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針對大專生拖欠貸款不斷惡化，學生
資助辦事處提議將其中屢追無效的六百份
欠款者資料放入 「個人信貸資料庫」 ，但
此舉引發學生私隱被私人機構濫用的憂慮
。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調查發現，僅三
成半受訪者得悉個人資料或被挪用後仍支
持設信貸庫，專上學生聯會的調查亦稱七
成受訪者反對該舉措。

本報記者 成野 實習記者 彩雯

七成受訪學生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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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香港考試及評核局昨向立法會呈交二○一
○／一一年度的財務報告，顯示該局年度總收入增至近四億
五千萬元，較○九／一○年度增加一成四。

考評局從政府給予補助額的收入增幅最高，去年為最後
一屆會考重考及明年高考補考，加上當局向全港中學派發文
憑試練習卷，補助額由一○年的五千四百萬元，升至去年一
億三千萬元，增幅一點四倍。而國際和專業及其他本地考試
的收入，同樣由一○年的六千九百萬元，增加至去年的七千
四百萬元，增幅百分六。

總支出方面，考評局其他人員開支大減三成半影響，上
年度總支出由一○年四億三千二百多萬元，輕微下調至四億
二千八百多萬元，令盈餘有一千七百萬元，較一○年的七百
四十萬元，增幅一點三倍。

考評局發言人表示，收入增加一成四主因是去年參加高
考人數上升，由一○年的三萬九千人，增至去年四萬二千人
；加上國際和專業及其他本地考試的收入增加，及政府的補
助額提高。

【本報訊】二○一○至一一年度的《施政報告》提出在
醫療、教育、學前服務及社會服務協助自閉症兒童。勞工及
福利局局長張建宗表示，本學年有三千三百七十名患有自閉
症的學童，在公營主流中、小學就讀，二千一百四十名有智
障及自閉症的學童在特殊學校就讀。

張建宗昨日在立法會答覆議員說，為支援就讀主流學校
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本學年開始，教育局在主流學校展
開加強支援自閉症學生的試驗計劃，為患有自閉症的中、小
學生提供額外小組訓練，及在初小階段發展及試行學校支援
模式。

在過去五年，政府增加一千四百個額外學前康復服務名
額，增幅近三成。在一二／一三年度，預計再有六百個額外
名額投入服務。關愛基金亦為低收入家庭正輪候學前康復服
務的兒童提供學習訓練津貼；社署也為在職的特殊幼兒工作
員提供培訓津貼，鼓勵他們修讀認可課程。

此外，本年度醫管局團隊已額外增加四十八名醫生、護
士；社會福利署亦增設五名醫務社工，以配合服務。

【本報訊】教育局局長孫明揚昨日答覆立法會議員李
慧琼的提問時表示，當局在本學年放寬獲全額學生車船津
貼資助的收入上限，令獲全額津貼的學生比例，由以往三
成大幅增加至五成七。當局預計，本學年的總資助額為四
億二千七百三十五萬元，較上一個學年增加七千五百三十
五萬元，增幅為兩成一。

孫明揚表示，現時，全港有九十萬名全日制中、小學
及大學生，在一○／一一學年約有二十三萬一千人符合資
格領取津貼。而個別學生的車船津貼額，取決於學生的居
所和學校的距離，本學年中、小學生及專上學生的資助額
中位數，分別是一千二百五十八元及二千四百五十七元。

關於將現行的長者及殘疾人士公共交通票價優惠計劃
，擴大至各中、小學或全日制專上及學士學位課程的學生
。孫明揚回應，涉及學生人數眾多，現時無法估計須增加
的政府開支。

【本報訊】記者劉家莉報道：二○一二／一三學年
幼稚園申請學費調整下周一截止。受物價通脹影響，加
上教育局放寬幼稚園學費上限，大批幼稚園預告新學年
會加費百分之五，即使學券資助增加，家長亦須多付數
百元學費。

屬下有七十多間幼稚園學校會員的幼稚園協會，主
席廖鳳香表示，早前與會員開會，大部分學校擬申請加
費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八，以彌補薪金、租金等上升成本
，當中只有極少幼稚園凍費。她指出，教育局放寬幼稚
園學費上限，半日制每年學費由二萬四千元增至二萬五
千二百元，估計大部分學費已達上限的幼稚園，會用盡
新上限加費。

