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區人代訪鄂 加強兩地交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姚嘉華 武漢報

道）約30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昨日下午
抵達湖北武漢市，展開一連9天視察行
程，探討湖北省經濟社會情況、高鐵發
展、南水北調水資源、自然保護及扶貧等
議題。
團長譚惠珠表示，湖北與香港的經貿人
文往來歷史悠久，期望日後香港高鐵「一
地兩檢」方案落實後，兩地的合作交流可
更加密切，可以藉此填補香港年輕人對國
家不了解的空缺。
約30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昨日上午抵達

湖北武漢，展開為期9日的視察，成員包
括團長譚惠珠、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
副團長馬逢國、盧瑞安，團員馬豪輝、李
少光、黃友嘉、黃玉山、顏寶鈴等，中聯

辦副主任殷曉靜隨團視察。

蔣超良：致力維護「一國兩制」
湖北省委書記、省人大常委會主任蔣超

良，昨日傍晚會見了到訪的港區人代，介
紹湖北省歷史、經濟社會發展等情況。蔣
超良表示，國家主席習近平於香港回歸祖
國20周年時提及必須致力維護「一國兩
制」，保持香港的繁榮穩定，故湖北省定
會做好鄂港之間的經濟、文化等各方面交
流，「港資企業在我們這邊投資，我們一
定保護好環境；我們也要求湖北的自覺地
做一些維護好『一國兩制』的工作。」
譚惠珠指，湖北與香港的經貿人文往來

歷史悠久，早在上世紀50年代，湖北已是
香港農產品的供應地，近20年兩地的商貿

往來更是日益密切，「香港一直是湖北最
大的經貿合作夥伴，2014年4月1日香港
特別行政區政府駐武漢經濟貿易辦事處的
開幕，更是進一步拉近兩地的距離。」

譚惠珠：加深年輕人對祖國認識
她續說，兩地頻繁的交流不單限於經

貿，在人文方面也不遑多讓，期望香港年
輕人日後也可多來這裡實習，「湖北及武
漢在中國革命和解放事業扮演了重要角
色，我們的年輕人可以到武漢來實習，幫
助他們加深對祖國歷史文化、經濟發展等
認識，是有很大的益處。」
譚惠珠又表示，香港正努力做好落實高

鐵「一地兩檢」的方案，「讓我們可以4
個小時到武漢；8個小時到北京」，讓兩

地的合作交流可更加密切，可以藉此填補
香港年輕人對國家不了解的空缺。
代表團昨日抵達武漢後，隨即到湖北省

博物館參觀，了解湖北省的歷史發展情
況；今日則會到武漢鐵路局考察，了解武
漢鐵路局調度指揮大廳、動車段、高鐵訓
練段的運作情況。

■■蔣超良蔣超良（（右右））會見譚惠珠會見譚惠珠（（左左）。）。
香港文匯報記者姚嘉華香港文匯報記者姚嘉華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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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界國慶籌委會成立 張國良籲深入理解習主席講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沈清麗）香港新

聞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8周年國
慶籌委會昨日召開會議，中聯辦宣文部
副部長羅江，以及近百位籌委會成員赴
會。會上宣佈，香港新聞界定於9月29
日(星期五)在金鐘萬豪酒店舉行國慶酒
會，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將應邀出席。今
年香港新聞界國慶籌委會成員有近300
人，是歷年最多，其中榮譽主任委員有5
人，包括中聯辦副主任楊健，以及查良
鏞(兼主任委員)、吳光正、何柱國和陳永
棋，香港新聞工作者聯會會長張國良擔
任籌委會執委會主席。
張國良在會上表示，香港新聞界每年都
會舉辦國慶酒會，藉此加深業界對國家的
認識和了解，同時把握好內地和香港之間
的關係。今年國慶籌委會成員有近300人，

