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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閱讀文化 香港既富且貴

上網電價計劃吸引 落實仍需優化

WEN WEI EDITORIAL

社評

政府昨日公佈上網電價計劃細節，兩電會以每
度電 3 至 5 元，向民間收購透過可再生能源系統生
產的電力。上網電價計劃，鼓勵發展可再生能
源，順應環保潮流，值得支持。但計劃仍有優化
空間，當中牽涉的法規及行政要求，市民未必熟
悉，政府應簡化手續、放寬限制、制定指引，並
提供必要的經濟誘因，吸引更多市民參與計劃。
政府更可以推動計劃為契機，把香港發展成區域
綠色金融中心。
香港擁有豐富的太陽能和風能等清潔、可再生能
源，上網電價計劃可充分利用香港的優勢資源，為
香港發展提供能源，減少污染，同時令市民獲得經
濟收入，可謂一舉多得。計劃受到環保團體、不同
政黨的歡迎。據中央政策組 2015 年的研究，全港
23.3 萬幢合適大廈天台若安裝太陽能光伏板，太陽
能可供應相當於 2012 年本地用電量的約 5.9%。而
香港理工大學調查發現，本港 31 萬幢建築物中 75%
可裝設太陽能板，發電潛力最高可達每年本地耗電
量的 10.7%。數據顯示，本港可再生能源發展潛力
巨大，值得積極開發善用。
上網電價計劃初衷良好，但能否順利落實，吸引市
民參與，仍需要解決不少關鍵問題，這些問題得以解
決，才能提高市民和投資者發展可再生能源的信心，
鼓勵更多市民參與發展清潔能源。例如，環境局預
計，利用太陽能的發電設施系統，需要 10 年才能回
本；村屋天台建築物高度不能超過 1.5 米，安裝太陽
能板需獲屋宇署批准及發出施工同意書後才可進行，
若不符合相關規定則屬僭建。財務負擔、繁雜的法例
和申請手續，都可能令市民和投資者對上網電價計劃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宣佈，新學年開始
在全港公營中學及小學，推出推廣閱讀計
劃，涉及每年 4800 萬元經常性開支。香港目
前閱讀風氣淡薄，在中小學推廣閱讀，幫助
學生從小培養良好的閱讀習慣，可以提升閱
讀能力，增長見識和智慧，學校、家長、社
會應善用資源，積極引導孩子喜愛閱讀，享
受閱讀，形成濃厚的閱讀風氣，提升青少年
乃至整體社會的文化素質和精神氣質，令香
港市民既富且貴。
香港中小學的課堂教育，側重於灌輸和應付
考試，這種方式的讀書只為求分數，並不能真
正領會讀書的樂趣；再者如今手機、電子遊戲
大行其道，學生更難對相對靜態的書本閱讀產
生興趣。但事實上，學習並非僅僅局限於課
本、教材，學生除了學習課本的知識外，更需
要博覽群書，才能觸類旁通、舉一反三。
而且，在校園提倡閱讀風氣，從小培養學生
廣泛閱讀的興趣和習慣，不但可以拓展個人視
野，提升理解力，發展思維判斷，激發創新意
念，更可以在校園及家庭營造正面的溝通環
境，改善師生關係，增進朋友情誼，拉近親子
距離。在學校推廣閱讀的好處顯而易見，值得
政府投放資源，提升學生閱讀的積極性，打好
熱愛學習、自覺學習的基礎。
閱讀除具有增長個人智慧、塑造人格的作用
之外，對於提升一個民族和社會的整體素質也
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古今中外的聖賢均重視閱
讀。中國北宋著名的文學家蘇軾有詩云：「腹