廖鳳香稱，所屬的卓思英文學校暨幼稚園（青怡分
校）申請加費約百分之五，加費後的學費貼近學券學費
上限。她形容，幼稚園成本因通脹大幅增加， 「租金、

文具、紙張樣樣加價，加上人民幣升值，以印刷一個文
件檔案為例，已由十九元升到二十六元，租金更加了四
萬元，連商場管理費也加，老師人工當然亦要加，否則
難以挽留人才。」她希望家長體諒，並促請政府盡快推
行十五年免費教育。

非牟利幼兒教育機構議會主席曾甘秀雲表示，幼稚
園近年面對通脹壓力，加學費屬意料之中，目前仍在計算
學費調整水平，料普遍幼稚園加百分之五或以上。她補
充，新學年學券的金額亦會上調，料可減輕家長負擔。

另一方面，新學年約有七百三十間幼稚園參加學券
計劃，較本學年少十多間，部分退出學券計劃的幼稚園
學費調整相對較大。以啟思幼稚園（九龍塘正校）為例
，校方在網頁指出，在學券制下半日班的全年學費為二
萬四千元，但退出學券後，新學年學費將大幅增至三萬
八千元。

【本報訊】實習記者黃雯怡報道：香港教育專業協會將
於三月二日至二十三日選舉新一屆理、監事。現任會長馮偉
華再度領銜出選，其內閣以唯一候選理事會身份尋求連任。
另有二十四位候選人競逐十九個監事席位。

教協章程規定，選舉由全體有表決權的會員以一人一票
及不記名方式進行。該會選委會指出，即便只有一個候選理
事會參選，該理事會仍需在會員信任投票中獲得多數選票才
能當選。

【本報訊】實習記者程登輝報道：
成立三十年的職業訓練局（VTC）將
有連串大動作，除建立香港高等科技教
育學院（THEi）和國際廚藝學院，更
會把握配對基金契機，籌款成立 「學生
發展基金」，資助貧困學生。

政府上月公布的新一年財政預算，
以空前大手筆撥款二十五億設立第六輪
配對基金，並首度將職訓局納入十七間
受惠院校之列。新任職訓局主席陳鎮仁
昨出席該局三十周年慶祝活動期間透露
，將通過音樂會和晚宴來籌款成立 「學
生發展基金」，每籌得一元更會得到政
府一元的補助金。

陳鎮仁表示，這是全新嘗試，
VTC 將成立籌款委員會來運作，並且

借鑒其他院校的經驗，再加上同業界緊
密的關係，相信能夠籌到一定款項。談
及成立學生發展基金的目的，他說 「我
們不希望學生因為付不起學費而不能來
VTC就讀」。

昨天，陳鎮仁和財政司司長曾俊華
、教育局局長孫明揚和勞工及福利局常
務秘書長鄧國威主持 VTC 三十周年慶
典啟動禮，音樂會、設計及創作比賽和
籌款晚宴等活動將相繼展開。

職訓局於一九八二年由政府出資成
立，每年為約二十四萬名學生提供全面
的職前和在職訓練，曾俊華致辭時盛讚
該校學生屢獲國際殊榮， 「充分證明
VTC 品牌是優質、信心和實力的保證
。」

政府最近提出的自駕遊
計劃引起社會頗大關注。據
了解，計劃分兩階段實施，
首階段香港司機可在廣東省
自駕遊最多七天，申請人需
要同時擁有兩地駕駛執照，
每日配額50個。至於第二階

段何時落實，則視乎兩地政府總結首階段的經驗後
，才進一步研究具體安排。

計劃甫提出，已惹來不少反響。不少人從兩地
文化差異角度來分析這個問題，然而，筆者反覺得
這跟國民教育的爭議同出一轍。

經驗所得，每次當政府提出推行國民教育時，

社會必定出現反對聲音，當中又分兩類人，一類是
從理念上反對國民教育，打從心底裡抗拒香港與內
地進一步融合，這是殖民地遺留下來的 「洗腦式」
影響，因此，舉凡有任何加強兩地融合的動作出現
，這些人定必反對一番，高鐵如是，自駕遊亦如是
，當然筆者相信這類人只屬少數。

至於另一類反對聲音，是從技術層面出發，擔
憂自駕遊會引起一連串干擾，例如空氣污染、交通
擠塞、道路安全、內地司機駕駛習慣不同等。這好
比國民教育的爭議，部分持反對意見的論者，並非
從原則上反對國民教育，而是從技術層面例如課時
、師資、教材、支援不足等，純粹提出憂慮而已。

