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子瑩）新高中通識
科無指定教科書，不少老師均為準備教材而煩
惱。為了協助通識教師透過「全球化」單元，培
養學生國際視野及價值觀，香港教育學院出版

「全球倫理與全球化」教材套，提供探究全球化概
念、道德及價值觀的多元課題，供教師免費下
載。

教院早前獲優質教育基金贊助50多萬元，與香
港國際關係研究學會，以及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
所，合作出版「全球倫理與全球化」教材套。教
材套主要涵蓋3個課題，包括環球經濟事務、國際
衝突與全球危機，及種族、宗教與文化。每個課
題均設有事例、工作紙、延伸學習等，藉以提高
學習成效。

教院宗教教育與心靈教育中心總監兼計劃負責
人王秉豪表示，教材套設有「全球化事件簿」，收

納近年重要國際事件和相關教案，包括2008年金
融海嘯、全球氣候危機等，透過具體例子，讓學
生容易理解當中牽涉的全球化概念。

跨單元教案助多元分析
本港12間學校今年3月至5月期間，率先試用教

材套。曾利用教材套教學的天主教南華中學通識
教育科主任許瀚賢表示，透過跨單元教案，可協
助學生從多角度剖析朝鮮核問題等艱深議題，效
果良好，「肯定較在坊間以200多元購買一本只有
一個課題的教材好」。

教材套現可於教院「宗教教育與心靈教育中心」
網頁免費下載：

http://www.ied.edu.hk/crse/globalethic/teaching_kits/。
而中文版書冊則預計於7月可派發予全港各中
學。

「全球化」教材套 教院網上任下載

中大盼育網絡良民 擬必修資訊科技

孫明揚訪小學 了解電子學習成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教育局局

長孫明揚昨日探訪位於將軍澳區的天主
教聖安德肋小學。他藉 此行，了解該
校在推行電子學習方面取得的成果，以
及如何配合校外專業支援，透過網上學
習系統，增強學生學習能力。

城大附企助辦網上平台
近年，聖安德肋小學大力推展校本電

子課程，並與香港城市大學附屬企業合
作發展「英文網上學習平台」，為教師

提供課程框架、課程示例及各類學習資
源，讓教師根據學生能力，編訂校本課
程，以及利用系統提供的簡單編輯工
具，製作電子學習資源。系統提供課業
即時批改功能，教師可根據學習數據，
分析學生能力，給予學生深化練習，促
進照顧學習差異。

探訪期間，孫明揚參觀了個別班級的
中英文課堂。他對學校在推展校本電子
課程方面的成果感到鼓舞，又指樂見學
生積極參與電子學習活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資訊科技
發展一日千里，大學相關教育亦要與時並
進。在大學4年新學制下，中大計劃引入資
訊科技基礎必修課程，取代舊制的能力測
試。校方希望，藉此強化畢業生對數碼世
界的基礎概念，並以資訊科技輔助終身學
習，以及應付職場要求。此外，校方期望
學生對網絡世界的道德、數據私隱、保安
等課題，有深入認知和反思，培養學生成
為網絡上的良好公民。

課程兼顧理論實用方面
中大資訊科技教育促進中心主任李浩文

表示，由2012年開始，本科生須於一年級
修讀1學分資訊科技基礎課程，當中將深入
淺出介紹從硬件到軟件、網絡、數據儲
存、通訊等現代資訊科技，如何改變社會
和現代人生活方式。實用課題如：怎樣協
助家人考慮選用光纖或銅線上網，又或與
同學合作做小組功課時，使用雲端儲存還
是「USB手指」分享資料較合適等，均會
作出講解。

此外，學生須作分組專題研究，探討資
訊科技在道德、倫理和法律範疇的課題，
並須上載以視像錄製的演示片段，讓其他
同學在網上觀摩、提問、評鑑和討論，藉
此促進互動學習，並實踐有關製作技術。

特設有「問功課中心」
另外，課程特設「問功課中心」，由資訊

科技輔助教學人員主理，為學生增添一個
隨時隨地學習和討論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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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高
考將於下周四放榜。但一項調查
發現，高考生普遍對各升學出路
缺乏認知。57%人誤以為副學士與
高級文憑為不同資歷的課程。27%
人誤以為所有副學位課程均有政
府資助。另外，28%人誤指只有大
學附屬學院提供的副學位課程才
被認可。

