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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實習記者朱永瀟報道：
農曆新年剛過，不少小朋友都收到長輩
們派發的利是錢，總金額由幾百元到幾
千元不等。有調查指出，近60%家長表
示子女將利是錢花在娛樂消遣，儲蓄和
捐贈的僅佔20%。調查團體擔憂下一代
的理財能力和對他人的關懷缺失。

香港家庭教育學院在元宵節前進行
為期3日的電話調查，461名子女就讀幼
稚園、小學和初中的家長受訪。結果顯
示，約46%受訪者稱由父母處理子女的
利是，另51%受訪家長則由子女自行處

理，這項數據在幼稚園方面較2011年的
調查增近10%。

雖然家長對孩子自行理財的意識有
所增長，但調查也顯示，近60%家長表
示子女會將利是花在即時娛樂消遣上，
中學方面的數據更高達65%。其他選項
，如儲蓄和捐贈給有需要的人，合計仍
僅得20%。

家庭教育學院總監狄志遠擔憂新一
代小朋友受物質社會影響過多，將利是
花費在暫時性的享樂消費上，不利成長
。狄認為新年利是錢是一個教育小朋友
理財的好時機，家長應把握機會與孩子
商量如何善用金錢，可以依據家庭情況
，制訂有效的理財方法。

11歲的Anson今年收到近4000元利
是，與爸媽商量後，自己可獲一半，餘
數交給母親，自己所得部分會用作購買
學習用品，餘下則捐贈慈善機構。

合作調查的中產動力主席馮煒光強
調，香港市場經濟的社會環境，需要下
一代有較強的控制金錢能力，希望孩子
不要貪圖享樂，淪為信用卡奴隸，應做
好規劃，明白「錢生錢」的道理，鍛煉自
己的理財能力，滿足將來更大的需要。

教聯冀預算案增紓緩措施
擴學券面值 資助非公營專上生學習

N無家長促派錢幫補

調查指兒童利是即收即花

教聯會昨就2013年財政預算案提出
8點建議。幼兒教育方面，將現時學券
資助額增加4%，實質上2013/14年學券
每月只增加70元港幣。

該會顧問麥謝巧玲認為要全面實施
15年免費教育，逐步增加幼兒教育經費
必不可少。由於如何實施15年免費教育
尚無定論，優化學券乃成短期紓緩措施
之一。

幼園學費上限增至3萬
教聯會副主席鄧飛指出，現時加

入學券計劃的幼稚園每年津貼約17,000
元，幼師最低薪酬約12,000元，若按照
政府幼兒師生比例1：9.7計算，這筆津
貼只夠每間幼稚園多請一位幼師。教
聯會聯同多個幼教團體，早前建議政
府立即加大半日制學校的學券面值50%
至26,265元，全日制學校學券則加大至
29,180元，並將學費上限提高至3萬元

。該會昨天要求教育局注資成立幼師
進修基金以支持幼師專業發展，提升
教學質素。

籲津貼非公營專上生
高等教育方面，教聯會建議政府盡

快確定增加公營大學一年級的學額，以
提高本港青少年升讀大學的機會。該會
副主席胡少偉稱，由於教資會要近一年
半的時間審批，政府應在是次財政預算
中確定學額增幅，以便八大院校按照自
身條件準備申請文件遞交教資會審批，
現屆政府才可能在2015年增加大學資助
學額。

教聯會還建議政府一筆過撥出200

億元注資 「自資專上教育基金」，並擴
大基金的目的和受惠對象，讓就讀非公
營專上學位學生可獲津貼，每人每年上
限45,000元供境內外自資學位和副學位
課程使用。胡少偉表示，香港中文大學
即將於深圳開設分校，如果特區政府沒
有相關資助，恐怕港生很難承擔境外私
立大學學費及跨境交通等雜費。

特殊教津擴至所有直資校
特殊教育方面，早前施政報告內提

出多項措施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
措施，但教聯會與香港直接資助學校議
會合作的調查顯示，超過7成受訪直資
教師表示特殊教育的資源不足夠，9成

認為政府應逐步將 「校本教育心理服務
」擴展至全港直資學校。該會昨天指出
，特殊教育津貼應該擴展至所有直接資
助學校，而非只限於在公營中小學。至
於立法會融合教育小組委員會，要求教
育局在未改善融合教育方案前，先增撥
資源聘請額外人手，並加強融合教育的
教師培訓。教聯會認為，政府應在財政
預算中對以上建議有額外的承擔。

