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針對大專生拖欠學生貸款嚴重，學生
資助辦事處近年加緊循法律途徑 「追數」
。資料顯示，11/12學年因拖欠還款而轉
交律政司的個案達2,687宗，較10/11學年
上升16%，涉及款額高達逾1.7億元。另
外，學資處2010年起直接入稟小額錢債審
裁處追討欠款，11/12年度共有672宗入稟
，較2010年大增60%。

本報記者 劉家莉

學資處循律政司追數增16%
大專生貸款拖欠嚴重

課外活動欠資助 基層難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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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赴內地交流協作計劃

簡訊

過去3學年學資處「追數」情況

1.資助專上課程學生資助計劃
入稟小額錢債審裁處個案
轉交律政司個案
2.專上學生資助計劃
入稟小額錢債審裁處個案
轉交律政司個案
3.全日制大專學生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
入稟小額錢債審裁處個案
轉交律政司個案
4.專上學生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
入稟小額錢債審裁處個案
轉交律政司個案
5.擴展的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
入稟小額錢債審裁處個案
轉交律政司個案
●總計
入稟小額錢債審裁處個案
涉及金額（百萬元）
轉交律政司個案
涉及金額（億元）
資料來源：學資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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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袁秀賢中山三十日電】中山市人民
政府與澳門科技大學今天在中山市舉行合作辦學框
架協議簽約儀式。據悉，雙方合作創辦的大學，是
以全日制本科培養為主的綜合性大學，適時發展研
究生教育，並根據地方建設需要開展多形式、多層
次的成人教育。

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崔世安，中央政府駐
澳門聯絡辦主任白志健，廣東省人民政府副省長林
少春，中共中山市委書記、市人大常委會主任薛曉
峰等領導出席簽約儀式。崔世安此前在接見中山市
政府及澳門科技大學相關領導時表示，將繼續支持
高等教育的發展。

據悉，雙方合作創辦大學，意在共建高起點、
國際化、創新型以及可持續發展的 「政產學研」合
作平台。該校是以全日制本科培養為主的綜合性大
學，適時發展研究生教育，並根據地方建設需要開
展多形式、多層次的成人教育。

擬辦大學位於中山市板芙鎮，校區在太澳高速
通車後離澳門科技大學本部僅為40分鐘車程。合作
籌辦大學，是中山和澳門兩地推進落實粵澳合作框
架協議的重要成果，也是兩地落實粵港澳服務貿易
自由化行動計劃、搭建粵澳政產學研合作平台的重
要成果，有助於促進中澳兩地的深度合作，推進中
山教育的國際化與現代化進程。

中山與澳門科技大學合作辦學

【本報訊】香港中文大學昨舉行深圳研究院
啓動儀式，主禮嘉賓包括深圳市市委書記王榮、
秘書長李華楠、副市長陳彪、廣東省衛生廳副廳
長耿慶山、中文大學校長沈祖堯，及原常務副市
長劉應力。

沈祖堯感謝深圳市政府對大學的大力支持，
並表示： 「今年對香港中文大學來說是具有特別
意義的一年。不僅深圳研究院開始全方位發展，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校區也獲得國家批准開工建設
，同時也是香港中文大學與中國科學院及深圳市
人民政府組建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的第六年。」
深圳市市委書記王榮致辭時表示，希望深研院以
「全面啟動」作為起點，日後可以為深港兩地的

發展做出更大的貢獻。

推進中大參與前海發展
同場，深圳農業生物孔雀團隊項目正式啟動

；植物化學與西部植物資源持續利用國家重點實
驗室（香港中文大學夥伴實驗室深圳基地）、深
圳市網絡編碼關鍵技術及應用重點實驗室、深圳
市衛生風險分析重點實驗室和深圳蔬菜分子生物
技術工程實驗室亦正式揭牌。隨後，中文大學與
前海管理局共同簽署了《香港中文大學─深圳
市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管理局戰略合作協
議》，積極推進中文大學參與前海發展事宜。深
研院並與 10 家知名企業及科研機構簽署實習基
地框架協議，為中大學子搭建發展平台，與企業
及科研機構機構建立長遠合作關係。