望而卻步。
因此，上網電價計劃若要順利落實，必須增加經
濟誘因，同時簡化行政審批手續。有政黨建議，政
府設立「可再生能源發展基金」，透過基金向有意
安裝可再生能源發電設施的住戶或機構提供財政支
援，減輕他們的安裝成本，吸引市民更積極參與可
再生能源發展；及當局成立「可再生能源發展辦公
室」，向市民及工程承辦商提供法規及行政程序資
訊，審視及簡化現有行政程序，於市民安全及守法
的大前提下，提供彈性處理，於阻止僭建及推行可
再生能源兩者中取得平衡。
市民有意願參與、支持計劃，政府各部門加強合
作，減少阻礙，上網電價計劃順利落實，鼓勵利用
再生資源才能事半功倍。
發展可再生能源是大勢所趨，內地已早着先機，
比香港走前了好幾步。內地大手筆投資開發可再生
能源，預計到 2030 年可再生能源佔總體 51%，內地
綠色債券市場已是全球最大，2016 年發行綠色債券
佔全球總量近 40%。相比之下，香港到 2030 年可再
生能源的發電比例，只是由現時不足 1%提升至 3％
至 4%。
香港推出上網電價計劃，在發展清潔的再生能源
邁出正確第一步，未來還要做好法律、政策、資金
配套，以創新思維吸引更多市民和資本參與可再生
能源發展，例如發行可再生能源債券，讓市民投資
在大型太陽能和風能項目，為太陽能和風能項目上
市集資融資提供便利，既推動可再生能源發展，也
令本港金融市場多元化，成為綠色金融集散地、交
易場，進一步鞏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有詩書氣自華」；美國「開國三傑」之一的本
傑明‧富蘭克林，把閱讀視為一個自由國家公
民的基本權利和神聖職責；以色列的民間諺語
則說，書裡藏着的是智慧，比錢或鑽石貴重得
多，而智慧是任何人都搶不走的。
知識就是力量，知識就是財富。讀書標誌
着一個社會精神發育的高度，決定着一個社
會文明和文化發展的方向，是文明和愚昧的
分水嶺。物質財富發達，精神財富匱乏，這
樣的個人和社會並非真正富裕，只能算是暴
發戶。
歐美等發達國家，不少已通過立法、設立全
國性讀書日，鼓勵國民尤其是年輕人讀書，日
韓星等亞洲近鄰，也舉辦大型定期的讀書活
動，弘揚閱讀風氣，陶冶國民性情。相比之
下，香港的閱讀風氣淡之又淡，「新地喜閱指
數 2015」的調查顯示，有 4 成港人半年都沒有
讀過 1 本書；港人年均讀書量不超過 6 本書，
而台灣人每月平均閱讀量為 1.7 本。香港人的
閱讀投入度遠遠落後於發達國家和地區，與香
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國際大都會的地位和形
象不相匹配。
香港早已進入經濟發達、社會富裕的行列，
需要努力提升市民的品味和城市的魅力。應由
特區政府牽頭，民間積極響應，學校擔當推
手，推動全民閱讀，舉辦多元化的導讀會、討
論會、作家講座、寫作比賽、親子閱讀獎勵計
劃，令閱讀文化深入民心，啟發民風民智，打
造優雅社會。

培育喜閱學生 津貼加碼「復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嘉瑤）特區政
府昨宣佈為全港公營中、小學及特殊學校
提供經常性的津貼推廣閱讀計劃，教育界
均表示歡迎，指此舉有助推動閱讀文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嘉瑤）為培養香港學生的閱讀興趣和
營造閱讀氛圍，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宣佈，由 2018/19 學
年開始重新為全港公營中、小學及特殊學校提供經常性的津貼
推廣閱讀計劃，中學、小學及特殊學校每年可分別獲最多 7 萬

校長：緩解經費難 活動更多元

元、4 萬元及 3 萬元資助，金額較 2016/17 學年一度中止的「廣
泛閱讀津貼」增加一倍有多，每年額外開支為 4,800 萬元。至
於幼稚園，她指教育局亦將與學校商討，有需要時亦會提供相
應額外資源，達到推廣閱讀的目標。

林鄭月娥昨日出席行政會議前，
主動公佈新學年將會推出全新

推廣閱讀計劃，作為本屆特區政府
「教育新資源」的一部分。計劃會
為全港公營中、小學及特殊學校每
年提供額外經常性津貼。
按班級數目劃分，小學每年最多
可獲 4 萬元資助，中學及特殊學校則
分別為 7 萬元及 3 萬元，每年涉款
4,800 萬元。而教育界對於重設學校
閱讀津貼均大表歡迎（見另稿）。

