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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政協常委 林樹哲先生
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社團部副部長 黎寶忠先生
中共南安市委統戰部部長 吳躍達先生
華閩（集團）有限公司協調聯絡部副總經理 張克強先生
香港南安公會會長 黃少玉女士
中共南安市梅山鎮黨委書記 黃清地先生

（排名不分先後）

首 席 顧 問：林樹哲
創會發起人：陳慶輝 陳懿秋 李建福
榮 譽 顧 問：李金聰 李成輝 李和協 黃清地 黃西岳 李振生
永遠名譽會長：陳慶輝 李清安 陳懿秋 李清意 洪寅聲 陳天恩 陳金土 陳桂瑩 陳劍峰 戴祖煌 陳文龍
常 務 顧 問：黃少玉 葉培輝 侯錦超 李金鐘 李遠榮 李樹春 劉志敏 戴國林
名 譽 會 長：李文新 李克賢 侯文聰 李古城 李世雄 李用州 李志彬 李鼎成 林雙來 陳再興

陳志堅 陳昆南 陳東陽 陳金鑾 陳海明 陳德林 陳德陽 黃翠蓉 葉智猛 潘逢春
顧 問：陳通貴 葉益強 林懷宣 傅森林 戴志生 陳清淵 陳金祿 劉子安 劉民國 李建輝 李瓊堯 林長團 柯維世 陳天從

陳江河 陳民權 陳金勇 陳振中 黃文全 黃華僑 黃萬江 葉媲劍 劉國彬 潘連招 戴 方 戴森展 張潤峰 戴燦輝
法 律 顧 問：陳禎祥（香港事務） 陳健基（內地事務）
會 長：陳慶輝
副 會 長：謝林翰 劉文慶 謝建國 李福平 李志勇 李增輝 劉文芳 劉忠賢 戴青山 戴振祥 戴貴陽 戴德祥 謝振純
理 事 長：李清安
副 理 事 長：陳向陽 戴小波 劉泉源 戴鴻祥 庄淑惠 李志新 李茂源 李萍萍 林桂華 黃建設 劉天賜 劉志慶 戴奮發 謝建勝
秘 書 組 秘書長：戴鴻瑜 副秘書長：陳瑞德 黃美麗
財 務 組 司 庫：黃百安 出 納：劉文芳(兼) 會 計：黃麗妮
宣傳聯絡組 主 任：陳純純 副 主 任：陳允輝 戴紫竹 黃梅花 鄧麗萍
康樂福利組 主 任：李萍萍(兼) 副 主 任：陳建輝 戴振良 劉文華 黃清和
婦女事務組 主 任：黃慧玲 副 主 任：庄淑惠(兼) 林桂華(兼) 黃淑珠 譚惠雯
青年事務組 主 任：陳建新 副 主 任：李光宇 李光耀 李義勇 戴冬梅
內地事務組 主 任：戴小波(兼) 副 主 任：李志新(兼) 陳再添 劉泉源(兼) 謝建國(兼)

理 事：李沂水 李斌華 李夏暾 李麗珍 李素玲 侯義勝 陳良明 曾煥金 黃碧環 劉文瓊 劉明城 劉燕金 戴再興 戴金國
戴培元 戴勝佳 戴德興 戴慶我 戴慶春 陳俊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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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

鈺）因應基本能力評估研究計

劃（BCA，即優化版TSA）的

爭議，早前多間參與去年TSA

試行版的小學獲邀出席立法會

教育事務委員會分享經驗，卻

遭反對派議員以所謂「規程問

題」阻止，意圖滅去理性討論

BCA／TSA的聲音。有相關小

學的校長昨直言，當時曾有議

員形容學校是「啦啦隊」、

「為教育局唱歌跳舞」，感到

很大侮辱，又點名批評教育界

議員葉建源對學界受辱不發一

言。他們又透露，有關議員過

去從沒有聯繫試行學校，對

BCA的優化零接觸、零了解，

「叫助理打個電話來問都

無」，質疑他們憑什麼反對。

學界受辱 葉建源不發聲挨轟
反對派教局啦啦隊論抹黑 零了解BCA優化盲反對

小三BCA將於本周四及周五（5月4日及
5日）進行視聽及說話評估，惟有關議

題仍然爭議不休。50所TSA試行校之一的
聖公會天水圍靈愛小學校長孔偉成昨日在接
受電台訪問時指出，其中10所試行校將於後
天舉行分享會講解試行經驗，期望立法會議
員亦能到場了解；至於5月8日的立法會公
聽會，由於之前教育事務委員會的不快經
歷，他們並不打算出席。

欠道理玩「規程」對消耗會議失望
當日委員會因有反對BCA議員提出「規
程問題」，20多名學校及家長代表被迫空跑
一場。孔偉成慨嘆，近年議會多次出現所謂
「規程問題」，批評是部分人欠道理或道理

