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華「好犀利」外交知識賽奪金
林鄭月娥謝鋒「點讚」盼同學為中國夢增光添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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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團體要求增加
安老院面積，勞工及福
利局局長羅致光昨日出

席電台節目後表示，現時安老院需求的增幅
比興建速度快，形容未來幾年會「愈追愈落
後」，要千方百計想方法增加供應。他指，
增加安老院舍人均面積是大家的共同意願，
如果要求新的安老院大幅增加面積，無論私
營和資助院舍提供的宿位將會減少，情況會
更加惡劣。

羅致光憂「愈追愈落後」
對於安老院舍人均樓面面積問題，羅致光形

容，如將人均面積由8平方米大幅增至16平方
米，變相「兩張床變一張床」，在供應短缺情況
下，大幅要求增加安老院面積，便會減少未來可
提供的宿位，擔心加劇「愈追愈落後」情況。
他指改善現時安老院人均面積是所有人的意

願，但亦要考慮現實和仔細分析，在理想與實
際之間要取得平衡。他續說，要留待社會福利
署與業界和工作小組繼續商量，細節分析留待
今天，於其網誌向公眾講解。
羅致光指，在賣地條款要求發展商的私人項

目附設安老院舍，不一定對樓價，或者發展商
估價有負面影響，而且私人項目興建安老院舍
會比公共項目快，因為發展商買地後，會用最
快時間去發展，最快可以在5年內完成，但公
共項目則需要經過諮詢和規劃，能於8年內完
成項目，已經是相當理想。
對於被質疑做法是官商勾結，羅致光認為，

安老院落成後會交回政府，並由非牟利機構負
責營運，看不到與官商勾結有任何關係，反而
是「官商民合作」。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安老院供不應求
人均面積增必減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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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教育局今年9月新學年推行
的小學「一校一社工」，工聯會
指，新政策要求每校一位「註冊
學位社工」，惟現時有100多名
小學社工屬「非學位註冊社
工」，質疑局方「一刀切」處理
是忽略其前線學校工作經驗，擔
心他們會被裁走，認為應設有豁
免及過渡機制。教育局局長楊潤

雄則表示，因應現時小學學生輔導百
花齊放，新政策設了3年過渡期，讓
學校保留現行員工及相關安排，如過
渡期後個別學校有需要亦可提出，局
方會繼續考慮。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陸頌雄及香港社

工及福利人員工會主席鄧家彪昨表
示，歡迎「一校一社工」政策方向，
但認為教育局的建議細節有不足，希
望局方調整。
他們表示，目前全港數百位小學社

工當中，有100多人為「非學位註冊
社工」，認為當局「一刀切」要求一
校一「註冊學位社工」，忽視他們的
經驗，甚至令他們被裁；更甚者有關
社工逾半人持有心理學、特殊教育等
學士或碩士學位，能更專業貼切地提
供學生輔導服務。

工聯促免3年經驗者學位要求
工聯會要求教育局能豁免具3年小

學社工經驗者的學位要求，未達3年
經驗亦可有過渡期供其修讀學位，讓
他們不會因政策改變而失去工作。

楊潤雄：新政策旨在即供資源
楊潤雄表示，明白現有小學輔導形

式眾多，百花齊放，新政策旨在即時
提供資源，讓每所小學平均增加約20萬元，以
盡快提升社工服務，並認為學位社工要求適當。
他表示，現時九成小學已聘有社工，當中七

成人持有學位，相信人事方面的變動可減到最
低，另外政策亦特別設了3年過渡期，讓學校
保留現有員工及制度，過渡期後如學校有需
要，亦可向局方提出作彈性處理，惟無意因個
別個案而將整個制度扭轉。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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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顏晉傑）退
休不一定要留在家中，長者亦可以
利用其豐富的人生經驗繼續貢獻社
會，有大學生與非政府組織合作，
培訓長者為導賞員，帶市民及旅客
認識不同社區的歷史故事。其中一
名負責帶人遊覽廟街的伯伯彭華記
（彭叔）指，帶團可以與「同道中
人」一同懷緬過去，令生活過得更
有意義。
城市大學學生張昭瀛、施卓輝、

郭爾鈴及李浩維去年參與社會創新
及創業發展基金與政府青少年網站
合辦的社創CEO大專賽，並奪得冠
軍，獲得17萬元啟動基金成立「歲
月悠遊」，與「伸手助人協會」合
作，培訓彭叔等幾名長者成為導
遊，帶人遊覽佐敦和油麻地、旺
角、慈雲山及石硤尾。
彭叔在廟街長大，一直居住至20