林鄭：推廣閱讀好處多
林鄭月娥表示，雖然現今社交媒
體或網上材料很方便，但她個人以
及很多教育界人士都認為，閱讀好
處及重要性仍然非常大，既可以帶
來喜悅、激發想像力，也能讓年輕
人擴闊視野，了解世界各地不同制
度和文化特色，所以早在其競選政
綱中已承諾會在香港推廣閱讀文
化。
她提到，在 2016/17 年度，當時教
育局因應整體政府節省資源計劃，
暫停發放一項中、英文「廣泛閱讀
津貼」，隨後卻有很多意見認為應
要恢復津貼。
她表示，自己去年剛上任時已曾強
調「錢不是問題」，但需要有整體配
套措施來廣泛推動香港的閱讀文化，
而至今經過數個月相關工作已做好，
並將分別由教育局與康樂及文化事務
署分別負責各項措施。

添額外資源按校本需要運用
在中小特閱讀支援方面，林鄭月

娥指新的津貼金額比以往（每年
8,000 多元至 3.4 萬多元）的增加了
一倍以上，可提供額外資源，供學
校按校本需要靈活運用，除了購置
閱讀材料外，亦可以舉辦多元化的
閱讀活動，以培養學生的閱讀興
趣。
在幼稚園方面，政府將會進一步
與幼稚園持份者商討如何推廣閱讀
計劃，如有需要也可提供額外資
源。
林鄭月娥續說，下周將迎來「世
界閱讀日（4 月 23 日）」，康文署
及教育局將聯合以「共享．喜閱新
時代」為主題推出一連串閱讀推
廣 ， 例 如 本 周 末 舉 行 的 「2018 響
應世界閱讀日──悅愛閱讀、愈讀
愈愛」和「樂在中圖」兩項大型活
動等，又會分別在校園及社區推廣
閱讀文化，希望鼓勵更多香港市
民、學生以及作為親子活動多些閱
讀。
在其他「教育新資源」方面，林
鄭月娥表示，連同今年財政預算案
預留的 20 億元，每年尚有 34 億元經
常性開支待分配，至於非經常性開
支，更有超過 160 億元投入與教育相
關的工作，足顯特區政府的重視，
將教育視為對未來發展最有意義的
投資。
至於該 34 億元具體如何運用，她
表示，去年所提出的 8 大教育範疇檢
討工作已經全部展開，部分專責小
組更會於今年底提交報告，她亦將
與一些專責小組會面，邀請其就增
加資源方面提出建議。

教界讚更靈活助推閱讀文化

年津4,800萬元助中小特校「開卷有益」擬進一步推廣至幼園

■政府昨宣佈新教育新資源開支，為全港公營中、小學及特殊學校提供經常性的津
貼推廣閱讀計劃，以培養學生的閱讀興趣。圖為廠商會中學圖書館。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閱力不進反退
投入包尾又自卑
早前有國際
性研究顯示，
香港學生閱讀
能力雖然仍然位於世界前列，但已
現「不進則退」的趨勢，更嚴峻的
是，學生自評「閱讀課堂投入程
度」更是全球「包尾」，反映挽救
學生閱讀興趣刻不容緩。
涵蓋 50 個國家及地區的「全球學
生閱讀能力進展研究（PIRLS）」每
5 年進行一次，其中剛在去年底發表
的 「PIRLS 2016」 ，香 港共 有 139
所小學3,500多名小四生參加評核。
研究結果發現，港生的閱讀平均
分為 569 分，較 5 年前微跌 2 分，排

0$

名則由第一跌至第三，負責的學者
當時解釋指，香港兩屆評分數字差
異輕微，說明港生閱讀能力未有明
顯提升，相較起來其他地方的學生
卻不斷進步，結果不進則退。
在自評閱讀興趣、閱讀投入程度
和閱讀能力信心方面，港生評分更
見危機。其中，自評
「閱讀興趣較高」
和「閱讀能力有信心」的港生各只得
36%，遠較國際平均的 43%及 45%
低，兩者亦只排全球第三十三及第
四十一，至於閱讀課堂投入程度方
面，更只得 34%自評積極投入，在
50 個國家及地區中位列第五十
「包榜
尾」
。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姜嘉軒