中大深研院於 2007 年正式成立，至今已有
逾300位中文大學教授註冊成該院成員。去年11
月該院大樓正式落成，開啟香港中文大學深港合
作的新里程。大樓設有大型演講廳、科學實驗區
、綜合辦公區、企業孵化區等多個功能區域，為
中大於中國內地及深圳的產學研發展提供了良好
的設備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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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筆者撰文略述前線教
師和學生之苦，現在想想其實
教育局和考評局也有其難言之
隱。筆者是身形略為超標的人

，經常受各界好友提醒： 「你又肥了。」試想想為了健康誰不
想瘦身減肥，無奈的是試過種種辦法，也有種種原因就是瘦不
下來。想來為政者也受此痛苦，接着下來筆者試着拆解這個
「不瘦降之謎」。

筆者認為課程不能再減之可能原因如下：
一、商業教育學理上的原因
企會財科現在 「忍痛」刪減約 10%內容，除核心部分的

「會計循環」較為大刀闊斧外，其他的主要都是略為修剪。裁
剪的都是資訊性知識，而不是核心的概念，例如：香港與內地
經貿關係、企業家精神、商業計劃撰寫過程和商業溝通傳意等
。讓人不禁覺得局方是否認為再刪減的話，有損學科完整性？
再刪減有可能動搖學科的學術嚴謹，學生學習也顯得半桶水，
不倫不類。的確減肥過度也有極大的不良影響，筆者不禁想起
，歐洲模特界禁止聘用的 「骨模」。

二、教學課時分配上的原因
現在企會財科的小學、初中相關的教育極為有限，同學們

是在接近毫無基礎的前提下選修本科。雖然社會這方面現實例
子很多，但同學基礎薄弱，面對一個小規模的工商管理課程是
相當吃力的。筆者一直鼓勵學生，整個企會財課程期望三年後
能培育各位成為前線的管理人員，就算降低一個等級也是一個
了解商業運作，能基本合格的工商業的從業人員。要學生達到
這一水平，基本課時已不足以實現。何況三年的課程，兩年半
完成，原本起碼要刪減1/6的課程，現在只提出刪減1/10。唯
一的解釋是：局方對課程的刪減，現在的安排已能滿足課時的
需要？自我感覺良好了。

三、科目國際認證上的原因
我們香港的文憑考試除是本地升學就業的資歷認可外，也

是國際升學的重要憑證。現在香港的同學們可以根據文憑考試
的成績免試報讀內地63所高等院校，2013/14年度還會增至70
所；另外香港的中學文憑水平等同於澳洲高中畢業證書；而且
文憑成績獲納入英國大學及院校招生事務處（UCAS）的分數
對照，並且和英國普通教育文憑高級程度考試（GCE A
Level）掛鈎。除此之外，相關的考試資歷還得到美國、加拿
大、新西蘭和台灣等國家地區認可。

國際的認可自然具備國際課程的標準，其中具體必備的元
素是不能刪減的，否則其國際認受性大打折扣。據筆者了解，校
本評核也是必備元素之一。這一點很重要！局方和考評局是否
曾向國際考試認證機構承諾過現有課程架構，以至不可大刪？

四、當局死要面子上的原因
面子上的問題也可能是原因之一。今日的我打倒昨天的我

並不好過，雖然為政者已經換屆，但當初教改，局方頂住各方
不同意見，將數個學科合併為一。雖說現在課程分為核心和選
修部分，考評也將卷二分成甲、乙兩卷供兩類選修同學選答，
勉強應付過來。但實際操作證明，相對過去分別獨立成為管理
和會計兩科，對學生來說，無論是學科的專業性，還是投身職
場的前景都較舊課程遜色。假如重走舊路，教改豈不是倒退了
？各個持份者允許這種倒退嗎？

企會財科雖未瘦身成功，但前線的老師和學生都渴望瘦身
，追求健康的課程。局方作為香港培育未來人才的重要部門，
是時候強政勵治，撥亂反正。企財瘦身，雖有難言之隱？為政
者當以 「義所當為，毅然為之」為教師、學生和社會做實事。

企財瘦身，難言之隱？
漢華中學 馮劍騰

教育觀點

出身寒門的孩子，或要提早承擔家庭責任，
難免會在貧窮的陰影中自怨自艾。聽聽這些孩子
的聲音，他們真的太早面對生活的不安與不公，
但孩子，終究是孩子。

「如果我得到 1000 元，會幫助媽媽儲起來
，以備媽媽不時之需，在我出世時，已把媽媽放
在第一位。」

「想去交流團，可是家裡負擔不起，於是想
也不敢想。」

「覺得自己要保護家人，因為媽媽身形很小
，她打架會打輸。」

「朋友約去 BBQ，要用錢所以不去了。如
果社區中心20元看電影才會去。」

「（最不喜歡的話題）無錢，因成日被人講
，會唔開心。」

聽聽孩子聲

學資處轄下五項資助專上學生計劃，包括 「資
助專上課程學生資助計劃」、 「專上學生資助計劃
」、 「全日制大專學生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
「專上學生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和 「擴展免入息