不夠強時，就以「規程」轉移視線，耗光議
會時間使對方未能認真表達意見，對此感到
很失望。
他續說，留意到當日部分議員言論不問情

由全盤否定出席者的教育專業，「說我們是
啦啦隊，話我們為教育局唱歌跳舞」，認為
對他們是「好大侮辱」，更點名批評理應代
表教育界的葉建源，在教育界受辱時未有發
聲，彷彿亦認同「啦啦隊」之說，令他感到
「最大的侮辱」。
今年的小三BCA是基於去年50校數以千

計學生參加的試行計劃優化而成，孔偉成認
為立法會議員及很多市民對BCA其實相當不
認識，而反對議員不單從沒有到訪任何一間
試行學校了解，甚至「叫助理打個電話來問

都無」，質疑他們憑什麼反對，認為很匪夷
所思。

BCA評估具價值 促師改善教學
另一試行校福建中學附屬學校亦會於後天

分享會說明經驗，校長徐區懿華指，過往
TSA確為學校提供數據，有助改善教學。
有小學教師致電節目指，BCA考核時間等

部分行政安排確有改善空間，但他認為相關
評估有其價值，可促使老師思考如何改善教
學，是「推動力」而非「壓力」。小三生家
長周女士則說，在孩子升小前亦曾擔心TSA
操練問題，但後來未發現有相關操練，反而
更緊張校內考試，她又指不知道BCA評估會
於周內舉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溫仲綺）不少中學
生都會參與賣旗籌款，但投入程度見仁見
智。有中學推出鼓勵性質的計劃，衡量學
生賣旗時態度、禮貌以及旗袋重量等因
素，選出積極參與獎的得主。有媒體報
道，指收到學生匿名「爆料」指控校方要
求「磅過唔夠秤，下午要繼續賣」，暗示
學校懲罰學生迫其「交數」。涉事辦學團
體發聲明指該說法「無中生有」，強調賣
旗義工均為自願，但會檢視鼓勵方法，以
釋公眾誤解。
樂善堂昨日進行全港賣旗籌款，有報道昨
引述匿名學生「爆料」，指該堂屬校王仲銘
中學要求交還旗袋時要「秤重」，若重量過
輕，下午便要繼續賣旗。樂善堂昨發聲明指
該報道「無中生有」，而有關秤旗袋的做法
則存有誤會；該校就賣旗設多項獎勵性鼓
勵，參與學生均可獲小禮物，校方並會以態
度、禮貌、投入程度及旗袋重量多方面作標
準，每班選出積極參與獎以示鼓勵。

賣旗要「交數」？
樂善堂：「無中生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柴婧）為鼓勵中
學生認識「一帶一路」發展，及早規劃未
來裝備自己，多個團體合辦了「中學校際
《一帶一路．與我何干》綜合能力比
賽」，並於昨日舉行總決賽，由保良局羅
傑承（一九八三）中學奪冠。有份出席活
動的候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寄語在場學
生，不需要擔心「一帶一路」令香港面對
更激烈競爭，強調機會應由自己創造，希
望大家能充滿自信、迎接機遇。
是次比賽由專資會、新界社團聯會和
「一帶一路」國際發展聯盟合辦，共吸引
24間中學高中生組隊參與，經網上問答初
賽後選出 5 隊進入決賽；各隊伍並以
「『一帶一路』倡議引伸的機遇與挑戰，
如何影響我們年輕人的未來計劃」為題進
行8分鐘主題匯報。

冠軍隊羅傑承中學 透析「文理商」機遇
奪冠的保良局羅傑承（一九八三）中

學，由分別主供文科、理科和商科的學生
吳棋源、張思瀚及梁孝聰組隊。
他們提到，在「一帶一路」倡議下，香

港和內地應該是隊友關係，相互學習、一
起進步，並再從文理商科學生的角度分析
「一帶一路」帶來的機遇，「文科生可做
沿線國家翻譯、商科生可學習更多國家金
融體系、理科生可以做工程。」

為比賽任首席評判的全國人大常委會香
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讚揚參賽
學生對「一帶一路」的掌握都很好，主題
匯報的表現亦十分精彩生動。
決賽頒獎主禮嘉賓、城大校董會主席胡曉
明則認為，參賽學生全面透徹演繹「一帶一
路」機遇，反映不少香港年輕人已經掌握到
「一帶一路」為香港帶來的希望，盼社會能

繼續推廣「一帶一路」的重要性。
出席觀看決賽的林鄭月娥亦獲邀發言。她
提到，有學生於參賽時轉達一些對「一帶一
路」發展的憂慮，擔心將來海外精英會與香港
年輕人競爭「搶」機會，寄語港生「不要怕與
別人比較，因為機會由我們自己創造。只要香
港經濟做得好、做得大，不用怕其他經濟體的
競爭，我對香港青年人充滿信心。」

中學生「決戰」「帶路」林鄭：自信迎機遇

■(前左至右)孔偉成、徐區懿華出席電台節目
講BCA。 商台供圖

■梁愛詩認為，學生表現十分精彩生
動。 梁祖彝 攝

■林鄭月娥出席比賽，表示對香港青年人充滿
信心。 梁祖彝 攝

■保良局羅傑承（一九八三）中學隊伍進
行主題演示。 梁祖彝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