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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回報大增 三大學「盈喜」賺近13億

明曦青年計劃頒獎
陳冬趙文芝等主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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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中史修訂 七成教師「讚好」
教聯會促增支援推專科專教 確保每循環周兩節課

中史模擬試 151校1835人報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據中聯辦網
站載，11月28日，中聯辦副主任陳冬在中環
廣場出席「明曦青年獎勵計劃」頒獎儀式暨
「明曦同學會」成立典禮，並和北京市政協
副主席趙文芝等一同擔任主禮嘉賓。是次活
動由明曦公益基金會主辦，來自香港11所大
學的100餘名學生和校長、教師以及各界嘉
賓參加了活動。

明曦公益基金會 2016 年在香港註冊成
立，由北京控股集團公司牽頭發起。該基金
會今年推出了「明曦青年獎勵計劃」品牌活
動，創立了「明曦同學會」，旨在通過表
彰、獎勵，凝聚香港專上院校中學業優秀、
熱心兩地交流及社會公益的青年學生，鼓勵
香港青年學生增強國情認識，促進兩地青年
交流。 ■「明曦青年獎勵計劃」頒獎儀式，陳冬與嘉賓及師生合影。 中聯辦網站圖片

教聯會於上月下旬向全港中學發放問
卷，了解對中史科諮詢的意見，共

收到約120間中學165名中史科教師回
應，包括121名科主任。

政治史文化史課時適中
昨日公佈的結果發現，69%受訪教師對
第二階段修訂稿表示滿意，亦有約八成
人認同新課程能達到當局設定的不同學
習目標，包括讓學生明白歷史鑑古知今
的意義（82%）、培養學習中國歷史的興
趣（79%）、分析與評價史事能力
（79%），和培養學生優良品德，以及對
社會、國家及民族的歸屬感（76%）。

在中史第二階段修訂稿中，政治史課
時比重由65%增至76%、文化史則降至
14%，香港史維持10%不變，受訪教師普
遍對有關改動感滿意，認為政治史及文
化史課時適中的，分別高達 85%及
75%。有關香港史的比重，亦有64%老師
認為適中，但其他意見略見分歧，20%人
指課時過多，13%則覺得過少。
因應新修訂的課程加入香港史及更多文

化史元素，有多達51%的中史科教師坦
言，對教授新課程信心不大（38%）或甚
至很沒信心（13%）。多達96%受訪老師
指，教育局應加強中史科專業支援，最多
人認為當局應確保中史科有足夠的課時

（85%），另有81%指應推動中史專科專
教，及由官方開發教學資源套。
課時不足是中史科一直面對的問題，新

修訂似仍未能有效解決，調查發現，76%
教師直言未能教畢整個初中中史課程，而
需要略過或跳過不教部分課題，此舉或影
響學生未能全面認識國家歷史。

胡少偉倡為非華語生供教材
教聯會副主席胡少偉指出，新的中史

課程雖然得到老師支持，但當局亦應加
強落實課時分配要求，確保每循環周有
兩節課教授，同時要加強師資培訓，長
遠以專科專教為目標。
該會又指局方應配合課程修訂，為非華
語學生提供切合其學習需要的中史教材，
同時加強支援未設獨立中史科的學校。

提東江水供港 中央雪中送炭
在香港史的內容方面，胡少偉引述香港

史專家劉蜀永的相關建議，認為應於「改
革開放政策」部分，加上「香港與國家的
改革開放」課題，而「共和國時期的香
港」則建議改為「香港的回歸」，並包括
東江水供港等內容，讓學生了解中央政府
對香港雪中送炭的實況。

教育局就初中中國歷史科課程修訂的第二

階段諮詢昨日結束。教聯會近日向全港中學

中史科老師進行意見調查，發現近七成人對

整體課程安排表示滿意，而對當中有關政治史、文化史及香港史部分的

課時分配，有約六成半至八成半覺得適中。不過，超過四分三中史教師

也表明憂慮未能教畢整個課程，逾半人對教授新課程信心不大或沒信

心。教聯會促請當局加強對前線教師的支援，長遠推動專科專教，並確

保學校每循環周能有兩節課教授中史。 ■香港文匯報記者唐嘉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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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時間，有內
地友人來港，陪他
們吃吃逛逛，很是
開心。但每次付款
時，都會被他們詢

