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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Code 程 式 小 先 鋒
2018」高階班畢業生江杰凱
（12 歲）就讀小六，家住深
圳，每次參與課程都需要跨境
及花費兩小時到尖沙咀上課。

雖然地點很遠，但他從不遲到，即使當天有
其他活動或課程，他都懷着熱情選擇了
GoCode課程並自行前往，因為他不想錯過
任何一次上課機會。
他表示，發現課程越來越有挑戰性，所以學

習興趣亦都越來越大，最終憑着以「上升吧，
小球！」獲卓越表現獎第一名︰「參與活動前
並沒有想過要在編程上有所發展，但參與活動
後，逐漸對這個行業感興趣，自信心也越來
越大，很想更加了解編程的範疇。」
另一位來自「GoCode程式小先鋒2018」

高階班的畢業生楊梓希就讀小五，上課態度
認真，由第一堂開始，每堂都會帶齊所有筆
記，亦會備課及準備充足，以確保自己完成
編寫程式的每一個部分及細節。
他與媽媽討論創作的應用程式時，媽媽從

用家的角度給予意見，希望他的思考空間不
止限於設計遊戲，而是一個能幫助別人的應
用程式，最終他設計出「眼明手快」，可用

於測試視力及訓練眼力的程式，奪得「聯想智慧設計
獎」，令媽媽十分感動。

導師喜課堂見證同學成長
現 就 讀 香 港 教 育 大 學 的 四 年 級 生 羅 啟 心

（Summer），因為哥哥為GoCode程式小先鋒導師團
隊的關係，透過介紹，2017年度加入導師團隊，成為
助教。Summer原本對編程沒有認識，因為課程需要而
初學程式語言，從初學者的角度出發，讓她更容易明
白學員在學習上有什麼難點，從而加以解釋。
有意踏上教學之路的她表示，「學習編程其實只是

一種工具，透過課堂以及與同學之間的相處，能夠見
證同學的成長、學到書本以外的知識、待人接物的態
度，成為同學人生階段小經歷，才是這個課程最寶貴
的地方及教育工作的真諦。」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香港 創 新 基 金 （Hong Kong
InnovationFoundation）為黃廷方

家族於 2018 年 3月創立的非牟利機
構，為小三至初中的基層家庭兒童提
供 STEAM 學習機會，課程包括
「GoCode 程 式 小 先 鋒 」 、
「Crazy Circuit 瘋狂電路工作坊」及
「Robot Maker」。課程由本地大專生
擔任導師，透過探究學習模式，啟發
學員的創意、增強成就感及提升學習
動機。
張建宗、黃永光，中聯辦青年工作
部副部長楊成偉、教育科技部副部長
劉建豐出席了昨日的啟動禮暨2018課
程畢業禮。
張建宗在致辭時指出，今屆特區政
府有很清晰定位，就是香港未來的出
路，除了金融、商業服務、物流和旅
遊等外，最重要的就是在創科方面打
出一條新道路，這就是香港未來發展
的道路。
他續說，香港要配合國家進一步改
革開放、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正如國
家主席習近平清楚表明，希望香港和
大灣區將來是國家的創科中心、創科
基地，已經有了戰略定位。
未來，香港就是國家的創科基地，
等於美國的矽谷（Silicon Valley），加
上香港本身是金融中心、是紐約，

「你們說香港將來的前途是否無可限
量？」

每年撥9億全方位學習津貼
為此，特區政府十分重視推動科學教

育，包括每年撥款9億元，向公營學校
及直資學校發放恒常的「全方位學習津
貼」；成立總額25億元的「學生活動支
援基金」等，「我們要積極培育對創科
有興趣和具有創新思維的年輕人，這個
亦是我們政府的目標，為香港未來的建
設和發展做好充分的準備。」

黃永光：港需育優秀人才
黃永光在致辭時指出，隨着粵港澳大

灣區發展，香港要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
心，需要培養優秀人才。香港創新基金
希望提供更多不同的學習機會，為年輕
一代提供更多發揮創意潛能的機會，讓
他們培養創新精神。基金希望更好裝備
香港年輕一代掌握生活和發展所需的知
識、技能和態度，迎接因科技演進所帶
來的機遇及挑戰。
2018年的課程共提供近2,000個名

