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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祖堯：大是大非 不能妥協

五大水浸 盈餘40億
中大增逾倍至14.2億 張國鈞冀用得其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教資會轄下八大院校中，多所大學近日

相繼公佈2016/17年度財務報告。其中，中大最新公佈年度盈餘達到14.2

億元，連同較早前已發表相關財務狀況的科大、理大、浸大與港大，5校

盈餘合共超過40億元。面對大學「盈喜」連連，有立法會議員期望大學

能把盈餘用得其所，積極推動人才培育與校園發展。

5大學盈餘狀況
大學 盈餘（億元）

港大 16.49

中大 14.25

科大 5.8

理大 3.8

浸大 3

資料來源：各大學財務報告及年報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姜嘉軒

據中大財務報告指出，該校在2016/17
年度總收入為92.3億元，較去年度增

加12.6億元。總支出則為78.1億元，錄得盈
餘約14.2億元，較去年度的6.5億元盈餘大
幅增長。該14.2億元盈餘包括4.6億經常性
政府資助金盈餘，1,400萬元為教資會配對
補助金盈餘，及9.4億非政府資助金盈餘。

利息投資捐款增長大
中大表示，本年度收入上升，主因是利息
及投資淨收益和捐贈與捐款收入迅速增長，
同時政府資助、學費、課程及其他收費、輔
助服務收入和其他收入皆有輕微增長。
其中，政府資助收入升幅主因是學生人數
增加、通脹，及去年4月公務員薪酬上調而

發放額外整體補助金及增補補助金。此外，
因主要投資市場指數反映，市場對環球投資
前景樂觀，本年度利息及淨投資收益亦見增
長。
但報告亦指，在自資營運課程方面，

2016/17年度報讀高級文憑課程人數持續放
緩，導致整體自資營運課程收入微跌0.6%
至10.3億元。
中大總結表示，校方在上述年度的財務狀

況更趨穩健，將得以繼續為實現《香港中文
大學策略計劃2016-2020》訂下5年間各項
目標提供所需資源，大學也會集中資源用作
長遠實力提升，繼續招攬國際傑出學者，使
大學得以長期成為本地及國際公認具實力的
研究型綜合大學。

事實上，本屆多所院校的財務報告均錄得
盈餘，其中較早前已公佈的科大、浸大、理
大，年度盈餘分別為5.8億元、3億元及3.8
億元。
此外，港大早前公佈了最新一年年報，

亦顯示期內收益大增，總收入達到108.3
億元，扣除90多億元開支後，盈餘高達
16.5 億元。5所院校合共盈餘超過 40 億

元。

需面對共通支出
大學錄得盈餘固然是一件好事，但也要用

得其所才能推動學界長足發展。
立法會議員、民建聯副主席及教育政策發

言人張國鈞表示，雖然每間大學校情各有不
同，但其實亦有一些共通支出需要應對，例

如在興建宿舍事宜上，縱使施政報告中提及
設立120億大學宿舍發展基金，但有關資助
屬配對形式，大學仍須為餘下設計或建築費
用籌謀。
同時，張國鈞認同招攬國際傑出學者的重

要性，但強調大學也應重視培養本地學者與
科研人才，善用資源為相關培養人才與晉升
階梯提供更長遠規劃。

《非典型女孩》見證守望相助
2003年，沙士襲港，香港人由此經歷
了前所未有的危機考驗。本書就以一個
在這期間出生的嬰兒的角度來描述整個
故事。
主角畢芒是一個在沙士期間出生的嬰

兒，父母都是醫生。因為沙士的來臨，
她的父母都加入了沙士治療小組，負責
治療相關患者。其間她的媽媽日不休夜
不眠，不幸感染了沙士病毒，急需A型
血的沙士康復者捐血才能盡快康復，幸
好她得到了熱心康復者的捐血，終於安
然無恙。
書中的第四及第五章—《未出世的病

人》及《張卉姐姐的日記》，記述了她
媽媽患上沙士的原因、拯救過程，以及
從心理及行動方面描寫了家人對她的擔
心和關心。例如：作者通過「畢醫生滿
眼血絲，一臉憔悴，頭髮亂糟糟的，看

上去是嚴重的睡眠不足。」來深入描述
爸爸對媽媽的擔心，令讀者更加感受到
當時情況的危急。
這本書的語句十分生動，如「每個人

都做足保護措施，戴上了保護帽、保護

鏡，穿上了那很像太空衣的保護服，只
露出一雙眼睛……只能憑着聲音去辨別
人。」這些句子生動描寫了醫護人員如
何做足安全措施去緊急搶救病患者的經
過，令讀者身臨其境，彷彿置身其中。
讀了這本書，使我非常崇拜這些醫護