問，不能手機付錢嗎？
「什麼是手機付錢？」我問道。
朋友睜大眼睛，不可思議地看着

我，「啊，你連這個都不知道，也
太落伍了吧！」那時我感覺自己像
一個陳年的出土文物。
是的，在香港出街，習慣了帶上

八達通、信用卡、現金，儘管錢包
被各種會員卡撐得鼓鼓的，還是要
見縫插針地塞進去各種票據和銀行
提款單。
當我看到《文匯報》今年10月31

日的頭版新聞《支付寶進駐港的
士》時，心情頓時愉悅起來。文中
說內地的兩大移動支付工具
WeChat Pay和支付寶陸續登陸香
港，為香港市民帶來方便。作為
「鼓鼓錢包」的「受害者」，我是
真心期待移動支付時代的到來。那
麼，讓我們一起看看跟移動支付有
關的新詞新語吧。
首先是WeChat Pay，其實這個

詞叫「微信支付」，就是利用「微
信」這個App來完成交易的支付，
而另外一個知名的App就是「支付
寶」了。兩者都是技術領先的第三
方支付平台。現在香港8,000多家
門店都能用「支付寶HK」付款，
真是方便。

上周末，和朋友去深圳逛街，發現街邊有
各種顏色的自行車，只要用微信支付或支付
寶就能瞬間開鎖、騎行。這種共享單車在香
港也開始出現，但遠沒有內地普及。更讓人

吃驚的是，深圳還有「共享汽車」，也就是
說用上述兩種移動支付方式付款，真是太方
便了。

移動支付 租傘叉電
在商場逛街，還看到了「共享雨傘」、

「共享充電」等新鮮玩意，這些都只要用移
動支付方式付款，就能享受到雨傘租借和手
機充電服務。
內地的朋友說，「現在這種民生科技愈來
愈多，老百姓的生活愈來愈方便，我們真的
要為這種現代化的支付方式『打call』。」
「什麼？什麼？你要打電話嗎？」我聽得
一頭霧水。
朋友用手比劃一下說：「打call」是現在

內地最紅的潮語。「打 call」就是「打電
話」，他握緊食指、中指和無名指，舉起大
拇指和小拇指，模仿打電話的動作，說這個
動作就叫「打call」。
「這不是用手比劃數字六嗎？」我問道。

打call就是6 諧音「溜」
是啊，打call就是6，諧音「溜」，最初

指打遊戲時打得很順溜，大家說很
「六」。在加上「六」和「牛」在普通話
中語音接近，所以現在形容什麼很厲害的
時候，直接說「打 call」來比喻又牛又順
溜。

為民生科技移動支付「打call」
嗯，這麼好玩。那我也要為民生科技、移

動支付「打call」了。
■李斐 香港中國語文學會
簡介：香港中國語文學會

創辦於1979年，宗旨是通過
研究、出版、教學、交流、
合作等方式促進中國語文工
作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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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科技大
學、理工大學及浸會大學近日相繼公佈
2016/17年度的財務報告，受惠於利息
及投資回報改善，各校盈餘均大幅增
加，3校盈餘加起來超過12.6億元。 其
中，科大及浸大的盈餘各上升兩億多
元，分別達逾5.8億元及3億元，理大更
轉虧為盈，由之前一年蝕近3,600萬元，
變成2016/17年錄得近3.8億元盈餘。此
外，因應教資會就8所資助大學的最新
財務指引，各校今年的財務報告亦就教
資會及不同的非教資會活動作出分項匯
報，提升財政透明度。

科大較去年大增2.65億
各校的報告羅列由2016年7月1日至今
年6月30日財政年度的資料，其中科大
的綜合收入達48.77億元，扣除開支後盈
餘5.81億元，比之前一年的3.16億元大
增2.65億元。科大指有關增幅來自頗為
可觀的投資回報，年內有關收入達6.46
億元，表現遠優於2015/16年的虧蝕600
萬元。
在分項匯報方面，科大的自負盈虧持
續進修教育活動包括不同自資碩士課程
等，共錄得1.03億元盈餘，而非教資會
研究活動，也獲得盈餘1,400萬元。不
過，由於該校的25周年校慶籌款活動完
結，外界捐款由2015/16年的3.16億元大
跌至6,600萬元，抵消投資收入所帶來的
盈餘增長。

