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0

香  港  新  聞

■責任編輯：李暢熹

2017年
2017
年 12
12月
月 3 日（星期日
星期日）
）

CY 訪韓推
「帶路」「超聯人」
魅力沒法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
在國家「一帶一路」倡議中將扮演重要
角色。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近日應韓
國邀請到當地訪問 3 天，其間向政商界
介紹了香港「一國」和「兩制」的雙重
優勢，可在「一帶一路」國際合作倡
議，和粵港澳大灣區發展中擔當重要的
「超級聯繫人」角色，以及區域內各地
「分享合作成果」的機遇。
梁振英在 11 月 30 日抵達韓國首爾，
分別與韓國外交部長康京和，及國會
議長丁世均會面。在和康京和會面
時，他向韓國外長介紹了香港在「一
帶一路」國際合作倡議和粵港澳大灣
區發展中的作用。在和丁世均會面
時，大家就一起「話當年」。
原來，丁世均擔任國會議員前，經常
因公務到訪香港，並經香港轉飛其他地
方，故他對香港非常熟悉。他笑言，自
己返回韓國時，旅行箱都放滿在港購買
的物品。
另一位與會的前國會副議長朴炳錫曾

在香港工作和居住過 5 年，可以用流利
的普通話親切交談。
梁振英說：「對韓國朋友來說，香
港距離韓國較其他中國城市為遠，但
他們對香港的魅力仍然念念不忘。香
港無論作為中轉站還是終點站，都可
以發揮好『超級聯繫人』的角色。議
長對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及香港的
作用都很感興趣。」

「韓國與大中華區」會議演講
翌日，梁振英應韓國國立仁川大學邀
請，在首爾「韓國與大中華區」會議作
主旨演講。他向韓國各界闡述和平、穩
定和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的關係。
他並介紹香港在「一帶一路」國際
合作倡議，及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
的「超級聯繫人」角色，包括重點講
述香港的「一國」和「兩制」的雙重
優勢，香港在國家改革開放中的紅
利，以及區域內各國「分享合作成
果」的機遇。

■梁振英在「韓國與大中華區」會議作主旨演講。

為冬奧6500健兒打氣
韓國將於明年 2 月主辦 2018 冬季奧
運會，梁振英特地由首爾坐車 3 小時到
平昌，與江原道副知事鄭萬昊見面，
並在冬季奧組委國際副委員長金載烈
的陪同下，到奧運會體育場、冰球中
心、越野滑雪場地等了解冬奧會的最

■梁振英巧遇一批到韓國旅遊的香港
人，即時「被圍」集郵。
梁振英fb圖片
梁振英fb圖片

後準備工作
他說：「今次冬季奧運會，是最大
型的冬季運動會，而四年後，中國將
主辦 2022 冬季奧運會，韓國的經驗有
參考意義；離開前，我在心意卡上寫
上『奧運精神長存』，為將會參加冬
奧的 6,500 名運動員打打氣。」

港人「包圍」CY 上前「集郵」

在昨日韓國行程最後一天，梁振英
在離開前，在酒店附近巧遇到韓國旅
遊的香港人。大家對遇到梁振英都表
現驚喜，將他「重重包圍」，並紛紛
上前「集郵」。
梁振英友善地應大家要求一一合照，
最後向大家揮手道別，正式結束韓國之
行。

有高校推特色課程吸港生 供 10 萬人幣獎學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柴婧）香港與內地關係日益緊密，不少港生願意選
擇內地升讀大學，以尋求更廣闊發展。國家教育部和香港教育局合辦的
「內地高等教育展 2017」昨日起一連兩天於會展中心舉行，共有 102 所內

能仁專上學院僅取錄6人

地高等院校參展，包括多間今年新增加入免試計劃的名牌大學。有內地大
學提供特色課程招攬港生，包括多種「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語言，助學生
開拓前景，亦有大學提供最高達 10 萬元人民幣的獎學金。教育局指，過去
6 年已有 7,800 名港生經免試計劃獲內地大學取錄，當中不乏獲得多科 5**
尖子生，可見內地升學吸引力。

昨日教育展開幕禮由教育局常任秘書長楊
何蓓茵、國家教育部港澳台事務辦公室

免審查向合資格者年供5000元
她續指，今年起特區政府擴大「內地大學
升學資助計劃」範圍，免入息審查並向合資
格內地升學學生提供每年5,000港元，幫助更
多同學報讀心儀的內地院校，又總結道，過
去6年已有合計18,000名港生通過計劃報讀內
地大學，當中有7,800個獲得錄取。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昨日亦有到教育展參
觀。他補充說，隨着擴大資助計劃的免入息
審查部分，今學年共有 3,300 名學生獲資
助，比去年多 900 人，可見計劃成功令更多
內地升學港生受惠。
多所內地大學於教育展設置攤位、安排講
座和畢業生分享，向港生提供多元化升學資
訊。
有前來了解的中學生認為內地發展機會多，
生活節奏亦更適宜生活，老師則認為學生到廣
闊的內地發展是個利於成長的好選擇，更有小
一生的家長提前來取經（見另稿）。
特色課程是內地大學對港生其中一個吸引
點，北京外國語大學副校長閆國華在教育展