較往年大幅增加，這充分說明了香港新聞
界是愛國的。
他指出，國家主席習近平早前視察香

港並發表一系列重要講話，香港新聞
界，特別是愛國的新聞界人士，應該要
深入理解習主席的講話。他認為，習主
席的講話可以提煉為「底線」及「發
展」4個字，不論是底線或發展都非常契
合香港的實際需要。他表示，「我們作
為香港的主流媒體、有資質的媒體人、
愛國的媒體人，應該深入理解習主席的
講話，使我們今後在『一國兩制』實踐
中、在推進香港發展過程中能夠把握好
大方向。」
他表示，香港新聞界以前真的非常令

人羡慕，因為我們有素質、有新聞自
由、對國家大事及各方事務都有非常好

的、有質素的報道，但是這些年來，香
港新聞界都在炒作很多無聊東西，新聞
娛樂化氾濫到了極點。「因此我們新聞
界應該好好總結一下，特別是對促進香
港發展的大事情，應該把握好有底線和
方向。」
香港新聞界國慶籌委會名單包括榮

譽主任委員、榮譽顧問、正副主任委
員、執委會主席、正副秘書長等。其
中榮譽顧問有16人，包括王國華、吳
天海、施子清、查懋聲、倫紹銘、高佩
璇、高洪星、張雲楓、許智明、曾德
成、馮紹波、劉江華、劉長樂、盧文
端、韓中旋、簡福飴，副主任委員有25
人，包括王向偉、王佳斌、司徒傑、甘
煥騰、朱文、李寶安、周立、姜在忠、
孫勇、徐新英、崔強、張國良、梁家

榮、連錦添、陳寅、陳淑薇、陳景祥、
麥華章、黃智祖、葉啟榮、趙應春、劉
偉忠（兼秘書長）、潘翔鳴、盧永
雄、顧堯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第

三屆「香港卓越獎學金計劃（尖子獎

學金）」昨日舉行頒獎禮，今年共有

78名尖子得獎，即將獲資助到海外

名校升讀學士學位或研究院課程。

其中有「二胡王」之稱的前香港中

樂團全職樂師司徒健，為了完成進

修西樂指揮的理想，不惜「裸辭」

放棄工作，「由中轉西」到美國修讀

指揮學碩士，期望學成歸來自組本地

樂團，為音樂界出一分力。

「二胡王」獲資助「中轉西」學指揮
為理想「裸辭」獲選尖子獎學金得主赴美進修

今年獎學金得主升學目的地包括英國牛
津、劍橋，美國哈佛、耶魯等名校，

51人將升讀學士學位課程，另27人升讀研
究院課程，現年29歲、公屋出身的司徒健
是其中之一。他分享時憶述，自己大約7
歲開始，在家人「一人一體藝」的觀念
下，被安排到音樂事務統籌處（現稱音樂
事務處）報班學習二胡，愈學愈有興趣，
中三時更立志將音樂成為職業，惟那時家
境有變，導致家人大力反對，「父親在我
中一時過身，母親無業，哥哥成為唯一經
濟支柱」。

從零開始 自學西樂
司徒健指，明白家人希望自己「升學搵
好工」的想法，但他始終堅持音樂志向，
甚至於中五畢業後當着家人面前撕爛會考

證書「明志」，下定決心升讀演藝學院。
司徒健在演藝學院的成績名列前茅，

2011年時更成為香港中樂團最年輕的全
職樂師，可謂夢想成真。惟他並未就此
止步，一次因緣際會下欣賞到著名指揮
家的演出，自此對西樂指揮着迷，「有
別於其他樂器可以自己練習，指揮必須
要有樂團陪練才能成事」，因此他不惜
在工餘時自費到外國報讀工作坊，又
「從零開始」自學小提琴與鋼琴，務求
更了解西樂與指揮工作。去年10月更決
定「裸辭」樂師工作，全心準備投考外
國院校的指揮學。
如今獲選為香港卓越獎學金得主，將前

往美國伊薩卡學院（Ithaca College）修讀
指揮學音樂碩士。
司徒健坦言自己常被問到畢業後想做什

麼，他承認本港指揮工作機會有限，但笑
言自己在音樂路上尚算成功過一次，有信
心再下一城，期望回來後能夠聯合一班志
同道合的音樂畢業生，合組屬於香港人的
樂團，開創出前路及新機遇。
另一得獎學生林文欣將到愛丁堡大學修