60周年校慶 浸大籌逾億
至於浸大，截至2016/17財政年度，其

綜合盈餘 3.04 億元，較 2015/16 年的

6,370萬元大增逾2.4億元。該校的財務報
告表示，因金融市場暢旺令利息及淨投
資收入大增，由虧損6,700萬元轉為大賺
3.08億元，而因應創校60周年慶典及其
他活動上的大力籌款，令大學所得捐款
達1.09億元，比之前一年的8,900萬元有
所增長。
但報告亦指，隨着高中畢業生人數持
續下滑，令社會對大學自資專上課程的
需求不像往年般熾熱，浸大轄下持續教
育學院及其他自資課程年內報讀人數減
少，令大學整體學費收入減少4,480萬
元。
報告特別提到，特區政府今年8月起推

出每年3萬元的自資學士學位課程學費資
助，將加劇8大自資部門與其他自資大專
院校之間的競爭，校方將審視其自資課
程定位，並會制訂行動計劃以提升競爭
力。
另外，浸大財務報告亦交代了中醫診

所等社會服務、科研業務，及位於珠海
的北京師範大學──香港浸會大學聯合
國際學院（UIC）等的營運情況，其中已

營辦12年的UIC，2016/17年錄得盈餘
人民幣2,540萬元，較2015/16年大增近
4倍。

股票復甦 理大扭虧
理大方面，2016/17年度錄得3.77億元

綜合盈餘，較2015/16年虧損3,590萬元
佳。其財務報告指，過去一年大學積極
表彰及廣攬人才，在人力資產投放了更
多資源，令教職員薪酬開支大增2.96億
元，不過同一時間政府撥款增加，加上
股票市場復甦令利息投資收益由5,060萬
元增長至3.99億元，讓大學錄得充足盈
餘，財政更為穩健。
理大財務報告並交代了包括教學酒店

「唯港薈」、旗下提供自資課程的專業
及持續教育學院及香港專上學院等附屬
公司的收入與開支情況，整體虧損為
2,240萬元，較之前一年的7,580萬元大
減。報告並首次列出大學本部包括自資
課程、學生宿舍、顧問等自負盈虧活動
分項的財政資料，盈餘有2.83億元，將
用以支持大學發展。

三大學近年收入情況

大學

科技大學

理工大學

浸會大學

*括號內為虧損數字

資料來源：各大學財務報告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鈺

年度綜合盈餘

2017年

5.81億元

3.77億元

3.04億元

2016年

3.16億元

（3,590萬元*）

6,370萬元

利息及投資收入

2017年

6.46億元

3.99億元

3.08億元

2016年

（600萬元*）

5,060萬元

（6,700萬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由香港南區
工商業聯合總會及香港歷史及文化教育協會
所主辦的「2017—2018年度香港中學文憑試
中國歷史科（卷一、二）聯校模擬考試」，
本星期一（27日）舉行起步禮暨監考人員培
訓工作坊，共有40人參與，為之後進行的模
擬試作準備。是次中史科模擬試由9月新學
年開始接受申請，總共有151所學校1,835人
報名，反應踴躍，令人鼓舞。

彭秋雲廖漢輝等主禮
是次活動邀請得中聯辦港島工作部副部長

彭秋雲、南區工商聯創會主席廖漢輝等主
禮，並由正就讀大專的南區工商聯青委會主
席鄺卓睿、副主席羅浩濂負責。
香港歷史及文化教育協會主席梁延敬則簡

介了中史科聯校模擬試的運作，以及監考人
員的臨考指引與工作。

鄺卓睿：考生獲實戰經驗
鄺卓睿指，是次模擬試可為應屆中六生提

供寶貴的文憑試實戰經驗，推動高中中史科
發展，讓學生加深對中國歷史的認識。
大會是次為中五生舉行的相關講座，吸引

了600多人參與，成績理想。

吳承海勉學生迎「帶路」機遇
南區工商聯主席吳承海在致辭時強調了學

習中史的重要性。他認為學生需鑑古知今，
了解國家歷史發展，進而把握「一帶一路」
和粵港澳大灣區等機遇，建設好香港的未
來。

■中史聯校模擬考試起步禮暨監考人員培訓工作坊日前順利舉行。 主辦單位供圖

■教聯會公佈
中史科課程修
訂調查結果。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唐嘉瑤 攝

■受訪教
師普遍對
初中中史
修訂感到
滿意。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