多歲才搬走，在記者採訪當日，他
帶領參與導賞團的市民由佐敦行至
油麻地，經過廟街一間涼茶舖時停
下來，指涼茶舖的老闆過往其中一
隻眼有眼疾，所以該舖又稱「單眼
佬涼茶」，「以前一般市民的家中
都沒有電視，所以很多人會到涼茶
舖聽新聞。」
除廟街外，他亦帶市民遊覽區內

的舊油麻地警署和果欄等地標。
港人現時的退休年齡一般為 65

歲，但男女的平均年齡卻分別有81.7
歲和 87.7 歲，彭叔指自己退休 20
年，但生活一直十分充實，經常到
老人院做義工，近期更開始帶團，
「我希望將自己認識的事物介紹給
下一代，帶團可以認識很多年輕
人。」
他並表示希望孫仔、孫女亦能參

加他帶領的導賞團，聽爺爺講故

事。
特區政府近年大

力推動深度遊，彭
叔表示他過往亦曾
帶過兩名外國旅客
遊覽佐敦和油麻
地，指該次經歷十
分難忘，「有人聽
我說話已經好開
心，家人常說我太
長氣，指這些故事
他們一早已經知道！」他表示過往
從來沒有想過外國人反而會對這些
故事感興趣，更沒有想過自己有機
會向外國人介紹本地文化。

「歲月悠遊」未來重點拓外國客
郭爾鈴表示，外國旅客將會是「歲

月悠遊」未來重點開拓的客源之一，但
承認要長者為外國遊客進行介紹會有困

難，計劃未來會招募一些修讀翻譯，並
對他們工作有興趣的同學加入團隊，協
助長者向外國旅客介紹香港。
「歲月悠遊」亦有與香港仔坊會

南區長者綜合服務處合作，正為患
有腦退化症的長者提供培訓，計劃
開辦由他們任導遊的香港仔華富邨
導賞團，新行程預計最快在今個月
底推出。

長者導賞廟街 帶市民集體回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區政府近期公
佈了「上網電價」計劃，
容許民間將以可再生能源
生產的電力售予電力公
司。本身是新界原居民的
新界西立法會議員何君
堯，一直推動新界村屋實
行使用太陽能發電，其創
辦的非牟利組織更與生產
太陽能薄膜的企業推行試點計劃，先在屯門3條鄉村推廣太陽能發
電。

何君堯：未來3個月建5至10個試點
由何君堯創辦的「匯蝶公益」日前與漢能薄膜發電集團簽訂協

議(上圖)，推行試點計劃，在新界鄉村推廣太陽能發電。
何君堯表示，目前已有屯門良田村、新墟村及紫田村參加試點
計劃，會在未來3個月建立5個至10個試點，讓村屋住戶能更清
晰了解太陽能發電計劃的實際操作，及如何省電之餘又能受惠於
「上網電價」，使家居環境更舒適。

「匯蝶公益」力推鄉村太陽能發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子晴）應屆中
學文憑試將於兩個月後放榜，有機構昨日
起舉行職業博覽。「展翅高飛──青年升
學及職業博覽」昨日起一連兩天，於九龍
灣國際展貿中心舉行。自資高等教育聯盟
主席，理大專業及持續教育學院院長阮博
文於開幕典禮上致辭時表示，現時的香港
學生有多種升學機會，不論就讀資助大學
或自資學位課程，都可以受到高質素的教
育，形容他們十分幸運。
今屆博覽有近80個教育及招聘機構展
位及20場講座。當中「本地升學」及
「海外升學」展區，涵蓋多間本地及海外
院校及教育機構，為青年提供自我增值及
升學的資訊。

「青年招聘展」逾40企業請人
「青年招聘展」展區，則有超過40家企

業於會場作即場招聘，為青年提供過千個
全職及兼職機會，並提供職業規劃的建
議。
阮博文表示，應屆文憑試考生人數為歷
史新低，學位充裕，而且香港的大學質素非
常高，全港有5間大學入選世界大學排名首
100位，一個城市中有5間大學入選，為全

球之最。他又稱，如同學未能入讀資助大
學，自資課程亦受到政府監管，即使它們的
歷史較短，但亦能夠提供高質素的教育。
他指，即使同學成績未如理想，亦有副

學士及毅進文憑等多元出路，此類文憑亦
受僱主認受，而且在完成副學士或毅進文
憑後，同學亦可報讀兼讀課程，自我增
值，認為同學不必過分擔心。

徐英偉勉港生多參與實習

勞工及福利局副局長徐英偉指，現時香
港失業率低至2.8%，但青年仍然面對不
少挑戰，他認為，同學應該把握未來的機
會，建議同學可以參與更多到內地或海外
實習交流的機會，親身體驗，了解未來發
展。