另外，教聯會建議政府全面規劃增
加教育經費，包括在中小學全面推行一
校一行政主任，發展電子教科書，同時
延續去年寬減薪俸稅措施，以減輕中產
教師負擔。同時，要繼續資助國民教育
，以培育學生接納自己的國民身份。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建議
2013年財政預算案優化幼兒學
券制度，擴大半日制學校的學
券面值50%至26,265元，全日
制學券則增至29,180元，並提
升學費上限至3萬元。該會又呼
籲注資200億元成立 「自資專上
教育基金」 資助非公營專上學
生境內外學習。教聯會副主席
胡少偉認為，施政報告缺乏長
遠教育規劃，預算案應在短期
紓緩措施方面增加支出。

本報記者彩雯

復旦：香港有中文MBA需求

【本報訊】實習記者馬文煒報道：
一項調查指出，清貧家庭在教養子女能
力的自信心較無經濟壓力的家庭為低。
學者表示，低收入的父母縱然明白 「知
識」的重要性，卻礙於現實限制，往往
令這類兒童 「輸在起跑線上」，促請政
府全面檢討兒童福利政策。

張太於2009年來港，一家四口住在
約80呎的板間房。她在快餐店工作，丈
夫為的士夜班替工，全家月入約一萬。
雖然收入微薄，但她堅持讓2個兒子參
加學校課外活動，如英文班、籃球班和
小提琴班。她形容，其他科目或許能教
他們，英文則 「完全無能為力」。為此

特地拜託朋友女兒為兒子補習英文。
張太說，每月用在兒子身上的教育

開支接近2千元，佔全家收入20%。但
現在板間房連書都放不下。她說政府
沒有照顧到他們這類 「N無」人士， 「
政府對我們一點幫助也沒有，（綜援）
雙糧、減房租什麼的都不關我們事。」
對於本周三出台的財政預算案，她認為
「最好就是派錢」，派錢最有用。

另一方面，陳女士與七歲半兒子相
依為命，由於只有小學學歷兼不懂英文
，兒子學習遇難題也無從幫助， 「試過
為此在家裡痛哭。」她月入約6千元，
為了讓兒子學奧數和跆拳道，不惜節衣

縮食。她希望政府為低收入家庭提供更
多學習配套，讓兒子在學習方面 「有人
教、有人幫」。

浸信會愛群社會服務處與香港教育
學院今年1月合作進行 「低收入家庭兒
童：閱讀習慣、師友關係與心理發展狀
況調查」，訪問236個低收入家庭。調
查顯示，在清貧家庭，父母更容易抑鬱
、焦慮和與伴侶爭執，對幫助子女學習
也較缺乏信心。浸信會愛群社會服務處
兒童及青少年服務高級督導主任李潔露
表示，希望政府制定長遠穩定的資源分
配予低收入家庭兒童。

【本報訊】實習記者陳晨報道：在英國《金融時報
》發布的2012年全球EMBA排名中，復旦管理學院3個
項目躋身世界百強，復旦全中文授課的EMBA項目更在
全球中文EMBA項目中排在最前。談及該校今年9月來
香港開辦中文授課的MBA課程，復旦大學管理學院陸
雄文院長接受本報專訪指出，香港有中文MBA的需求
， 「只要學生超過20人一定開班」。

陸雄文近日專程由上海來香港，出席復旦大學管理
學院 「2013年中國經濟展望與新興產業發展」香港新年
論壇。他開門見山，坦承復旦的中文MBA在港招生反
應一般，認為有關現象並非偶然，而是有其深層原因。
「首先，普通話為主的授課對以粵語為母語、以英文教

育為傳統教育的學生來說本身就是一個挑戰。其次，香
港居民對內地的老牌名校復旦的強大教育資源不夠了解
。」

在英語環境下開普通話課程，看似極不符合發展規
律，但陸院長認為正是這樣一種傳統的環境需要注入新
的活力， 「大陸是許多跨國公司大中華戰略最重要的部
分，香港本土公司與大陸的經濟貿易往來亦日益密切，
在港工作的人對大陸更多的了解是迎合長遠市場需要，
順應歷史潮流的。一成不變將會失去自己的優勢。」

近年愈來愈多港生赴大陸求學，陸雄文認為 「速度
也不夠快，來大陸上學的港生依然較少。」相對而言，
來大陸交換、考察的港生增長速度較快。

面對EMBA等課程的認可與榮譽，陸院長表示排名
只是個遊戲，教育戰略最重要還是從長遠考慮，符合戰
略發展需要。對於另一所院校在國內炒得很熱，但榜上
無名的EMBA課程，他認為是炒作， 「教育是個長跑，
資源是個緩慢積累的過程。依靠短時投資，是對教育認
識不夠。他總結說， 「教育可以市場化，因為它是一個
產業，但是一定不能商業化。」