人員，其間他們為了搶救沙士患者而奮
不顧身、願意為市民犧牲的行為，令人
非常感動。

本報教育版最近新增投稿專欄，廣邀全

港中學生撰寫書評，藉此推動學界閱讀風

氣。投稿作品每篇介乎500字至800字，

須為原創，不得一稿兩投。作品一經刊登，

可獲由中華書局贈送精選書籍一本。
投稿者請把書評電郵至wwp.edu@gmail.

com。電郵標題請註明「書評專欄投稿」，

並列明學生姓名、就讀年級、所屬學校、

住址、聯絡電話和電郵，以便編輯跟進。

徵稿啟事

簡介：《畫說中國史》系列叢書力
求以簡潔的畫風、精煉的文字、理
性的視角，勾畫出中國歷史的發展
脈絡。讓讀者可以把地理、氣候、
經濟、文化、哲學、人物、事件等
各個點連成一條線，用現代人的眼
光尋找歷史主線中反覆出現的趨勢
和背後的邏輯。讀者閱讀本書，將
了解在中國的地理和歷史條件下，
中華文化長期積累演變，決定了中
國人的生活狀況和思維習慣，從而
影響了中國的發展道路。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點評：2003年是香港人的
噩夢，種種不幸接踵而至，但也見證了香港人團結一心，
守望相助的精神。「白衣天使」不只是文學修辭，書中那
些「戴上了保護帽、保護鏡，穿上了那很像太空衣的保護
服」的醫護人員，雖然並沒有穿上白色裙子，頭頂光環，
但他們的內心，媲美天使。

學生︰蔡恩琦 學校︰中華基督教會蒙民偉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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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說中國史1：站在文明的起跑線》
作者：劉京

在大學一年級時，我參
加了由香港理工大學全球
青年領袖學院舉辦的翱翔
青年領袖計劃，到以色列
和吉爾吉斯等地交流，除

了體驗異國文化外，還在當地進行義工服
務。過程中我拓闊了視野，更學會成為一
個懂得用心觀察和付出的服務領袖。這些
經驗促使我在完成大學二年級後決定休學
一年，加入斯里蘭卡聯合國志願人員組
織，踏上為期6個月的義工路途。來到這
個陌生的地方，我沒有抱着什麼宏大的理
想，但至少希望運用過往在不同國家累積
而來的經驗，為當地社會注入一點新元
素。
在聯合國志願人員組織，我主要的工作
是開展一個青年訓練計劃和舉辦工作坊，
一方面向大專生推廣透過做義工達到由聯
合國提出的17個可持續發展的目標，包

括：沒有貧窮、零飢餓、良好健康與福祉
等，另一方面我們亦會出版刊物，以培訓
年輕人在校園及社區內宣揚有關訊息，加
快實現目標。

參加者變訓練者
作為一個年僅20歲的大學生，當我知道

要策劃整個訓練計劃，身份由以往的參加
者變成訓練者，不禁懷疑自己能否應付得
來。面對龐大的壓力，我嘗試調整心態，
並分析自己的強弱項，然後對症下藥，再
加上得到香港的朋友和師長支持，才慢慢
建立信心。
後來我明白到，雖然我只是一個工作經

驗尚淺的大學生，但卻不應被這個身份局
限自己。以我負責的訓練計劃為例，對象
為大專生，與我的背景相似。在構思的過
程中，我可以多從他們的角度出發，設計
更具成效的活動。這次經驗讓我相信每個

人縱有不足，也總能找到自己的優勢。

尋潛在社會問題
在斯里蘭卡3個月以來，我很珍惜與當
地青年人交流的機會。通過聆聽他們的聲
音，我可以更清楚了解當地潛在的社會問
題。素聞斯里蘭卡男女不平等，但我卻不
知道當中的實情。直至在一次活動中，在
場幾乎所有女生均指出自己曾在公共交通
工具被性騷擾，我才感到問題的嚴重性。
及後自己和朋友出遊時也遇過數段不愉快
的經歷，使我更關注這個議題。
我在聯合國舉辦工作坊時，特意安排不

少環節讓參加者發表對熱門時事的意見，
互相分享看法。他們在討論時談及的社會
現象實在令我眼界大開。例如在大學校園
裡，高年級生集體欺凌低年級生十分普
遍，連校方也無法阻止，甚至出現學生被
欺凌致死的案件，令人嘩然。
聽過不同青年人的親身經歷，我漸漸開

