太長」，這
類批評似乎與「爆seed行動」的舉辦原意
有所偏離。

嫌功課多不直接表意見
對於上述質疑，聖公會天水圍靈愛小

學校長孔偉成表示，BCA/TSA考核重點
本來是學生的基本能力，與課程內容有
關，因此學生練習與TSA題型相似不足
為奇。
教聯會主席兼小學校長黃錦良則感嘆，

有關「舉報」行為無助小朋友學習，只會

讓家校之間失去互信，「學校本身有多方
面渠道讓家長表達意見，遺憾這個行動卻
試圖利用網絡『公審』學校，只會讓事情
變得對立」。
黃錦良續指，家長們對功課多寡各有看

法，「有些家長認為太多，但亦有家長要
求更多。」然而每間學校的功課與測考政
策均是經過專業考量，「讓小朋友愉快學
習當然重要，但這並不代表完全不做功
課」，期望家長明白適量功課的作用是要
鞏固學生日常所學。
他又強調，目前BCA/TSA已消除了操

練誘因，相信不會再有學校針對BCA/
TSA作過度操練，呼籲有疑問的家長可以
主動向學校了解情況，理性處理問題。

反BCA操練變公審 校長質疑搞分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學生負笈海外
有助擴闊眼光，亦可鍛煉其自理和自立能力，
但原來仍難逃香港「怪獸家長」的控制。每年
安排港生到瑞士升讀酒店學位課程的瑞士酒店
管理大學集團（SEG）透露，部分「怪獸家
長」在寶貝子女離港升學後仍不惜「每事
管」，例如有學生於實習期間呻辛苦，家長即
代為出頭寫信予酒店高層，要求將之調往其他
部門工作。SEG提醒家長應適時「放手」，給
予孩子成長和獨立的空間。

要求學校電郵發副本
香港旅遊及酒店業發展蓬勃，業界求才若

渴，SEG每年為瑞士5所酒店管理大學於全球
招收2,000名新生，其中約160名至170名來自
香港。其大中華區總監陳麗儀昨分享指，近年
部分香港家長過度照顧孩子，會全程「代辦」
報名、行前講座等程序，甚至想飛往瑞士陪
伴，「直至在當地開學我才第一次見到該名學
生。」在入學後，更有家長想「全程監控」，
要求學校寄給學生的所有電郵，都要另傳一份
副本給自己。

代函高層申請調部門
在酒店實習時學生需要面對全球旅客，理應

顯得獨立，但家長仍不願放手。陳麗儀指，曾
有學生在實習時向家長訴苦，家長即反應緊張
代為致函予酒店，要求將孩子調往其他部門，
但原來該學生只是「呻吓」，根本沒有調部門
的意願。
她坦言，類似的做法或會影響子女於實習酒

店的印象，呼籲父母應給予子女獨立機會。
現時瑞士3年制酒店管理學士課程學費及食
宿費約101萬元（港元，下同）。SEG昨日公
佈將成立「瑞士酒店管理大學─全人發展獎學
金」，名額共20個，學術或其他方面表現卓
越表現者，經遴選及視像面試後一旦獲選，學
士課程學生最高可獲約19.2萬元獎學金，碩士
課程學生則可獲約9.6萬元，將用作直接支付
學費及食宿費。獎學金截止申請日期為10月
31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候任特首林鄭
月娥提出額外增設50億元經常性教育經費，
具體應用於何處成為教育界的焦點。教聯會訪
問了逾1,700名中小學、幼稚園及特殊學校校
長及教師代表，他們認為最急需投放資源的教
育項目，首三位依次為「改善中小學班師比
例」、「將更多合約教師納入常額編制」及
「設立幼師薪級表」。

教聯會充分肯定林鄭「出招」
教聯會在上月27日向全港中小學及特殊學

校的校長/副校長及教師代表進行調查，了解
他們對50億元經常性教育經費投放在哪些項
目上的期望及意見。1,717名受訪者中，有
67%受訪者認為最急需改善中小學班師比例
（小學增至1:1.7、初中增至1:2.0及高中增至
1:2.3）；其次為設法將更多合約教師納入常額
編制（53%）及設立幼師薪級表，由政府支付
全港幼師薪酬（49%）。
教聯會主席黃錦良表示，林鄭增設50億元
開支的建議，令教育經常性開支增加接近
7%，對此表示充分肯定。
該會副主席胡少偉則補充指，除改善學校環

境外，亦期望新一屆政府可增加為高中生升讀
自資院校的資助，幫助院校發展及增加學生升
學機會。
教協亦就該50億元開支用途及不同教育項

目的重要性，向3,000多名會員進行調查，得
分最高的項目與教聯會調查相若。中學方面，
以改善班師比及合約教師轉常額獲評為最重
要；小學則最重視要求待遇與中學看齊及改善
班師比；幼稚園教師則指設立幼師薪級表應優
先處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文華）香港郵政
昨日推出第二期「活化香港歷史建築」特別
郵票，以6個活化歷史建築項目為藍本，設
計6枚特別郵票，包括We嘩藍屋（$1.7）、
油街實現（$2.2）、綠匯學苑（$2.9）、石
屋家園（$3.1）、元創方（$3.7）及茂蘿街
活化項目（$5）。
特別郵票將於下周二開始發行，並首次加

入AR擴增實境技術，集郵愛好者可透過
「香港郵政郵票」流動應用程式，把鏡頭對
準特別設計的郵票，觀看各大建築物3D立體
模型，以感受建築物在黃昏及夜晚的不同景
象。

第二套「活化歷史建築」發行
6款郵票以燙壓印刷技術印製，各款圖案

展示不同建築物的外貌及獨有特色。以綠匯
學苑為例，郵票展示建築物富殖民時期建築
特色的遊廊及百葉窗，融合本地建築風格的

屋面瓦片、金字瓦頂及木樑構造。
綠匯學苑樹木茂盛，綠意盎然，每年吸引

不同鳥類到此築巢，鳥、屋、樹及遊廊等元
素均在郵票中得以展現。
同樣入選的We嘩藍屋是為數不多，由平

民住宅改劃為香港一級歷史建築的活化項
目。聖雅各福群會負責人周希旋指出，藍屋
作為香港首代劏房，原屬典型貧民區，今次
入選因其獨具特色，是平民住宅建築物的代
表。藍屋郵票圖案設計更以藍屋顯著的藍色
外觀而具較高辨識度。
除單款郵票外，香港郵政還推出其他系列

集郵品，包括內附1套 6枚郵票的小全張
（$18.6元）、內附1套6枚郵票的套褶（$35
元）、珍貴郵票小冊子（內附3張共嵌有1套
6枚郵票的郵票小型張，$50元）。
香港郵政於本月11日至25日內限期發售
正式首日封（$1.3元），並將於下周二為市
民提供即時蓋印服務。

新郵票玩AR 開App睇古蹟夜景

■教聯會昨公佈調查結果。 黎忞 攝

子女飛到瑞士留學
怪獸家長都唔放手

■陳麗儀昨公佈入學獎學金詳情。 黎忞 攝

基金公會倡增MPF供款比率

■第二期「活化香港歷史建築」特別郵票，
以6個活化歷史建築項目為藍本。彭子文 攝

■今次6款特別郵票首次加入AR擴增實境技
術。 彭子文 攝

■「香港民間學院」的課程收生達25人，涉嫌違反《教育條
例》。 fb圖片

■從「香港民間學院」的fb圖片可見，學院的課程以授課形式進行，與所謂
「興趣班」相去甚遠。 fb圖片

■柏智偉與陸劍平昨會見傳媒。
梁祖彝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