讀語言學文學碩士，她認為語言對於文化
傳承非常重要，自覺有責任保護廣東話，
因此她希望能在境外的非母語環境下，更
客觀地看待並研究廣東話的價值，透過不
同學術研究推動語言傳承。
教育大學英文教育畢業生梁鈺鈿，則獲

資助到哥倫比亞大學修讀國際教育發展文
碩士，她期望透過跟各地學生交流，了解
各地學制優良所在，回來優化本港教育。
聖公會莫壽增會督中學畢業生黃子煥，

將前往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升讀電腦科

學，他認為本港科技仍有很大發展空間，
尤其在硬件開發方面仍相對缺乏，畢業後
有志投身發展。

善用良機 學以致用
昨日頒獎禮由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主持，

她致辭時指，獎學金推行以來，已有逾
180名優秀港生獲資助升讀海外名校，期
望各同學善用良機，在世界一流學府磨煉
技能、增進知識，以佳績畢業，日後學以
致用，共建更美好的香港。
教育局發言人補充，獎學金得主修讀學

科廣泛，除自然科學、文學、法律等傳統
學科，也有考古學、生理學神經科學等專
門學科，及未有在香港開辦的動物學及核
子工程等；而由於遴選程序仍在進行，得
獎人數稍後或會增加。

■香港卓越獎學金計劃昨日舉行頒獎禮。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司徒健司徒健（（左左））獲資助前往美國修獲資助前往美國修
讀指揮學音樂碩士讀指揮學音樂碩士。。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溫仲綺）
屯門興德學校接連被揭發有校政及
管理問題，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
亦首次就事件回應，指對興德的亂
象十分失望，強調政府有責任幫助
學校確保良好管理及優質教育質
素，故教育局先後委派了8人加入
校董會，期望助學校撥亂反正。她
又表明，希望興德在本周五的校董
會會議上可適時作出適當決定，挽
回家長和老師對學校的信心。
林鄭昨日在行政會議前主動向傳

媒提到，對於興德學校的管治混亂
感到十分失望，而政府與辦學團體
合作辦學，並不等於連管理或確保
優質教育質素的工作，都「外判」
給他們，有關責任仍然在教育局，
所以局方得悉該校校長管理方面出
現問題，即做了很多調查工作及採
取一定行動。她指現時教育局運用
在《教育條例》之下的權力，已經
先後為該校委任8名校董，協助將
學校撥亂反正。而就本周五該校校
董會開會，討論包括校長去留等問
題，林鄭希望校董會能夠「適時作

出一些決定」，挽回家長和老師對學校的信
心。
她又指，知道興德的教師在管治混亂的情

況下都緊守工作崗位，對他們表示欣賞，同
時亦知道一些有熱誠的教師願意加入學校，
希望學校在迎接新學年時盡快回復正常。

校方電郵系統突停用
另外，有消息指興德學校的「@hingtak.

edu.hk」電郵系統昨早被停用，該校資訊科
技員向電郵供應商查詢，供應商回覆指是校
方有人向其報告電郵有異常情況，故將所有
賬號停用。有教師擔心事件涉及電郵保安問
題，而該校的傳真及網上校管系統亦出現異
常，或影響收取教師的入職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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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國良(左一)在會上發言，左二為羅
江、右一為趙應春。

香港文匯報記者沈清麗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電腦
商會主辦的「香港電腦通訊節2017」，將
於本月25日至28日在灣仔會展舉行。香
港電腦商會創會會長張耀成表示，隨着
「打機無前途」的觀念逐漸改變，今年電
競產品展商數目較去年上升一倍，加上上
月電競音樂節反應不錯，相信可以帶動營
業額按年上升一成。
今年電腦通訊節以「創科浪潮 激發玩
樂狂熱」為主題，展商數目多達200個，
佔地約600個展位。
大會今年首設創意產品互動體驗專區，
展出本港與世界各地創科產品，並設有
VR（虛擬實境）實驗區，透過科幻虛擬
教室展示教育方案。