額，200多名畢業學員在昨日典禮上獲
頒發證書，部分表現優異的學員更獲頒
發卓越表現獎，而「最受歡迎程式大
獎」則由12名「GoCode程式小先鋒」
高階班學員在活動上即場向嘉賓介紹自

己所編寫的手機應用程式，爭取他們投
票支持，得票最高者才能成為得獎者，
令學員得到多方面的體驗。

同時，Robot Maker的學員亦即場示
範及與來賓進行機械人對戰，見證自
己努力學習的成果。

跨
境
生
玩
編
程

卓
越
表
現
攞
第
一

 �

■楊梓希（左）及江杰凱（右）參加
「GoCode程式小先鋒」課程。前者贏得卓
越表現獎，後者獲頒「聯想智慧設計獎」。

香港文匯報訊 為小三至初中的基層家庭兒童提

供STEAM學習機會的香港創新基金，啟動禮暨

2018課程畢業禮於昨日舉行。主禮嘉賓、政務司

司長張建宗表示，香港將來就是國家的創科基

地，故特區政府很重視推動科學教育，積極培育對創科有興趣和具

有創新思維的年輕人。他鼓勵大家繼續發揮創意和無限的想像力，

將來成為香港創科界的領導和接班人，令生活更美好，香港的前途

更美好，貢獻社會、貢獻國家、貢獻全人類。

■RobotMaker學員即場示範及與來賓進行機
械人對戰。

■張建宗及黃永光向2018年課程畢業生頒發證書，嘉許他們在課程上的努力。

■Robot Maker的學員即場示範及與來賓進行機械人對戰。

崔天凱籲美慎重處理涉台議題
中國駐美使館舉辦紀念《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座談會

崔天凱在座談會上發表講話說，40
年前《告台灣同胞書》的發表，標

誌着我們對台方針政策的重大轉折，兩
岸關係發展由此揭開新的歷史篇章。40
年後，習近平主席發表了指引新時代
對台工作的綱領性講話，全面闡述了
我們立足新時代、在民族復興偉大征
程中推進祖國和平統一的重大政策主
張，具有劃時代意義。
崔天凱指出，中美建交40年來，台

灣問題始終是中美關係中最重要、最敏
感的核心問題。40年的經驗表明，台
灣問題處理得好，中美關係發展會更加
順暢，反之中美關係就會遭遇波折。中
美三個聯合公報構成了中美關係中最為
重要的政治文件，也是過去40多年來
中美關係發展的根本依據。
崔天凱表示，當前，中美關係再次

處在關鍵的發展階段。我們願與美方一
道，按照兩國元首阿根廷會晤達成的重
要共識，共同推進以協調、合作、穩定
為基調的中美關係。希望美方尊重並順
應歷史大勢，尊重中國的核心利益和中
國人民的民族感情，歡迎和支持我們在

新時代台灣問題上的政策主張，恪守一
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精神，
慎重妥善處理涉台問題，以實際行動維
護中美關係大局和台海和平穩定。

「沒一國就沒兩制」
會後，美國華盛頓中國和平統一促

進會理事長吳惠秋表示，習近平的講話
把中國和平統一與中華民族復興有機結
合。同時考慮到兩岸制度、民風等各方
面差異等問題，更加細化了兩岸「和平
統一、一國兩制」的內涵。
華府榮光聯誼會會長李昌緒說，全世

界只有一個中國，任何外來力量都沒有
權利干涉我們國家的內部事務。「一國兩
制」必須要有一個基礎，「沒有一國就沒
有兩制」。
來自台灣的美國天主教大學計算機

專業博士生謝立澤則表示，大陸近年來
有越來越多的工作機會向台灣年輕人開
放。兩岸和平發展對於台灣年輕人來說
意味着機會。通過增加參訪、學習、工
作這些實質性的交流，兩岸的未來會越
來越好。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駐美國大使館當地時間11日在華盛頓舉