但現實中，假與真、虛與實，永遠都是糾纏在

一起的，前者永遠不會打開心窗說亮話，而是以
「技術」包裝成為漂亮的藉口，所以，政府早前推

出國民教育諮詢稿的時候，我們經常聽到部分論者
揚言不反對國民教育，只是反對 「洗腦式」國民教
育而已。事實上，以反對 「洗腦」作為包裝，何其
動聽，但想深一層，這些論者可曾反對過 「洗腦式
」公民教育、 「洗腦式」宗教教育、 「洗腦式」道
德教育……？

香港回歸才十多年，兩地文化差異需要透過互
相尊重、包容和了解，才能慢慢融合。偏偏在
D&G 事件和北大教授口出狂言之時，兩地矛盾受
到進一步激化之際，剛巧碰着個自駕遊，結果可想
而知。

歸根結底，為政者除了需要具備時事觸覺之外
，政府日後推出新政策之時，更加需要多作諮詢，
謹小慎微，釐清細節，以免被 「技術性擊倒」，白
白浪費發展機會，虛耗時日。

教育教育
觀點觀點

由反自駕遊計劃說起
教聯會主席 黃均瑜

幼稚園新學年加費5%
即使增資助 家長亦須多付數百元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九八年推行 「免入息審查貸
款計劃」，至今近十五年。貸款人不需接受入息及資
產審查，亦不需資產抵押。但借貸寬鬆卻造成欠款嚴
重。至二○一○／一一學年底，高達一萬三千人欠款
不還，涉及港幣二億一千三百萬。

因此，學資處建議將拖欠還款的學生負面資料放
上 「個人信貸資料庫」。 「榜上有名」者向銀行借貸
或申請信用卡須另外解釋。政府初步構思是：將上述
六百個欠款超過十萬元、拖欠超過一年兼屢追無效的
個案（俗稱黑名單）交給信貸資料機構。

早就對信貸庫存疑的私隱專員公署，昨天趁 「免
入息審查貸款計劃」改善建議公眾諮詢期截止日，公
布對 「個人信貸資料庫」的調查結果。接受訪問的一
百九十五名大專生和七十五名市民中，六成贊成政府
將欠款資料交予信貸機構。

受訪者：追款應循法律途徑
不過，這份問卷的補充資料令支持設信貸庫的人

士不斷下降，先是得知個人資料有 「外泄和被濫用的
風險」後，支持率由六成降為四成六；獲悉信貸機構
「是一間純私人的商業機構」後，支持率再跌至四成

；當讀到 「政府提供欠款者資料予信貸資料機構，對
欠款人信貸評分的下調是無法評估的」時，只得三成
五受訪者贊成設信貸庫。相反，超過七成的受訪者認
為要追討欠款應 「加快循法律途徑」。

私隱專員蔣任宏昨天向傳媒指出， 「環聯資訊」
是香港目前唯一提供欠款資料予銀行的海外公司，若
將六百個個案交給它們，恐怕打開私隱缺口，下一步
不排除一萬三千個大專生欠款個案也被交給這公司。
「其他政府部門，可能會提出類似要求，以追討欠稅

、差餉和地租、水費等。從事零售、小企業、電訊、
公共事業及其他行業的私營機構，也希望經此系統追
款。打擊欠款不止一種方式，機構大可循法律途徑追
討。」

無獨有偶，學聯近日訪問三百名學生，發現七成
受訪者反對學資處採用信貸庫。該會秘書長陳倩瑩等

昨拉隊到學資處請願，反對設信貸庫，批評信貸資料
庫扭曲了 「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為學生提供財政支
援的原意。陳倩瑩說 「目前市場上沒有其他可供學生
貸款的機構，學生沒有選擇，只能簽署同意書。這樣
的同意書並不一定可以代表學生的真正意見。」

學聯代表又稱，學資處成立信貸庫的原意是減低
銀行信貸風險，而非阻嚇或追討欠債，但當局對採用信
貸資料庫的風險沒有評估，看來難以達至預期效果。

教育局表示，截至昨天下午，大專生信貸改善方案
第二階段檢討諮詢共接獲五十五份書面意見，另有超
過一千七百三十份填寫設於雅虎香港的網上意見書。

政府會因包括學聯在內諮詢公眾的結果，敲定各
項改善建議方案，今年中就徵詢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
會，並向立法會財務委員會申請批准。