廠商會中學校長麥耀光表示，自政府於
2016 年取消廣泛閱讀計劃津貼後，學校
只能借用其他的津貼來購買課外書籍，而
新閱讀津貼較以往的廣泛閱讀計劃津貼有
彈性得多，校方可靈活運用津貼，除了用
作購買不同類型的書籍，如 STEM 及文
藝相關的書籍等，亦可以資助學生進行多
元化的閱讀交流活動，如參與作者的分享
會等。
他坦言，部分基層學生未必有足夠的經
濟能力參與交流活動，加上學校的活動經
費有限，新的津貼可以緩解學校的經費問
題，也可以組織更多活動培養學生的閱讀
興趣，擴闊他們的視野。

教聯會：政府回應業界訴求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學校校長兼
教聯會主席黃錦良對閱讀津貼表示歡迎，
認為特區政府是回應了業界的訴求，向社
會強調閱讀的重要性。
他指政府停止廣泛閱讀計劃津貼後，部
分學校因經費有限而較少推動閱讀計劃，
甚至有學校未有舉辦閱讀活動，相信今次
提供津貼有助學校推動閱讀文化。
本身是小學校長的黃錦良指，校內圖
書館的書籍每年都會折舊，故有需要添
置新書籍，亦打算購買電子書籍，為學
生提供全面的閱讀體驗。除了添置書籍
外，津貼亦會用作推行親子閱讀活動，
如故事媽媽/爸爸等，既可以促進親子關
係，又可以培養學生的閱讀興趣，一舉
兩得。
亞斯理衞理小學校長林德育指，政府提
供津貼推廣閱讀是件好事，對學校及學生
是好消息。他擬將津貼用作添置課外書
籍，以及購買價格相對較高的電子讀物，
為學生提供多元化的閱讀體驗。
教育界立法會議員葉建源亦對津貼表示歡迎，認為
政府已確立「閱讀是重要」、「政府支持閱讀」的正
面訊息，同時從實際上改善現時中、小學圖書館購買
圖書、推廣閱讀等工作。

教聯會促全面推小班防殺校
■教聯會代
表與教育局
副局長蔡若
蓮（左三）、
教育局局長
楊潤雄（右
四）就教育
議題交換意
見。
教聯會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教
聯會昨日與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會
面，就多項教育政策表達意見，
包括提及小一學額需求將於明年
起大幅回落，擔心屆時小學又再
面臨另一次縮班殺校危機，預料
800多名教師受影響，故該會要求
政府全面推行小班教學，並建議
開班人數由現時約 25 人下調至 23
人，及為超額教師提供專業培訓

機會，支援其他小學推行 STEM
及融合教育，提升教育質素。

冀增資源完善學校社工政策
出席會議的教聯會代表包括主席
黃錦良、副主席林翠玲、王惠成、
杜家慶，理事鄧飛及王益鈞。除了
小一縮班問題，該會亦關注
「一校
一社工」
政策，該會要求當局在現
有的津貼之上，再增加資源推行，

並給予學校一定的彈性，包括容許
學校維持現狀、自行選擇購買社工
服務或聘請註冊社工，以減少新政
策帶來的衝擊。
在幼稚園方面，新方案下社工
與學童的比例為 1：600，即每位
社工須兼顧三四間幼稚園，無法
顧及學生的需要，要求政府以學
校作為單位，非按學生人數。
對於國歌法本地立法，教聯會

強調這是香港特區政府的憲制責
任，並認為大部分中小學均已在
課程的不同內容上教授國歌知
識，相信對教育界影響不大；同
時，教聯會強調學校是教育場
所，若有個別學生在升國旗或奏
唱國歌時作出不尊重行為，應交
由學校教育。此外，政府應訂定
詳細指引及安排，及向學校提供
適當教材。
整體而言，教聯會認為局方就
該會多項提議積極回應，會面氣
氛良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