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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家「十四五」以及粵港澳
大灣區規劃下，愈來愈多港人到灣
區內地城市發展，青少年教育需求
殷切。經過多月籌備，全國第一所
12 年一貫雙軌制的港人子弟學校

港深教育合作 培僑深圳校開學
林鄭譚鐵牛王偉中獲邀主禮 首年 1000 港生入學

─深圳香港培僑書院龍華信義學校
（培僑信義學校）將於明天在深圳
舉行開學禮，並邀得香港行政長官
林鄭月娥、香港中聯辦副主任譚鐵
牛及深圳市市委書記王偉中主禮致
辭，見證港深教育合作的重要時

● 深圳香港培僑書院龍華信義學校是全國第一所
12年一貫雙軌制的港人子弟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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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校方昨日向香港文匯報透露，
開校首年所招的 1,200 名學生中有
1,000 人為港籍，學校也已聘得約
80名香港老師，他們早前已分批抵
深完成隔離，明天開學起會協力推
進結合港深教育優勢，為兩地培育

▲ 培僑深圳校約 80 名港師已完成
隔離準備投入工作。
fb截圖

人才。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虹宇

◀ 培僑深圳校校舍。 受訪者供圖

培僑信義學校由香港培僑教育機構與信
義教育集團開辦，獲港深兩地政府積

極支持推動。其位於深圳龍華區的校舍，第
一期項目已於 5 月封頂，可於新學年正式啟
用，而香港老師們上月已經分批到深圳完成
隔離，齊心協力籌備明日的開學。
身兼香港培僑書院及培僑信義學校副校長
的王惠成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訪問時表
示，明日的開學禮非常榮幸能邀請到港深兩
地領導主持，屆時一名由香港培僑書院轉學
至深圳校的中三生會發表感言，全校學生將
分別在現場參與或在班房觀看直播。典禮
後，學生會開始適應學習生活、認識學校要

求及組建學習小組等。
王惠成透露，開校首年各級共招得約
1,200名學生，有1,000人為港籍，包括20
多人從香港培僑書院轉校至深圳校，還有
10 多名香港培僑書院的跨境生，因疫情
無法來港上課，會在深圳校寄讀旁聽，待
正常通關後才恢復跨境學習生活。

收逾2000港師申請 聘約80人
該校同時提供香港及內地「雙軌制」課
程，王惠成表示，學校已聘得約 80 位香
港老師，包括 4 人從香港培僑教育機構轉
至深圳校，另有 20 多名內地老師。他坦

言，校方一度擔心未能招得香港教師需要
從香港培僑借調到深圳，但最終收到逾
2,000 份申請，原來不少香港老師都有意到
內地教書，想累積內地教學經驗並考取內
地教師資格，爭取「雙重資歷」讓自己於
灣區發展更具競爭力。

宿舍大樓預計明年 11 月落成
他說，初期香港及內地教師將分別教授
兩類課程，但學校亦會於藝術體育等領域
推動跨課程教學，而來自香港的外籍英語
老師也會同時教授兩類課程，深化交流。
至於校舍發展，校方會先將教學樓約兩層

「政道」
訪外交公署
劉光源冀學員貢獻所長

臨時改建為學生宿舍，暫提供 300 多個宿
位，預計明年 11 月宿舍大樓修建完畢，全
校學生都可住宿。

冀推動港生了解內地文化
王惠成表示，該校的開辦象徵着深港教
育融合，內地學生勤奮、港生靈活具國際
視野，促進雙方學習認識，老師間亦可交
流教學經驗。一直以來，港生被指對內地
社會欠認識，只停留在走馬看花式的旅
遊，該校希望能推動港生更深入了解內地
文化，同時與深圳的名牌學校加強互動，
以至與大學合作聯合建立實驗室，結合兩

招商局年撥逾1500萬 助港青全面發展

● 「招商局 C Me Fly 香港青少年資助計劃」舉行發
布儀式。
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 攝
● 「政道
政道」
」學員拜訪外交公署並合影
學員拜訪外交公署並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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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民建聯「政道──治政理念研習
課程」60多名學員昨日在民建聯主席李慧琼及培訓委
員會主席洪錦鉉帶領下，拜訪了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
署。特派員劉光源、副特派員楊義瑞等與一眾學員交
流，分享公署的工作點滴。
民建聯於今年 6 月初開辦的「政道」課程已經完成
14節課，除了上堂「聽書」外，民建聯早前還安排學
員就香港當下時局進行小組討論及分享學習心得。雖
然受疫情影響，但民建聯仍盡力為學員爭取外出參觀
學習、拓展視野的機會。昨日，60多名學員就拜訪了
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
劉光源在講話時表示，中國一直都是推動構建相
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係，並
寄語學員支持香港特區積極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及

「一帶一路」的建設，為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貢獻
自己所長。
李慧琼強調，香港在國家的發展大局中可以發揮更
大作用，希望「政道」學員努力提升自己的能力及自
身條件，要多了解、多學習國家的外交事業及策略，
又要求學員發揮好自己的力量，在遇到一些抹黑中國
或是不正確報道國家的訊息時，應堅定地站出來，用
自己的平台及社交網絡，向世人解說實情，揭示真
相，攜手維護國家尊嚴，一起講好中國故事。
學員代表曾紫蕾在發言時表示，學員雖然背景各有
不同，但大家都愛國愛港，未來希望可以為國家發
展、中華民族復興和香港繁榮安定貢獻自己的力量。
學員昨日還參觀了設在公署內的「新中國外交歷程
圖片展」。

