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教育評議會主
席、風采中學校長何漢權（左
三）、香島中學校長黃頌良（左
五）、天水圍香島中學校長吳容
輝（右四）、漢華中學校長關穎
斌（右三）、李求恩紀念中學校

長賴炳華（右五）等5位中學校
長昨日到訪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
團，受到集團副董事長兼總經理
歐陽曉晴（左六）、董事姜亞兵
（左四）、副總經理江正銀（左
二）等的熱情接待。

訪志蓮護理安老院
楊健祝福「老友記」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聯辦網訊，1月9
日上午，中聯辦副主任楊健探訪香港志
蓮護理安老院，向該院長者致以新年慰
問和祝福。

志蓮護理安老院是由志蓮凈苑營辦
的政府津貼安老院。2016年，里約奧
運會內地精英運動員代表團訪港時，楊
健曾陪同中國女排運動員探訪該院。 ■楊健慰問安老院長者。

課程瘋狂加費「吃掉」政府資助

A23 社 團 新 聞 / 教 育 新 聞 ■責任編輯：鄭樂泓 2018年1月11日（星期四）

2018年1月11日（星期四）

2018年1月11日（星期四）

中總論壇探討港機遇
陳茂波盼港深化區域合作 延續去年經濟增長勢頭

陳茂波在論壇上表示，香港去年經濟表現十
分理想，全年經濟增長應可達到早前預測

的3.7%，是6年以來最快增長。近月的經濟數據
顯示，香港經濟正處於上行周期，前景樂觀。但
中長期而言，香港經濟要持續發展，就須鞏固現
有優勢，開拓更大發展空間。
他認為，在跨區域合作層面，無論是「一帶一

路」倡議、東盟以至亞洲區內其他經濟體，還是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等，都有廣闊的前景，而在區
域經濟合作方面，香港也具備極大優勢。
陳茂波解釋，香港是亞洲的金融、航運和貿易

中心，而亞洲是全球增長最快的地區。
香港一直與亞洲區內新興經濟體緊密聯繫，又

於去年11月與東盟簽訂自由貿易協定和相關投資
協定，進一步深化區域合作。
隨着亞洲新興經濟體繼續快速增長，相信這些
市場目前還有很大的發展潛力。
他指出，大灣區擁有6,800萬人口，GDP總值
1.4萬億美元，是一個龐大的市場，為香港的金

融、資產管理、專業服務、法律及解決爭議服
務，以及其它高端服務帶來重大商機。
陳茂波強調，香港仍要深耕細作、努力經營，

加上靈活變通的策略，才能將機遇轉化為實質惠
民的利益。
特區政府會做好「推廣者」和「促進者」的角

色，積極和各界攜手合作，為香港的經濟和社會
發展注入新動力。

蔡冠深：市場對新一年充滿信心
中總會長蔡冠深致辭指，過去一年，全球經濟

逐步回穩，香港經濟有不俗表現，惟亦須留意息
率趨升、縮表、脫歐以至地緣政治因素等情況對
本港經濟和營商環境帶來的影響。
整體而言，他認為市場對新一年香港經濟充滿

信心，特別是國家積極協助香港參與「一帶一
路」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將為香港經濟注入新
動力。
論壇上，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秘書長范恒

山、香港交易所市場發展科董事總經理兼項目管
理部主管許正宇擔任專題演講嘉賓，分別就國家
經濟成就與未來發展思路，以及香港金融發展新
趨勢進行剖析。

范恒山：基礎設施互通拓發展空間
范恒山指出，隨着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與支持香

港全面參與和助力「一帶一路」建設的安排陸續簽
署，將有利港澳地區充分發揮獨特優勢，完善便利
港澳居民在內地發展，以及粵港澳三地基礎設施互
聯互通，為港澳經濟持續發展開拓新空間。

許正宇：港可發揮獨特金融優勢
許正宇表示，粵港澳大灣區具備實體經濟基

礎、暢達物流系統和活躍的金融投資市場，香港
可發揮獨特金融優勢，尤其是本港資本市場可在
股票、上市融資、定息產品與貨幣以及商品方面
發揮重要作用。
中總副會長楊華勇主持答問環節，各演講嘉賓

和與會者就美國稅改方案對環球市場的影響，以
及香港與東盟簽署自貿協定和國家創新發展等帶
來的機遇等進行討論。
出席論壇的尚包括該會副會長袁武、王國強、

李應生，永遠榮譽會長霍震寰、楊釗、林廣兆，
工商業委員會主席方文雄，以及各工商團體代
表、金融專業人士和專家學者等近300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香港中華總商會日前舉辦「2018中總論壇—區域合