辦紀念《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座談會。來自華盛頓地區主要僑團約40

名兩岸僑胞和留學生代表出席。會上，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呼籲美方能慎重妥

善處理涉台問題，維護中美關係和台海穩定。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甘肅省近
日出台了55條具體措施，以推動兩岸經濟
文化交流合作，為台灣同胞在甘肅省學
習、創業、就業、生活提供更多便利，創
造更好條件。

支持台企參與基建
根據甘肅省貫徹《關於促進兩岸經濟文化
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的實施意見，55條措
施包括推動經濟交流合作、鼓勵就學就業
創業、加強文化交流合作、優化工作生活
服務等4個部分，有助於台胞台商在甘肅
省投資興業，更好地參與當地經濟社會發

展和融入「一帶一路」建設。
其中，為支持台資企業參與基礎設施

建設，甘肅省提出台資企業可以特許經
營方式參與甘肅省的能源、交通、水
利、物流、生態環保、市政工程領域的
基礎設施建設和PPP項目。在用地保障
方面，台資企業可與甘肅省企業同等適
用相關政策。
實施意見指出，對東部沿海地區轉移到

甘肅省的台資企業，享受國家給予的相關
資金、土地等優惠政策。同時，鼓勵銀行
業金融機構為在甘肅省的台資企業提供信
貸服務。

據介紹，甘肅將在學習和生活等方面
為台灣同胞提供更優質服務。比如，支
持在該省就業的台胞繳存住房公積金並
同等享有使用權利，為台灣投資者和引
進人才的子女在甘肅省入托、入學、就
業、參加社會保障等提供便利服務，鼓
勵和支持在甘高校招收台灣學生，逐年
增加招生數量。
此外，甘肅省支持台胞申請公共租賃

住房。按照屬地化管理原則，將台胞納
入公共租賃住房保障範圍，對符合條件
的台胞給予公共租賃住房保障或發放租
賃補貼。

甘肅推55條惠台新措 推動兩岸交流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評
社報道，實踐大學校長陳
振貴表示，當前台灣面臨
少子化現象，高中生又不
斷出走，私立學校面臨嚴
峻的轉型問題，當局必須
正視問題的嚴重性。陸生
連續四年銳減是大陸對台
灣當局的政治警示，在這
次「九合一」選舉後，國民
黨當選15個縣市長，會不
會因為兩岸地方擴大交
流，讓這幾年流失的一萬
多名的「短期研修生」回
流，這個部分是值得期
待。
2019年全台大專校院校

長會議10日上午在中興大
學召開，陳振貴出席會
議。他受訪時表示，會議
談到少子化、優質高中生
出走的議題，還提到「私立
大專校院轉型及退場條例」
相關與延伸的問題。
退場條例草案早已送到

台灣地區立法機構，但因
為行政機構負責人更換一
直沒獲通過。
從2015年開始，新生數
不斷銳減，只有2018年人
數稍微回升，但又面臨台
灣優質高中生出走。陳振
貴表示，大陸各大學也對
台灣高中生加大吸力，吸
引優秀高中生到大陸升
學，導致台灣各大學在
2019年之後，將面臨更嚴
峻的少子化現象引發的生
源不足問題。
他希望台灣地區立法機

構速審「私立大專校院轉
型及退場條例」，讓所有
學校有所依循。
對於台生赴陸升學人數

逐年攀升，但陸生赴台升
學人數連續四年銳減，陳
振貴表示，這是大陸對台
當局的政治警示。大陸也
了解教育是兩岸民間交流
的重點，他不相信陸生這
個交流管道會完全關閉。

這次「九合一」選舉後，國民黨有15
個縣市長，會不會因為兩岸地方擴大
交流，讓這幾年流失的一萬多個「短
期研修生」回流，這個部分是比較樂
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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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時間當地時間11月月1111日日，，中國駐美國大使館在華盛頓舉辦紀念中國駐美國大使館在華盛頓舉辦紀念《《告台灣同胞書告台灣同胞書》》發表發表4040周年周年
座談會座談會。。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前排左三前排左三））在座談會上發表講話在座談會上發表講話。。 中新社中新社

■甘肅出台55條惠台新措推動兩岸交流合
作。圖為台商與甘企合作設「脫貧車間」聘
用民眾組裝燈飾。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