大會又新設STEM及環保教育主題區，
區內共設10個主題攤位，由各STEM供應
商展示一站式STEM服務平台及教育方
案，包括無人機和機械人，並會舉行工作
坊及小型講座。

料吸80萬人次「早鳥」享優惠
張耀成表示，大會期望可帶動80萬人次

入場，由於過去參觀者主要集中在下午進
場，為疏導人流，今年大會首次推出「早
鳥優惠」，每日首50名進場的參觀人士，
可以獲價值299元的跨平台藍牙鍵盤一
個；下午一時前購票進場更可享買一送一
優惠。
場內亦連續第三年舉辦「E-Sport Festi-

val」電競節，張耀成表示，近年電競業和
周邊產業迅速發展，估計中國內地在兩三
年後將成為全球最大的電競市場，2022年
亞運會更將電競納入比賽項目，可見「打
機無前途」的觀念已逐漸改變，今年電競
產品展商數目，便較去年上升一倍。
他又指，旅發局上月舉行的香港電競音

樂節反應不錯，相信會對相關產品銷售帶
來正面影響，估計營業額可按年上升一
成。
另外，今年電腦通訊節亦設有「電腦節

Cosplay大賽」，以「鬥多Like」形式，從
八強中選出冠、亞、季軍，獎金介乎4,000
元至20,000元。

電競帶旺電腦節 商戶推「創科打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興德學校風
波引起社會對監管學校行政管理的關注，而
事實上，該校絕非校政混亂的單一事件。教
育工作人員總工會昨日揭示「興德翻版」事
件，指某中學曾同樣涉虛假文書、違規解僱
教師、校長濫權等20多宗指控，教育局亦
查證當中確有違規及違反專業操守，然而事
件拖拉兩年，該校法團校董會仍繼續包庇及
縱容涉事校長，令局方束手無策。教總會長
余綺華指，接連類似事件反映現行校本管理
政策易造成校董會及校長權力過大，教育局
應盡快作修訂，以恢復規管學校的功能。

查有實據 教局「無符」
教總昨日召開記者會，指曾處理某中學的

投訴個案，綜合8名教師提供的資料顯示，
認為該校校政混亂問題與興德「有九成相
似」，當中涉及達22宗指控，包括涉嫌偽
造晉升面試通知、違規解僱教師、警告投訴
學校的教師、分化教師團隊、濫權及賬目混
亂等情況。教總指，部分對該中學指控嚴重
侵害教師人身自由，例如要求教師在放假
時，必先取得批准才可以離境，另校方也曾
縱容校園性騷擾事件，曾有教師就此向學校
投訴，更有另外4名教師作證人，但校方仍
然不受理，即使平機會證實事件後，學校亦
拒絕調解等等。
余綺華表示，該會跟進有關個案長達兩

年，縱使教育局查證該中學違規及違反專業
操守屬實，惟學校法團校董會仍繼續包庇及
縱容校長，當局亦束手無策，未有實質行
動，認為教育局應於新學年盡快委任至少兩
名校董進入該中學，幫助解決問題。
除上述中學外，一名已離職老師亦於昨日

記者會指控北區某小學涉違規解僱，該老師
指，自己曾在沒有收過任何口頭及書面警告
下，突然收到學校的終止聘用信，經向教育
局投訴後，最終學校被違反《資助則例》及
遭警告，但他卻未能因此復職，質疑當局監
管欠成效。
教總認為，多次出現校政違規，反映現有

校本政策對學校監管不足，促請局方盡快處
理，並從速修訂政策方向，該會並正約見教
育局局長楊潤雄，討論有關校董會及校長權
力過大的問題。
就教總提及的投訴，教育局發言人回覆

指，局方收到投訴後一直按既定機制積極跟
進，並向學校管理層提供支援，要求校方改
善與員工的關係和溝通方式，會繼續密切監
察有關情況，確保學校運作暢順，而局方亦
一直與投訴人保持溝通，讓其知道調查進度
及結果。

工會揭「興德翻版」
促修例防止濫權

■余綺華（左）展示教育局發信，證實學校
解僱A老師屬違規。旁為A老師。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忞 攝

■■電腦通訊節將於本月舉行電腦通訊節將於本月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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