調查機構指，調查反映高考生
對副學士、高級文憑等副學位課
程概念模糊，亦對自資副學位課
程認受性存有混淆。

青協「公考寬頻2777 1112」剛
完成「高考生升學意向調查」，成
功訪問609名應屆高考生。受訪者
大部分選擇繼續升學，當中逾半
已計劃，若未能順利升讀大學，
會考慮選讀副學士或高級文憑等
副學位課程。雖然不少人有意報
讀副學位課程，但調查結果發
現，不少高考生根本搞不清楚副
學士及高級文憑的分別，並對它
們的認受性亦一知半解。

對報副學位課程有疑慮
同時，受訪者對報讀副學位課

程有不少疑慮。56%受訪學生擔心
課程銜接問題；分別有4成及3成
人就大學或僱主對課程的認受
性，以及資歷可否獲得專業團體
認可存有疑慮。

青協App助高考生謀劃
青協督導主任余艷芳指，該會

「公考寬頻」熱線，本月接獲500多
宗高考生求助個案。為了優化服
務，該會推出嶄新智能手機應用
程式（App），程式名為「公考寬
頻」。程式內容包括程式化的「經
評審自資副學位課程搜尋器」和

「高考計分器」，方便學生計算高
考成績，以及搜索符合個人成績
的學位或副學位課程。同時，程
式提供最新放榜資訊，讓高考生
能有效規劃出路。

近日，教育局「經評審自資專上課程資料網（iPASS）」
（www.ipass.gov.hk）更新新一年度的院校及課程資

訊。今年9月新學年，共有23所自資院校，提供經評審的
副學士/高級文憑、學士學位或銜接學位課程。資料網詳
列各課程學費、入學資格、相關專業組織的評審、認可等
詳情。

據各院校上載的學費資料顯示，今年自資專上課程出現
「加價潮」。除了 管首年學費將由5萬元大增20%至6萬元
外，仁大及珠海亦分別加價12.2%及8.2%，共包括25個4年
制學位課程。

7校副學位課程均加價
至於其他自資副學士或高級文憑課程，亦有7所院校將

會加學費，包括：明愛兩所院校、港大附屬學院及保良局
社區書院、港專、理大香港專上學院及中大專業進修學
院，涉及逾110個課程，加幅由2%至5%不等。

可參閱iPASS發布資料
學友社學生輔導中心總幹事列豪章表示，經初步統計，

新學年有達一半自資課程將加價，影響廣泛。由於每年學
費開支或會增加數百元至數千元，學生應及早與家人進行
財政預算，了解有關學生資助資訊。他又提醒，現時不少
院校都會另外提供獎助學金，學生除了參閱經iPASS發布
的資料外，亦應向院校了解。

公大副學士月薪1.3萬
除了新學年學費資料外，iPASS亦更新了多間院校學生

人數、教學人員資歷、教學設施和副學位畢業生升學及就
業情況的資料。各院校中，以珠海學院及香港科技專上書
院升學率最高，兩校畢業生均100%升讀學位課程。而就
業方面，則以公開大學副學士畢業生薪酬最高，平均月薪
達1.3萬元。明愛專上學院及嶺大持續教育學院的高級文憑
畢業生，平均月薪分別只得7,731元及7,923元，薪酬較
低。另外，以兼職或就業不足比率計算，則以教院持續專
業教育學院最高，達17.3%。

教育局發言人表示，應屆畢業生應仔細評估自己對職業
的志向及研究有關資料。若畢業生有意繼續升學，應仔細
考慮院校質素、課程內容及最低入學要求，以及自己的能

力和興趣。

《輔導手冊》免費派發
除了iPASS外，教育局及香港輔導教師協會攜手印製《中

七學生升學輔導手冊》，於學校、教局各區域教育服務處、
勞工處「青年就業起點」及各區民政事務處諮詢服務中心
免費派發，亦可於當局下載，提供升學及職業教育資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任智鵬）在政府推
動私立大學以及學制改革發展下，今年
iPASS所見，經本地評審的自資學士學位課
程，經已成為新趨勢。新升格的明愛專上
學院，以及剛成立的東華學院，今年會首
次推出自資學位。

除此之外，香港教育學院及 生管理學
院，合共新推出5個自資學士課程。另外，
去年「空降」香港的薩凡納藝術設計學

院，其8個藝術學士學位課程也成功申請本
地評審，首次納入iPASS。雖然該校4年學
費增至101萬元，但修讀學員將可申請學資
處資助及低息貸款。

薩凡納8課程通過評審
近年，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積極推動

非本地課程接受本地評審，讓課程獲得
「香港資歷」。

其中，去年已開學的薩凡納藝術設計學
院，今年便首次為其8個藝術學士課程完成
本地評審。

薩凡納藝術設計學院8課程獲納入iPASS
及學資處本地專上課程資助範圍。

不過，與此同時，薩凡納藝術設計學院
學費也水漲船高。

該校課程首年學費由約22.5萬元，增加
5%至23.7萬元；第二、三、四年學費再逐
級增加，4年學位課程便花費多達101.4萬
元，較其他本地評審自資學位4年共20萬元
至25萬元學費高達3倍至4倍。