香港集思會於2012年10月至11月
間，進行《第5代香港人─ 「90後
」的自白》研究；以隨機抽樣方式透
過電話訪問了1,014名 「90後」青少
年，發現有60%的 「90後」年輕人不
願北上升學。事實上，很多家長雖然
知道往內地升學的開支較低，比較容
易負擔，但卻又擔心孩子他朝學成歸
港之日，學歷是否獲得承認，憂心孩
子成為二等大學生，更怕孩子被拒職
場。

國家教育部在2012年起為本港學
生推出 「內地高校免試招收香港學生
計劃」，今年參加的大陸高等院校，
已由去年的63間增至70間。港生只要
在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的4個核心科目
考獲 「3、3、2、2」的成績，即中國
語文科、英國語文科達到第3級，數
學科、通識教育科達到第2級，便可
報讀諸如上海同濟大學、浙江大學和
南京大學等一線的大陸專上學府。有
志攻讀藝術及體育類專業的同學，只
需在文憑考試的4個核心科目考獲 「2
、2、1、1」的成績，便可負笈北行
。與年花5萬多元學費留港修讀在商
場裡上課的副學士或高級文憑課程相
比，理應更具吸引力。

現時香港同學回內地讀書，所需
繳納的學費與內地同學相同，大約只
是人民幣萬多元一年，食宿開支與學
費相若；也就是說每年準備萬多元便
已足夠，修讀一個4年制的學位課程
也只不過是6至7萬元左右，對於冀望
有異地學習經歷的基層同學來說，北
上就學實在是一個划算的選擇。

在大陸升學的另一個吸引處，就
是可供同學選擇的學系比香港多，同
學更可以攻讀一些在港沒有開設的學
科；例如：南京大學的航空工程、上
海同濟大學的航空航天與力學和浙江
大學的獸醫學等。再者，同學更可報
讀在港較難入讀的學系，例如：醫學
和法律。以浙江大學的醫學系為例，

同學畢業後，只要通過執業考試，便
可在港執業行醫。懸壺成醫之路，與
從英美澳紐回港的醫科生完全一樣。
有興趣前赴校園前身為上海聖約翰大
學的華東政法大學攻讀法律學位的同
學，前景亦頗具吸引力。同學在大三
時已可報考國家統一司法考試，考取
《法律職業資格證書》，為在內地擔
任律師、法官和檢察官作準備。要是
同學一時失手，可以在大四時捲土重
來。學成歸港的同學可以在香港大學
或城市大學等專上學府，攻讀法律碩
士課程，然後考取香港執業律師資格
。換句話說，有計劃、備遠見而又有
恆心的同學，大有機會成為中港法律
通。職場前景又豈止是當一個維持公
義的律師，更可考慮任職跨國公司，
協助處理與中國相關的貿易工作，頗
具事業前景。

中醫藥學是香港同學回內地讀書
的主攻科目之一，筆者也有一名舊生
現時在南京中醫藥大學習醫。這位林
同學告訴我：在內地學醫的好處是大
學有自己的實習醫院，就是聯繫可供
選擇的實習醫院也有5至6所，指導醫
生很可能就是自己的教授，這跟在香
港學中醫、找實習安排已是天淵之別
，因為香港至今仍然未有自己的中醫
院。事實上，現時很多學習中醫的同
學都是回內地醫院實習的。林同學還
告訴筆者一個小秘密：現時為香港中
醫師執業考試擬題的專家，也有不少
是內地中醫學院的教授，有好幾位擬
題者就是他的老師；也就是說，他日
回港應考相關的執業考試時，信心自
然更大。依此看來，到內地攻讀中醫
藥學實在是一個挺不錯的選擇。

為了讓香港同學盡快適應內地的
讀書環境，內地大學在宿舍安排方面
都下了不少心思。就參觀所見，大多
數的大學都為港生提供2人或4人一房
的住宿安排，空調及洗手間齊備。浙
江中醫藥大學更為港澳台僑生安排學
人賓館居住，館內設施與三星級酒店
無異，是行程中所見最豪華的學生宿
舍。

（上）

北地升學見天虹
李求恩紀念中學 賴炳華校長

教育來稿

【本報訊】長江實業（集團）董事總經理
兼副主席李澤鉅近日出席 「長江BBA營」的分
享活動，擔任講座壓軸嘉賓，與百多名香港教
育學院不同學系的學生對話。

席上，李澤鉅就社會和諧之提問，與學生
們分享小故事。故事講述4名相識的友人一同
前往雪地森林狩獵。他們各有一枝獵槍，並在
旅程中一同居住，以獵物作為食糧。旅程的第
一天，甲只待在屋內睡覺，並無外出覓食；乙
整天在野外打獵，但卻一無所獲；丙同樣是整
天外出打獵，並獵得幾隻小鳥，但只夠自己一
天食用；丁只發了一槍，便獵得一隻狐狸，然
後返回休息。