始明白斯里蘭卡的社會狀況，發現原來現
實中發生的事件比我想像中更為差劣。很

多問題確實並非一朝一夕可以解決，但我
深信透過不同層面的交流，有望改變人們
的心態和立場，最終找到出路。
在斯里蘭卡尚餘兩個多月的日子，我期

待繼續探索更多。相信當中的體會和啟
發，定能讓我留下一些印證自己成長的難
忘片段。 ■黃一晉

香港理工大學醫療科技及資訊學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港明愛屯
門馬登基金中學日前舉行40周年校慶典
禮，同場並邀請了廣州思源學校及澳門聖若
瑟教區中學第五校的代表，共同簽署粵港澳
大灣區姊妹學校教育交流合作意願書，推動
建立教育合作關係。
簽署交流合作意願書的儀式在香港特區教

育局副秘書長胡振聲，廣東省教育廳港澳台
事務辦公室副主任周國平，澳門特區教育暨
青年局中學暨技術職業教育處處長梁怡安，
中聯辦教育科技部處長陳恆及香港明愛總裁
閻德龍等見證下完成。
屯門馬登基金中學當日亦與美國衛斯里安

學院簽訂合作備忘錄，進一步支援學生升
學。該校早前已與華南理工大學、南方醫科
大學及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推出「合作培優」
計劃，為校內非華語及華語學生構築多元升
學路。
該校並會與英國特許建築設計技師學會

（香港分會）合辦建築設計電腦繪圖軟件應
用課程，涉及數學、物理及資訊科技等有關
範疇，結合校本STEM課程，更可銜接華
南理工相關學位課程。
校方指，該校將會繼續與大灣區和海內外

教育機構緊密協作，共同培訓年輕人才，為
香港及區內發展育才儲才。

粵港澳三中學
推大灣區教育交流

斯里蘭卡做義工 為社會注新元素

��64

■■前排右起：廣州思源校長蕭華清、明愛屯
門馬登基金中學校監黃循萬、澳門聖若瑟教
區中學第五校校長胡錦遠，代表穗港澳三校
簽署結成姊妹校。 屯門馬登中學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
港中文大學校長沈祖堯將於下月卸
任，由生物醫學專家段崇智「接
棒」。
沈祖堯近日接受訪問總結任內感

受時提到，甫上任已要接過「民主
女神像」落戶中大這燙手山芋，隨
後數年比較平靜，和學生關係比較
順暢，但到了最近一兩年又出現了
分歧，其中今年他因對一些政治議
題和社會爭拗的看法與一小部分學
生不一樣，招致學生激烈批評，令
他痛心和無奈。但他強調，「面對
大是大非，我需要表白看法和立
場，不能含糊其詞輕易妥協。」
沈祖堯曾經在今年4月的網誌中

提及，這幾年來擔任中大校長最大
的滿足和挫敗都和學生有關，他近
日接受中大刊物《中大通訊》訪問
時表示，學生在其心目中是校務最
重要的一環，「如果一所大學和其
老師不是以學生為最主要的服務對
象，也就失去了靈魂了。」
他指，自己甫上任處理「民主女
神像」落戶中大是「燙手山芋」，
隨後數年校園氣氛比較平靜，和學
生關係比較順暢，其中在百萬大道
與學生看世界盃賽事、約個別學生
飯聚，這些時刻都值得珍惜，也給
他很大滿足感，他期望自己與學生
保持亦師亦友的關係。
不過，他坦言自己與學生「到了

最後一兩年又出現了分歧」，特別
是今年因為他對一些政治議題和社
會爭拗的看法與一小部分學生不一
樣，其言談或網誌就招致學生激烈
的批評，令他感到痛心和無奈。

自身立場 不能含糊其詞
不過，沈祖堯表示自己不是要做

一個只會討人喜歡的老師，面對大
是大非，他需要表明自身立場，不
能含糊其詞輕易妥協。
訪問中，他又透露了自己近年

「激瘦」的原因，當時「佔領」行
動過後好一段日子，他因壓力大，
胃口很差，只吃麥皮，一下子瘦了
10磅左右。醫學院的友人給予很多

建議，讓他配合運動控制飲食，減
體重又能保持健康。
去年年終，他隨校隊參與今年渣

打香港馬拉松而開始練跑，於是體
重再跌，現已瘦掉三四十磅。他發
現開始做運動後，身體衰退過程是
可以減慢，甚至輕微逆轉，也加強
了他的自信心。
臨別在即，沈祖堯表示感謝教職

員，特別是副校長、院長等領導層
的齊心協力，並感謝校董和校友的
強大支持，在艱難時候的一個電
郵，一個電話慰問，或對博群計劃
的捐獻，他都銘感於心。最後，他
感激同學，對方給他不少啓發，他
看到學生的純真、熱誠、衝勁。

■■黃一晉認為參與聯合國舉辦工作坊是接
觸當地青年人的好機會。 校方提供圖片

■■沈祖堯沈祖堯
中大網頁圖片中大網頁圖片

■■中大今年的盈餘增至中大今年的盈餘增至1414..22億億。。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