中南大學首加入免試
首次加入免試計劃的中南大學，為身兼國
家「211 工程」、「985 工程」及「2011 計
劃」的名校，該校招生辦公室副主任吳末生
指，今年為港生提供 40 個學額，但因是首年
參與免試計劃，故尚未確定具體招港生政
策，但他強調「會因應港生需要提供幫助，
即使目前沒有計劃招收港生的專業，若港生
有興趣依然可允許報讀」。

首發指南 詳列收港生成績
昨日會場亦首發《內地部分高校免試招收
香港學生計劃指南 2018/19》，當中載列了
今年具體收港生成績，其中不乏文憑試尖
子，例如北京大學取錄了一名 5 科 5**級的港
生，成績最低者亦有 3 科 5*，可見內地名校
對港生極具吸引力。

首辦「大愛恩人」秋祭 答謝器捐者

■器官受贈
者及捐贈者
家屬亦有出
席儀式。
受訪者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器官捐贈
能拯救別人生命，遺愛人間。昨日香港
器官捐贈行動小組首次舉行「大愛恩
人」秋祭，向遺體器官捐贈者致謝。有
器官受贈者分享重生的心得，指捐贈者
及其家人均為其恩人，為報答恩人，其
餘生要活得精彩，勤做義工，珍惜每一
天。
捐贈者家屬亦有到場分享，曹麗華兒
子黃梓俊離世後，曹小姐主動向器官捐
贈聯絡員把兒子的器官捐出，拯救其他
命危的病人。

逝者葬花園 肯定救人成就
她說，為兒子辦後事時，得知有大愛
恩人紀念花園的設立，決定把兒子撒灰
在此。曹小姐又說，兒子捐器官救人絕
對是值得肯定的成就，把其安葬在大愛
恩人紀念花園是具有一種拯救人命的認
同感。
多名器官受贈者亦趁機會表達謝意。
48 歲的李浩遠因長期飲酒導致肝硬化，
前年曾接受肝移植，惟因捐出的器官有
問題而中途停止，兩星期後終於換肝成
功。

■「內地高等教育展2017」昨日起一連兩天於會展中心舉行。
香港文匯報記者柴婧 攝

母為小一仔「取經」贏在十年前

先－知－先－覺

主任劉錦、教育局副局長蔡若蓮等主禮。
楊何蓓茵致辭時指，今年參與免試計劃、
直接以文憑試成績取錄港生的內地高校增至
102 家，來自 19 個省市、直轄市、自治區，
課程覆蓋面更寬、更廣，當中不乏香港未有
提供又別具特色的專業。

上透露，明年年底，該校將開啟 69 個「一帶
一路」沿線國家語言課程，其讓學生可在學
習一門語言外再學習一門專業，以具備除語
言外的專業背景，增強競爭力。
他讚賞港生視野開闊，故今年對港提供 30
個學額，「我們從未對任何地區提供過這樣
多的學額數目。」
暨南大學今年再次推出「香港文憑考試優
異生」獎學金，4 個核心科如 1 科考獲 5、5*
或 5**，就可取得 1 萬元人民幣，如 5 科達標
則 可 全 取 10 萬 元 人 民 幣 ， 足 夠 應 付 每 年
6,000元至1.8萬元人民幣學費有餘。

整體生源減 自資校收生跌

學「帶路」國語言 北上升學亮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柴婧）
教育局最新公佈數字顯示，
2017/18 學年自資學士總收生人
數為 5,930 人，比 2016/17 學年的
6,153 人減少約 3.6%。政府今年
推出 3 萬元的自資學士學費資
助，令包括樹仁大學、明愛專上
學院、東華學院等受惠院校收生
數逆市上升，不過亦有規模較小
的院校只取錄得個位數的一年級
生，比去年減少逾半。局長楊潤
雄指，學費資助旨在減輕學生財
政負擔，認為已達到政策目標，
而收生下跌緣於整體生源減少，
未來如何吸引學生報讀會交由院
校自主決定。

隨着國家迅速發展，不少家
長和學生了解應要積極認識國
情甚至主動參與其中。昨日到
內地教育展取經的張太是其中
一個「先知先覺」的家長，她
的孩子目前才上小一，提早逾
十年到場了解，亦關注免試招
生計劃未來會否一直推行，「我十
分關注內地，希望孩子未來可以到
內地升學，因為內地的機會、眼
界、空間都很大，潛力不可限
量。」
亦有中學老師前來了解情況，伯
裘書院外務總監學務發展部主任張
敬才表示，希望到內地升學的學生
增加，認為離開香港到內地更為廣
闊的地方發展，有利於學生離開
「舒適圈」獨立成長。
中五生謝同學則認為，到內地升
學對自己未來發展有益，並自認很
喜歡內地的生活節奏，同行的蔡同
學則希望報考復旦大學生物醫學專
業，覺得如果如願，未來發展機會
會更多，且二人自信十足地表示，