作與香港機遇」。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應邀擔任主旨演講嘉賓，前瞻環球、香港經

濟與亞洲區域合作前景。陳茂波指，香港去年經濟表現十分理想，並希望香港可

以深化區域合作，把握「一帶一路」和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帶來的龐大機遇，延續

去年的增長勢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嘉瑤、高鈺）特區政
府現正就新一年度財政
預算案展開諮詢，教聯
會昨日聯同其他教育團
體，與財政司司長陳茂
波會面並遞交建議書，
包括要求將教育經費增
加 至 本 港 GDP 的
4.8%、進一步改善中小
學班師比例等。
因應人口下降，全港
副學士總學額需作大幅
縮減，但由於中學畢業
生人數會於2022年後回

升，教聯會建議政府撥出額外應
急資源，穩定自資院校的生態，
讓香港專上教育多元及可持續地
發展。
教聯會就財政預算教育經費

問題向陳茂波提出多項建議。
主席黃錦良昨日指，社會對教
育的期望不斷提升，學生問題
日趨複雜，惟近年香港投入教
育經費比例則維持不變，反映
政府對教育的承擔不足，相比
其他國家及地區，本港教育開
支亦偏低。
他表示，為回應香港教育面

對的問題、保留優質教師團
隊，教育開支應大幅增加至
GDP的4.8%，並於中小學、幼
稚園、STEM（科學、科技、工
程及數學）教育、學校專業支

援、特殊學習需要（SEN）學
童等方面落實有關措施，提升
教育質素。
教聯會並建議政府在本屆任期

內，將小學教師與班級比例由1.6
增至1.7，初中則由1.8增至2，
高中由2.1增至2.3，同時制訂中
小學教師落實全面學位化的時間
表，同時落實「一校一專才」，
提供恒常撥款予學校校本聘請合
適支援人員如行政主任、家長聯
絡員、學生輔導助理、社工、教
學助理等。
教聯會又建議，當局應重設幼

師薪級表，並增設5億元校舍維
修基金供學校維修及翻新，及每
年向全港中小學提供50萬元的
「STEM教育撥款」等。

撥應急資源免非理性淘汰
黃錦良昨日還與教聯會副主席

胡少偉及陳卓禧召開記者會，回
應政府去年底成立「檢討自資專
上教育專責小組」事宜。
該會指，香港中六畢業生人

數在2016年至2022年間會大減
四分之一，副學位學額減少在
所難免，但由於學生人數隨後
會回升，當局應該明確維持專
上教育生態的重要性，於中短
期撥出額外應急資源支援自資
專上院校，避免院校被市場非
理性地淘汰，讓專上教育界多
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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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麗澤
中學趁上月的聖誕節假期舉辦領袖生訓
練活動，由校長跟老師帶同學生一行55
人前往廣東省肇慶農村，一嘗耕作生活
體驗，期望培養學生有良好的團隊合作
與服務精神。
同學有機會到當地端硯工廠參觀，了
解硯石的加工和雕刻過程，擴闊眼界。
該校在上月21日至23日，安排領袖
生到廣東省肇慶巿雲浮鄉間進行耕種

活動，學生分組進行翻鬆耕地、築
籬、播種、育苗、澆水及施肥等不同
耕種工作，從中體會「誰知盤中飧，
粒粒皆辛苦」的深層意義，學習刻苦
堅忍精神。
校方又安排學生前往鼎湖山飛水潭、

七星岩、端硯工廠等地作實地考察及遊
覽，欣賞國家大自然面貌及認識中國文
化的藝術性與實用性，同時體會當地風
土人情。

麗澤生領袖訓練 耕種學團隊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唐嘉瑤）為減輕年輕人升
學負擔，特區政府近年先後推出「指定專業 / 界
別課程資助計劃（SSSDP）」及每年3萬元的自
資學士學費資助，惟部分課程隨即申請加學費，
部分資助額或遭抵消。
教育局資料顯示，截至本月初，兩個計劃共有

128個課程申請2018/19學年加學費幅度高於通
脹，佔總數約三成，而當中有20個課程加學費不
獲批准。已獲批加學費的院校中，以公開大學增
近兩成加幅最大，部分課程全期費用增加達5萬
多元。教育界人士強調，各院校應提供詳細的加
價理據。