律政司將推「明法傳法」助學生識法治
律政司司長鄭若驊昨日在網誌中
透露，新學年律政司將推出「明法
．傳法」計劃，以更有趣的形式、
更豐富的內容向學生推廣法治。她
強調，法治作為香港成功的基石，
推廣正確的法治概念，社會上人人有責，律政司會積
極加強推展法治教育，以進一步提升青少年對法治的
正確認識及實踐。
鄭若驊介紹，律政司在新學年推出的「明法．傳
法」計劃包括：校園講座，學生可以即場發問，增加
互動；刑事檢控周，設有問答比賽、安排參觀法庭
等；法治之旅，透過參觀「香港法律樞紐」親身感受
香港法律的足跡。
為了令學生明白守法的重要性和法律在日常生活中
的應用，律政司將舉辦小學校際法律常識問答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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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會舉辦「明法創未來」短片創作比賽，鼓勵中學生
發揮創意，分享他們對法治的想法。

地優勢培育優秀人才。
原培僑書院老師蔡利信新學年會轉往培
僑信義學校，任教三、四、六年級的數學
科。她認為，深圳教育行業發展前景佳，
機會也多，而培僑深圳校亦具良好條件，
加上其家人居於深圳可增加相處時間，很
開心能轉到深圳教書。
她提到，雖然教師們都是新同事，但
大家團結一心已為開學做好齊全準備，
而培僑深圳校匯集了兩地師生，認為是
很好機會，讓老師們能交流教學經驗互
相學習進步，同學們也能加深了解建立
友誼。

香港文匯報訊 愈來愈多家長希望青少年能全
面發展，充分發揮個人才華。「招商局 C Me Fly
香港青少年資助計劃」昨日舉行發布儀式，宣布將
每年投入逾 1,500 萬元，重點圍繞提升青少年科創
思維、抗逆力、溝通協作、領導力等核心通用技能
提供經濟援助、豐富學習及社會體驗，支持年輕一
代全面發展，積極貢獻社會。
發布儀式邀請了教育局局長楊潤雄、中聯辦經濟
部部長孫湘一、中聯辦青年工作部部長張志華、中
聯辦教育科技部副部長徐凱、香港中國企業協會副
會長兼總裁張夏令等主禮。辦學團體、社會服務機
構代表，及學校師生70多名嘉賓出席。
徐凱在致辭時讚揚計劃是愛國愛港青少年人才的
嶄新平台，積極回應了香港教育界正在發生的變
革，在香港教育重回正軌的重要時刻，為社會團
體、公司企業樹立了榜樣，「希望香港能有更多的
企業和團體加入到這個行列中來，共同關注香港青

● 今年 8 歲的盧穎(前排)獲「舞蹈精英培訓獎學
金」資助。
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 攝
少年的健康成長，共同支持香港青少年全面發
展」。

小學員獲資助學中國舞
獲計劃資助的「舞蹈精英培訓獎學金」學員盧穎
今年 8 歲，在舞蹈團學習中國舞近一年。她表示，
學習期間，老師有教很多舞蹈動作和技巧，包括側
手翻、搬後腿等。她很高興之前出演《十二生肖大
冒險》舞台劇，尤其是可以表演給爸爸媽媽看，感
到好開心。
盧穎媽媽表示，由於疫情無法在舞蹈室上課，透
過網課學習，看到自己女兒如此認真學習舞蹈、熱
愛跳舞、熱愛舞台，覺得十分欣慰，希望女兒繼續
努力，未來可以成為一名舞者。

港島聯抗戰電影欣賞會 冀港人珍惜和平

鄭若驊：推廣法治人人有責
鄭若驊指出，律政司一直以維護香港法治為己任，
去年啟動的「願景2030——聚焦法治」計劃，目的就
是向社會，特別是青少年灌輸正確的法治觀念，又協
助教師預備法治教材，和支持勵進教育中心與教育局
合作，為中小學教師舉辦「尊重法律、鞏固法治」教
師培訓計劃，加強推動法治教育。
她強調，法治作為香港成功的基石，推廣正確的法
治概念，社會上人人有責。律政司會積極加強推展法
治教育，以進一步提升青少年對法治的正確認識及實
踐。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 香港島各界聯合會舉辦《百團大戰》電影欣賞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
香港島各界聯合會與民政事務總
署前日在香港大會堂音樂廳聯合
舉辦「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72周年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
紀念日《百團大戰》電影欣賞
會」。主辦機構希望港人在觀看
電影後，更懂珍惜現有的和平環
境，珍惜國家為香港市民福祉而
創造的有利條件和保障。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島各界聯
合會理事長蘇長榮表示，我們紀

念抗戰勝利，是要繼承和弘揚中
華民族的偉大愛國精神，形成以
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牢
記祖國統一、民族團結和中華民
族復興使命和責任。
蘇長榮強調，我們堅決反對
進行「港獨」、「台獨」等妄
圖分裂國家的所有言行；堅決
支持香港特區政府依照香港國
安法對「港獨」組織及其活動
予以懲治；堅決落實「愛國者
治港」，決不允許反中亂港分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子進入管治架構，絕不允許任
何人、任何組織、任何政黨、
以任何形式從事分裂祖國的活
動，讓香港社會回歸安全安
定，實現良政善治。
民政事務總署署長謝小華、中
聯辦港島工作部部長薛惠君、港
區全國人大代表葉國謙、行政會
議成員葉劉淑儀及張國鈞等出席
主禮，原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
老游擊戰士聯誼會會長林珍即場
分享香港參與抗戰的事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