審查貸款計劃」，大專生可申請不同計劃，以獲取
助學金或貸款，部分計劃不用通過入息審查。

用拖字訣三年從未還錢
統計資料顯示，上述五項資助計劃，於11/12學

年、截至 6 月 30 日，錄得拖欠還款個案達 1 萬 4,674
宗，涉及逾2.6億元，欠還款者佔半數屬 「擴展免入
息審查貸款計劃」的持續進修學生。同時，部分大
專生卻採取 「拖字訣」，截至本年 7 月 31 日，長期
拖欠貸款個案高達3,721宗，即最少三年從未還錢。

針對大專生拖欠學生貸款，學資處加緊採取法
律行動，若連續兩季未有清還欠款者，會轉交律政
司處理，藉以追討欠款及利息。學資處最新資料顯
示，學生因拖欠還款而需轉介律政司跟進的個案近
年持續上升，11/12學年有2,687宗，較10/11學年的
2,306 宗，上升 16%；較 09/10 學年的 1,801 宗，更大
增 49%。涉及金額也由 09/10 年的約 9,000 萬元，增
至11/12 學年的1.72 億元。學資處於11/12 學年已追
回782宗個案。

另外，學資處自2010年6月開始把5萬元或以下
欠款個案，直接入稟小額錢債審裁處，過去2年主要
處理 「擴展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的欠款個案。資
料顯示，11/12學年有672宗欠款個案入稟，較10年
增加 61%，涉及金額為 1,500 多萬元，當中有 382 宗
個案已全數清繳。

香港教育政策關注社主席張民炳認為，大專畢
業生就業競爭激烈，但薪酬水平未見明顯增長，不
少畢業生在無業或低薪情況下無力還款，建議他們
申請延遲還款。他表示，歡迎加緊循法律途徑 「追
數」，對於 「擴展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的申請者
，學資處審批貸款申請則應更嚴謹， 「應參考申請
者過往進修、入息及欠債紀錄，以了解他們會否有
還款困難的風險。」

【本報訊】教育局昨向全港中小學發出通告，邀
請中、小學校長及教師報名參加「香港教師赴內地交
流協作計劃12/13」。計劃自09/10學年起由廣東省教
育廳及特區政府教育局合作推行，目的為建構內地與
香港教師的專業交流平台，促進彼此的專業發展。交流
人員的借調期將由2013年3月11日至6月21日止。

【本報記者王一梅深圳三十日電】第九屆青年
學者國際研討會（WISH）30 日在深圳舉行，來自
世界各地的知名學者圍繞 「跨國法的未來：歐洲、
美國、中國，以及金磚四國」這一主題共同探討、
研究這一領域的前沿性法律問題。本次研討會是自
2002年創辦以來首次在中國舉辦。

本 次 研 討 會 由 《 歐 洲 法 研 究 》 （European
Law Journal）編輯部、北京大學國際法學院跨國法
律研究中心、歐洲學院（college of Europe）及法國
艾克斯─馬賽第三大學（Aix-Marseille University）

共同舉辦。參會者來自耶魯大學、哈佛大學、牛津
大學、漢堡大學、歐洲學院、倫敦政治經濟學院、
諾丁漢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
的優秀博士研究生或青年教師，通過研討會的形式
，推廣其研究成果，拓展學術前沿。

在為期兩天的研討會中，會議將會圍繞跨國法
的研究方法，跨國法和人權，法律多元主義和風險
規制：食品與環境，跨國法律規制中的公行為人與
私行為人，法官、專家和律師在跨國法制定中的影
響，地區主義和跨國主義等六個議題展開。

【本報訊】記者成野報道：全港現時申領學生資
助及綜援的基層學生近 40 萬人。有團體調查發現，
青少年資助制度仍分布零散、名額緊缺，家長申請常
遇 「爭崩頭」情況；同時，新學制下，課外活動成為
不少學校收生的門檻之一，而政府卻並未將其納入資
助範圍，以致有受訪基層家庭每年需花費近3,000元
支援子女課外活動，負擔沉重。