明愛東華 管邁向私大
至於明愛專上學院及東華學院方面，9月

將首次推出自資工商管理學士課程，首年
學費分別為5.15萬元及6.6萬元。至於 管
第四個自資學位（新聞及傳播）課程也經
已完成審批，將於9月開課。3校都正向私
大邁進。

另外，香港教育學院今年也新推出4個3
年全日制自資學位課程，涵蓋通識教育、
科學教育及社會科學教育範疇，首年學費
由7.9萬元至8.6萬元不等。

最少10校掀加風 恒管仁大珠海加最多

涉140課程最高增20％
自資專院加學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由
香港浸會大學一班學者共同發表
的研究論文《電子廢棄物拆解地
區土壤及底泥中的多溴聯苯醚的
研究》，獲Elsevier出版社選為2005
年 至 2 0 1 0 年 科 學 學 術 期 刊

《Chemosphere》最佳引用論文之
一。論文作者獲頒最佳引用論文
作者獎。

蔡宗葦黃銘洪等齊獲獎
研究論文作者包括化學系系主

任蔡宗葦教授（通訊作者）、身兼
浸大裘槎環科所所長的生物系黃
銘洪、副校長（研究及拓展）黃
偉國，以及兩位浸大前研究學人
王東利和梁愛華。

受廣泛關注獲大量引用
多溴聯苯醚（PBDE）是一種污

染物，不但可以遠距離傳輸，更
可在生物和人體內累積，遺害深
遠。獲獎論文建立了一種基於氣
相色譜─質譜聯用技術測定土壤
和底泥中PBDE含量分析方法，是
全球最早開發的多溴聯苯醚分析
方法之一，故論文引起廣泛關
注，並獲大量引用。

此外，論文對廣東貴嶼電子垃
圾焚燒地區的土壤和底泥中PBDE
污染水平進行了研究，了解該地
區污染水平和程度。結果發現，
沒有系統性的電子垃圾棄置和循
環處理，不單對土壤造成嚴重污
染，而且令PBDE流入河道，有可
能會對人體健康構成嚴重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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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任智鵬）高考放榜在即，近4萬名考生領取成績後，需要尋求升學、就業

等出路。而在升學方面，學費負擔或是高考生其中一個考慮因素。教育局最新資料顯示，今年至

少有10所自資專上院校將會加學費，主要與成本上升有關，涉及140個課程。其中，以 生管理

學院、樹仁大學及珠海學院3所提供學士學位課程的院校，學費加幅最高，由8%至20%不等。其

餘7所提供副學士/高級文憑的院校，加幅則為2%至5%。有升學專家提醒，加學費情況普遍，學

生在報讀前，應及早參考學生資助及院校獎助學金事宜，並與家人商討財政預算，確保未來能應

付學習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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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頻推自資學士課程

自資專上課程學費及加幅
院校 2011/12年學費* 加幅

副學士及高級文憑課程
理大香港專上學院 $47,400-$56,800 5.3%

明愛白英奇專業學校 $48,320-$49,630 約5%

明愛專上學院 $44,100-$48,630 約5%

港大專業進修學院 $49,800 4.2%

保良局社區書院

港大附屬學院 $49,800 4.2%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 $41,360-$46,960 約3%

中大專業進修學院 $41,500-$47,500 約2-3%

學士學位課程
生管理學院 $60,000 20%

香港樹仁大學 $55,000 12.2%

珠海學院 $53,000 8.2%

註：* 部分課程不同年級學費不同，故上表只列出中七生
入學首年學費

資料來源：iPASS、《中七學生升學輔導手冊2011-12》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任智鵬

■圖為教院宗教教育與心靈教育中心總監王秉豪（右）、優質教育基
金督導委員會成員張勇邦（中）及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總監楊熙
楠（左）。 香港文匯報記者歐陽子瑩 攝

■李浩文(右)指，中大計劃引入資訊科技
基礎必修課程。其身旁為中大副校長楊
綱凱(左)。 中大供圖

■左起：蔡宗葦、黃偉國、黃銘洪等合著
的論文獲高度讚許。 浸大供圖

■孫明揚與負
責推行電子學
習 的 教 師 交
談，了解「英
文網上學習平
台」的推展情
況。

■ 青 協 將 推 出 嶄 新 智 能 手 機 應 用 程 式
（App），為學生提供最新放榜資訊。

青協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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