教大與英合作 增「2+2」學士
有參與博覽的香港教育大學亞洲及政策

研究學系負責人表示，學系本年起與英

國約克大學合作，新增設「2+2」學士學
位課程，首兩年於教育大學就讀，之後
兩年可到約克大學完成課程，4年就能獲
得兩所大學的社會科學教育榮譽學士學
位，而且課程中亦有兩岸三地的實地考
察，讓同學親身了解台灣、澳門以及內
地等地的發展，在三年級時亦有安排同
學於暑假期間到多間本地及海外的機構
實習，讓他們賺取更多工作經驗及了解
行業發展。

資助自資學位 升學同樣高質

■「展翅高飛──青年升學及職業博覽」開幕典禮。
香港文匯報記者吳子晴 攝

■香港教育大學今年起提供「2+2」雙學位課程。
香港文匯報記者吳子晴 攝

由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特區政府教
育局、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主辦，香港

大公文匯傳媒集團等多個機構協辦的第十
二屆「香港盃」外交知識競賽昨日舉行總
決賽暨頒獎禮，吸引30多所中小學師生及
家長逾500人到場觀賽。

陳冬侯悅戴藍蔡若蓮等出席
林鄭月娥和謝鋒，與中聯辦副主任陳
冬、外交部港澳台司副司長侯悅、外交部
新聞司參贊戴藍、教育局副局長蔡若蓮和
香港明天更好基金理事鍾志平等出席活
動。

宋如安陳馮富珍等任評委
總決賽評委則由外交部駐港副特派員宋
如安，全國政協常委、世界衛生組織前總
幹事陳馮富珍，香港公開大學校長黃玉
山，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廖長江，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鄺美雲擔任。
林鄭月娥今年已是第六次出席此項賽事
頒獎活動，她在致辭時直言「非常喜歡這
個活動」，認為活動目的和她對香港青年
的期盼一致，即成為具備「國家觀念、香
港情懷、世界視野，也是對社會有承擔的
新一代。」
她表示，今年競賽主題涉及國家改革開
放四十年與外交發展，過去四十年來國家
經濟、社會、科技、環保等各方面發展取
得突出成就，和國家外交政策分不開，也
和優秀的外交官分不開。
她又分享說，對「十九大」的大國外交

政策中「結伴不結盟，志同道合是夥伴，
求同存異也是夥伴」印象很深刻，認為那
看似很深奧，當中的理念卻可用於每天的
日常生活和工作，希望參賽同學在生活和
學習過程中，亦能更包容，能從別人的角
度看事情，然後再爭取自己的理想和目
標。

港非國家外交局外人
謝鋒在致辭時激動地用廣東話稱讚參賽

學生「好犀利」，令他感到「好開心！好
驕傲！」他引述今次獲得金獎的英華書院
隊伍中，有同學因哥哥曾經參賽並取得好
成績受到激勵而報名，他對這些熱愛外
交、積極進取的同學以及培養他們的家長
和老師喝彩。
他續指，中國外交是國家的外交，也是

包括香港同胞在內的所有中國人民的外
交，強調「香港從來不是國家外交的局外
人」，而是國家外交的「見證者」、「受
益者」和「貢獻者」。
他表示，「青年興則國家興、香港興，

青年強則國家強、香港強」，希望同學們
珍惜這個偉大時代，多學歷史，多了解國
情，立足香港，胸懷祖國，放眼世界，為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增光添彩。
今年的競賽於2月開始，經初賽角逐，

最終「精英賽」金獎即全場總冠軍由英華
書院摘得，拔萃女書院、保良局董玉娣中
學奪得銀獎，浸信會呂明才中學和仁濟醫
院王華湘中學獲得銅獎，拔萃女書院廖詠
詩則摘得「精英賽」最佳發言人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柴婧）第十二屆「香港盃」外交知識競賽總決

賽昨日圓滿結束，今年賽事以「開放四十年 中國與世界」為主題，吸引

125所中小學、逾兩萬名學生參與，再創歷史新高。經過多輪激烈的角

逐後，英華書院在昨日總決賽力壓其他四支總決賽參賽隊伍，奪得冠軍

金獎。 主禮嘉賓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與外交部駐港特派員謝鋒都為學生精

彩表現「點讚」，期望同學們多了解歷史、國情，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的中國夢增光添彩。

■「香港盃」外交知識競賽總決賽及頒獎禮，林鄭月娥、謝鋒、蔡若蓮、鍾志平等
代表各主辦機構主禮。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第十二屆「香港盃」外交知識競賽總決賽，林鄭月娥頒獎予總冠軍「精英賽」金
獎得主英華書院學生。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彭叔向團友講述廟街名稱的來源。
香港文匯報記者顏晉傑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