「參加課外活動，家庭的負擔太重；不參加，不

但扼殺興趣更會影響升學；這是基層家庭學童，小小
年紀就要面對的兩難抉擇！」關注學童發展權利聯席
（關學聯）林敏華表示。

關學聯自去年7月至今年8月期間，持續跟蹤16
個居住在油尖旺、深水埗及天水圍等地的基層家庭，
受訪家庭子女為高小至初中學生。其中，有八個家庭
獲全額書簿津貼，八個領取綜援。關學聯除定期摘錄
學習開支外，亦進行分階段訪談，了解學童在學習、
發展、社交等方面的需要及期望。

影響升學 輸在起跑線上
調查發現，一個學年內，基層家庭除書簿費外，

仍須於校服、冷氣費、班會費、文具等繁雜項目上花
費，總計約1,188元，較現有定額津貼1,000元要高。
除學習開支外，新學制下，政府大力提倡 「多元發展
」，學生升中需要 「其他學習經歷」，意味着不參加
課外活動，學童將影響升學， 「輸在起跑線上」。

不過，據關學聯調查，受訪學童每學年課外活動
總開支為2,882元，令基層家庭原本拮据的生活雪上
加霜。林敏華透露，訪問中，曾有夢想當天文學家的
中學生，因無力承擔活動費而退出天文學會，甚至表
示不敢再發展此興趣，對未來感到灰心。

除影響學童的發展和心態，經濟處於弱勢對基層
家庭的親子關係亦產生負面影響。林敏華表示，受訪
學童最不願意聽到家長說的話，大部分都與家庭財政
壓力有關，例如 「無錢」、 「唔夠錢」等。一些家長

反映，子女常會以 「點解人哋有我無？」
就此，關學聯建議政府可將課外活動納入學生資

助制度，全年合共2,400元，連同書簿津貼一起發放
，另外冀教育局立即公開定額津貼的計算方法，並檢
討學生資助制度。同時，敦促扶貧委員會設置消除跨
代貧窮的時間表。讓基層學童享有平等發展權利。

全球法律學術新星齊聚鵬城

【本報訊】東華學院今年10月展開13/14學年的
課程網上報名，讓學生在文憑試前提早報名並接受面
試。學院日前宣布，由於兩年制護理學高級文憑課程
報名反應熱烈，報名人數遠較學額數目為多，已於昨
日結束首輪優先報名。學院將考慮在文憑試成績公布
後，視乎學額情況再重新招生。學院其他課程仍然繼
續接受報名，學生可於網上選擇五個心儀之學位及副
學位課程。網頁www.twc.edu.hk/bmsadmission。

【本報訊】研究資助局將於下星期六（12月8日
）下午在香港科學館舉辦本年度第四次講座，專題為
「可持續發展的環境及能源研究」。講座由研資局與

科學館合辦，邀請香港理工大學土木與環境工程系副
教授林嘉仕，以及香港大學地理系講座教授詹志勇，
與市民分享他們的研究成果及知識。

■研資局與科學館合辦講座

■東華學院接受網上報名

◀學生資助
辦 事 處 於
11/12 學年
因拖欠還款
而轉交律政
司的個案達
2687宗，較
10/11 學年
上升16%

▲關學聯呼籲增加學生課外活動資助

▲香港中文大學昨舉行深圳研究院啓動儀式

【本報訊】反對派議員社民連梁國雄繼續提出 「垃圾修訂
」拉布下，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昨晚仍未能表決長者生活津貼的
撥款。其中，教育局申請撥款300萬元資助非華語學生參加海
外中文科公開試因而受阻，資助未必能於今年內推行。

教育局建議在 12 學年起，擴大考試費減免計劃範圍，應
考國際普通中學教育文憑（IGCSE）、普通教育文憑（GCE）
高級及高補程度、綜合中等教育證書（GCSE）等中文科考試
的非華語考生，日後只需繳付相當於中學文憑試中文科的考試
費，餘款由政府資助，並建議通過入息審查，以學校考生身份
報考的考生，可額外獲得考試費全額或半額減免。由於12月4
日接受非華語生報考，12 月中是繳交考試費限期，由於撥款
受阻，融樂會希望教育局應該先墊支考試費。

非華語生考試費審批受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