【本報訊】
香港中文大學日

本研究學系，昨天於新亞校園合一亭草坪舉行植樹儀式，栽
種二十棵櫻花樹，以慶祝日研系成立二十周年。主禮嘉賓包
括中大校長沈祖堯、日本駐香港副總領事松永大介。

沈祖堯致辭時表示，櫻花樹與合一亭及中大校園融為一
體，充分展現人文和自然之間的和諧。當櫻花盛放時，所有
中大學生，無論曾否到日本留學，均可在中大校園欣賞櫻花
，日本人稱之為 「花見」（hanami）。

中大於一九九一年成立日研系，所有主修生都可到日本
的夥伴大學留學一年，包括京都大學、大阪大學、早稻田大
學等十八校。九二年至今，日研系已獲得超過二千三百萬港
元獎學金，保送近五百名主修生到日本作一年交換。

VTC建新學院慶30周年

【本報訊】昨日，香港浸會大學
深圳研究中心正式開幕，將展開藥檢
測鑑定、中藥抗炎與抗癌等研究項目
。深圳市發展改革委員會副主任吳優
，深圳市科技創新委員會副主任邱宣
，浸大校長陳新滋等主持開幕禮。

浸大深圳研究中心是浸大繼○二
年成立深圳研究院之後，擴大和深圳
市政府合作的重要項目。該中心去年
七月成立，成為浸大多個優勢學科的
新興研究基地。

浸大領導層期望，通過深圳研究
中心，加強與深圳市政府、企業、高

校以及其他科研機構的合作，同時利
用科研成果解決困擾社會的難題，實
現雙贏。

浸大深圳研究中心集中了浸大理
學院和中醫藥學院的優勢學科，加上
數十名來自香港及內地的科研精英。
其研究涉及化學、生物、物理等學科
的交叉領域，也包括中藥檢測鑑定、
中藥抗炎與抗癌的研究。陳新滋校長
表示： 「能夠進入研究中心工作的學
者都是浸大近年來在研究領域最出色
的年輕學者，他們代表了浸大創新研
究新的生力軍。」

浸大深圳研究中心開幕

最高 18 ℃
最低 15 ℃

間中有陽光

澳 門
廣 州
北 京
天 津
濟 南
南 京
上 海
杭 州
福 州
海 口
台 北
首 爾
東 京

中國西部主要城市天氣預測

重 慶
成 都
西 安
昆 明
拉 薩
貴 陽

預測
有雨
有雨
有雪
有雪
有雪
有雨
有雨
有雨
多雲
多雲
多雲
多雲
多雲

預測
密雲
密雲
密雲
驟雨
密雲
有雨

最低
13
13
0
0
0
3
7
5
9

16
16
2
4

最低
7
5
2
9

-1
3

最高
18
20
2
5
7
7

11
9

23
23
24
13
14

最高
12
12
7

20
10
6

馬尼拉
曼 谷
新加坡
悉 尼
墨爾本
洛杉磯
三藩市
紐 約
溫哥華
多倫多
倫 敦
巴 黎

法蘭克福

蘭 州
西 寧

烏魯木齊
銀 川

呼和浩特
南 寧

預測
雷暴
薄霧
雷暴
有雨
有雨
多雲
驟雨
有雨
驟雨
有雪
多雲
密雲
多雲

預測
多雲
有雪
有雪
多雲
多雲
有雨

最低
23
25
25
20
17
8
8
3
1

-2
10
9
7

最低
-1
-8

-14
-2
-5
11

最高
33
35
32
26
22
16
13
5
7
2

13
14
15

最高
10
5

-7
7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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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通脹影響，大批幼稚園預告新學年加費
5%，家長須多付數百元學費

◀學聯拉隊
到學資處請
願，反對設
信貸庫

◀ 陳 新 滋
（中）、吳
優（右五）
、邱宣（左
五）與其他
嘉賓主持開
幕禮

▶曾俊華（左
三），孫明揚
（左二）和陳
鎮仁（右四）
共 同 啟 動
VTC30 周年活
動

實習記者
程登輝攝

中大日研系慶20周年

■張建宗：將加強支援自閉童

■考評局年度總收入增14%

■當局將放寬車津收入上限

■教協會馮偉華求換屆連任

欠債資料交信貸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