李澤鉅請同學就狐狸應如何分配發表意見
。有同學認為丁應該將狐狸跟友人分享，有些
認為丁可以將一半的獵物平均分配予友人，亦
有同學指丁可選擇教導友人狩獵，日後再按個
人表現分配獵物……聽過同學不同的意見後，
李澤鉅表示，每個人都對怎樣才是和諧有不同
見解，由於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思想
，而且隨事情發生所出現的種種變數，要達
至和諧的共識並沒有方程式。

教院學生亦向李澤鉅問及對成功的看法。
李澤鉅指出，世界上沒有絕對成功的人，如果
自覺成功其實是失敗的開始，人生就是一連串
的失敗，但只要找出自己的錯誤和不足之處，
從中學習、領悟及修正，那才是成功之道。他
寄語同學，要背負培育下一代的重大責任，努
力求真。

「長江BBA營」由長實與教院合辦。BBA營全名為
Briefing on Business Administration，旨在為教院學生提
供一個平台，就商業管理課題深入探討。活動包括連串
講座，講者包括長實執行董事趙國雄和長實多名部門主
管，分享營商經驗。

李
澤
鉅
與
教
院
學
生
交
流

◀教聯會提
出 對 2013
年財政預算
案的8點建
議。左起：
教聯會顧問
麥謝巧玲、
副主席胡少
偉、副主席
鄧飛

本報記者
彩雯攝

▲張太與丈夫月入約一萬元，每月
花在子女的教育費約二千元，她希
望政府派錢紓緩教育開支上的壓力

▲香港家庭教育學院總監狄志遠（左
）、中產動力主席馮煒光（右）、
Anson和媽媽（中）一同出席發布會

【本報訊】由鏡報主辦的兩岸四地
青少年徵文比賽主題為《我可以為 「和
平」做些什麼？》香港賽區的比賽頒獎
典禮昨在香港科學園高錕會議中心圓滿
舉行。

比賽吸引近千份作品，大會評選出

優異獎33名，小學組、初中組及高中組
冠亞季軍共9名，另評選出10間參與人
數最多的學校，授予他們積極參與獎。
是次各組冠亞季軍的作品已刊登在2月
號鏡報，鏡報亦獲得徐四民基金的贊助
，把這次的優秀作品編成一本書，公開

發行。
小學組的冠軍作品是一首

新詩，表達了作者對沒有戰爭
的社會的嚮往以及自己成為和
平小天使的心願；初中組的冠
軍作品抒發了作者對我國求和
平、謀發展的看法，高中組的
冠軍作品分享了作者對和平與
可持續發展的見解。頒獎禮主
禮嘉賓包括教育局局長吳克儉
（第二排中）、鏡報執行社長徐
新英、柏斯音樂基金會主席吳
雅玲、香港聯合國科教文組織
協會副會長陳達文、香港新聞
工作者聯會副主席郭一鳴等。

兩岸四地青少年頌讚和平

【本報訊】香港教育學院署理副校長（研究及發展
）莫家豪認為，東亞地區現有大學畢業生過多，形成勞
動市場「供過於求」，將加深未來社會跨世代之間矛盾。

來自香港、澳門、內地、台灣、新加坡、日本及英
國的專家學者近日在香港教院，出席由香港、新加坡和
台灣院校合辦的 「香港教育研究學會2012至2013年度會
議」，探討亞洲城市在國際化及多元化管理發展中面對
的機遇和挑戰。

莫家豪認為現今東亞地區高等教育的發展及制度改
革培育出過多的畢業生，這問題將加深未來社會跨世代
之間的矛盾。

大學生過多或致跨代矛盾

最高 22 ℃
最低 18 ℃

大致多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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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朗
多雲
有雪
有雪
多雲
多雲
有雨
有雨
多雲
有雨
有雨
密雲
天晴

預測
密雲
多雲
密雲
天晴
多雲
密雲

最低
16
17
-3
-3
4
7
8

10
11
17
17
-1
0

最低
12
6
5
8

-3
11

最高
23
23
1
4

12
17
16
18
22
23
25
6
7

最高
15
17
13
25
10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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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暴
雷暴
天晴
天晴
多雲

毛毛雨
有雪
多雲
有雪
有雪

預測
多雲
多雲
天晴
多雲
天晴
密雲

最低
24
25
24
22
22
8
6
2
4

-2
-1
-2
-3

最低
0

-5
-7
-2
0

16

最高
31
33
30
29
30
23
14
7
7
1
3
1
2

最高
13
10
4

12
8

23

▲李澤鉅（右）借森林狩獵的故事帶出如何達致和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