楊潤雄：加幅不應高於通脹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昨書面回覆立法會質詢時
指，參與兩項資助計劃的自資院校加學費不應高
於通脹，如加費超出有關指數，院校須提交充分
理據，並將額外收入用作支持教與學項目。政府
在審批學費調整時亦會考慮各方面因素。

針對2018/19學年的加費情況，自推出3萬元
自資學士學費資助至今，共有6所院校112個課
程申請高於通脹的學費加幅，而SSSDP則有4所
院校16個課程申請高於通脹的學費加幅，局方只
批准108個課程加費申請。

公大加幅最高達18.9%
獲批加學費的課程中，以公大的49個課程加幅

最高，幅度17.9%至18.9%不等，當中國際款待
及景區管理、商業智能及分析、運動及康樂管理
4年全期費用近34萬元，較加價前多出近5.4萬
元。
該校解釋，由於有關課程於新學年加入了新元

素「環球沉浸計劃（GIP）」，包括一系列海外
交流及學術活動，入讀學生必須參加，每學年費
用為11,775元；而扣除GIP費用後，該校商學院
課程的學費增幅為2.4%，與其他院校增幅相若。
獲批學費加幅較大的還有職訓局旗下的香港高

等教育科技學院（THEi）的檢測和認證銜接學

位課程，增幅10.7%，3年入學的課程全期費用
逾18萬元，加價近兩萬元。
教育局引述該校獲批加費理據指，扣除通脹因

素外，增加的學費會用於提升師生比例、為學生
增加交流機會及改善校內設施等。
同時，該校將興建建築信息模擬中心，並為6

個課程增加工作室或實驗室數量及支援人員。

20課程申請遭拒
至於20個不獲批加費的課程中，則包括香港科

技專上書院的兩個課程，以及THEi 18個銜接學
位課程。
針對不少自資院校加學費，教育政策關注社

主席張民炳表示，雖政府提供每年3萬元的資
助供學生報讀自資學士課程，但仍遠遠不夠交
全部學費，過往曾有當政府提供學費資助，課
程相繼加價的類似事情發生，為避免嫌疑，希
望院校能提供詳細的報告，向學生及公眾解釋
加價原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佩
韻）在2017年舉行的「新地公益
垂直跑─勇闖香港ICC」及「新
鴻基地產香港單車節」，共有逾
6,800人參加。連同新地額外捐
款，兩項活動於2017年度的善款
總數為868萬港元。新鴻基地產
昨日舉行慈善捐款支票頒贈儀
式，多個機構受惠。

郭炳聯：助栽培基層童
新鴻基地產主席兼董事總經理

郭炳聯昨日在儀式上表示，兒童
及青少年是社會未來的棟樑，理
應健康愉快地成長，但礙於種種
原因，不少基層家庭的孩子，小
小年紀已經面對困境，亦因資源
有限，未能獲得適當栽培，故希
望透過資助，幫助因家庭突變、
經濟條件欠佳、缺乏適當教育支

援的基層兒童和青少年，讓他們
能夠茁壯成長。
「勇闖香港 ICC」不扣除活
動成本，收益全數撥捐慈善用
途，支援由多個機構包括浸信
會愛群社會服務處、和諧之家、
香港公教婚姻輔導會、救世軍進
行「新地雨後彩虹計劃」，並
支援多個機構包括聖雅各福群
會及協康會，分別進行「讓我
閃耀．我的生涯我規劃」計劃
及「職訓展翅」計劃，為大專
生及高功能自閉症人士提供發
展機會。
「新鴻基地產香港單車節」則

撥出部分報名費作慈善用途，支
援香港小童群益會及香港神託
會，分別進行「新地資優科學創
意發展計劃」及「青少年精神健
康服務」計劃。

「垂直跑」「單車節」籌868萬
新地捐款助基層

■「新地公益垂直跑─勇闖香港 ICC」及「新鴻基地產香港單車
節」慈善捐款支票頒贈儀式。 受訪者供圖

■中總首長與演講嘉賓合照。

■左起︰胡
少偉、黃錦
良 、 陳 卓
禧。
教聯會圖片

■■學生手持鋤頭翻泥土學生手持鋤頭翻泥土，，體會農民耕作生活體會農民耕作生活。。 校方供圖校方供圖

5中學校長到訪大文集團

■嘉賓對談環節從多角度分析區域合作發展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