獲捐肝重生 戒酒做義工
他說，目前身體康復情況理想，已恢
復工作。他視捐贈者及其家人為恩人，
指為報答恩人，餘生要活得精彩，承諾
滴酒不沾，勤做義工，珍惜每一天。
現年 30 歲的戴婉婷曾接受腎臟移植。
她說，於 2014 年因頭痛求醫，發現血壓
高， 腎功能不正常，需洗腎維生，得到
適合腎臟移植，既驚喜又擔心，如已重
新工作。
對於等候換腎時間不長，她坦言自覺
非常幸運，十分感激大愛恩人捐出器
官，令她重獲新生。她又說，會更加珍
惜身體及健康，閒時會做義工幫助腎病
病人組織。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感謝器官捐
贈者及其家人無私奉獻，讓器官衰竭的
病人重獲新生。她呼籲市民支持器官捐
贈，到中央器官捐贈登記名冊登記。
香港器官捐贈行動小組召集人周嘉歡
致辭時表示，器官捐贈者家屬捐出摯愛
的器官，挽救了無數生命。
他說，自從今年 7 月「大愛恩人」撒
灰紀念公園成立起，安排 5 位捐贈家庭
使用服務，當中3位已上碑。

自己的普通話
絕對沒有問
題，不會成為
赴內地升學的
障礙。
■張太 香港文匯報
2015 年文憑
記者柴婧 攝
試考 6 科 34 分
的馮偉傑，目前是復旦大三醫科
生，他特意到現場復旦攤位向港生
介紹自己的學校。
他分享指，自己當年希望跳出「舒
適圈」，走進內地的生活圈子學習，
結果成功令普通話水平提升，也感染
到內地大學濃厚的學習氛圍。
他未來希望回港就業，並認為自己
具備優勢，「現在兩地醫療合作愈來
愈多，亦有很多來香港求醫的病人拿
着內地的病歷，我在內地學醫，更了
解兩地的醫療環境和體系，亦更了解
病人，這些都是我的優勢。」
至於來港行醫要考資格證，他就
認為在內地和香港學醫考資格證難
度相若，最主要自己用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柴婧

中學畢業生人數持續下降，今
年 文 憑 試 生 便 較 去 年 減 少 6,500
人，令自資專上院校收生進入
「寒冬」。教育局資料顯示，19
所提供學士學位的院校中，約八
成（14 所）一年級的實際收生比
預期少，其中能仁專上學院僅取
錄 6 人，只及早前預計學額的
8%，亦較去年的 13 人少逾半，另
明德學院原預計收生 145 人，實際
則只取錄了33人。
今年自資學士一年級總收生較
去年略低，多所院校都受影響，
其中公開大學較去年減少 122 人至
1,517 人，恒生管理學院亦減少 81
人至 1,085 人，而未能受惠自資學
費資助的教育大學，收生也減少
82人至197人。
不過，同樣未受惠的浸會大學，其學士
一年級收生則較去年增加 35 人至 172 人。
另外明愛、東華、仁大等受惠院校，今年
收生則比去年上升4%至8%不等。
至於副學位課程方面，今年 19 所院校整
體收生約1.84萬人，比去年少3.4%。

3.6%

楊潤雄：資助達政策目標
楊潤雄昨日回應指，自資院校收生人數
下跌與學生數目下跌相關，並未見政府的 3
萬元資助對專上教育生態有大影響。
他強調，有關資助旨在減輕成績達標的
學生部分財政負擔，認為已達到政策目
標。
被問及個別院校收生較少會否被淘汰，
他指自資院校一直於自由競爭的環境下運
作，如何吸引收生、開辦切合社會需要課
程，會交給院校自行決定。

「大嘥鬼」變乖 捐 3381 玩具破健力士

■捐玩具活動打破健力士世界紀錄。
香港文匯報訊 聖誕將至，為宣揚減「惜物
減廢」訊息，2,000 名幼稚園師生及家長昨日
齊集西九龍文化區，展開「捐玩具」大行動，
更成功刷新「一小時最多玩具捐贈」的健力士
世界紀錄。

學前環保 幼園生「惜物減廢」
是次「綠路童心」學前環保教育計劃成效
發佈會暨「大嘥鬼變乖了綠色社區日」，由職
業訓練局（VTC）機構成員香港專業教育學
院（IVE）幼兒、長者及社會服務系屬下幼兒
教育中心舉辦。環境局局長黃錦星擔任主禮嘉
賓。

■黃錦星捐出「大嘥
鬼」面具。
在活動上，逾2,000名幼稚園老師、幼兒和家
長捐出手中的玩具，及承諾會從生活實踐「惜
物減廢」的精神。黃錦星也「捐埋一份」：原
來他特地為此帶備一個「大嘥鬼面具」。
現場不少小朋友，原來都是「大嘥鬼」的
fans，見到這個面具，紛紛都話「好想要」。
最後，各參與者捐出 3,381 件玩具，重量達
一公噸，成功刷新「一小時最多玩具捐贈」的
健力士世界紀錄。回收的玩具會轉交基督教勵
行會義賣，或者轉贈予有需要的家庭。
除挑戰健力士世界紀錄活動外，同場還舉
行了「綠色社區日」，和參與計劃的師生、家
長攜手合作，向公眾宣揚環保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