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最近向各大自資專上院
校查詢2012/13學年副學位課程學

費及課程資料，共9間院校回覆查詢。
其中，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香
港公開大學及香港城市大學專上學院均
表示，在新學年因應成本上升及課程內
容調整而加價。

中大及公大 學費將上升
中大專業進修學院發言人指，新學年

共開辦28項高級文憑課程，其中有10項
會調整學費，增幅介乎2.2%至2.7%。另
外，公大開辦的2科護理學高級文憑課
程，學費將升3%至11.16萬元。至於城
大專上學院，則因學生要多修3學分至
63學分，學費加至9.45萬元，增幅5%。

職訓局、明愛白英奇專業學校及明愛
專上學院3校回覆指，學費仍在審批
中。其中，新學年將提供近2萬個學額
的職訓局表示，去年因為沒有會考畢業
生，因此若與2010/11年度比較，新學
年學額將上升超過1成半。

浸大嶺大中伸凍費
另外，小部分院校表明，新學年凍結

學費，包括：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
嶺南大學社區學院及香港中伸書院。浸
大國際學院發言人表示，全日制副學士
學費將維持每年約4.875萬元。

IVE知專開新課「叫座」
為加強「叫座力」，個別院校加開新

課程。職訓局發
言人指，轄下香
港專業教育學院

（IVE）及香港知
專 設 計 學 院

（HKDI），新學年
合共新增4個高級
文憑課程，包括
管理學與公共及社會服務、光機電學、
視覺藝術與文化研究及園境建築。另
外，中大專業進修學院新設人類營養學
高級文憑。

香港教育政策關注組主席張民炳指，
若加幅介乎2.2%至5%，亦屬合理，

「現時，副學士競爭大。學生除了會比
較課程內容外，價錢亦是重要考慮因

素」。另一方面，他指，部分院校凍
費，「絕對是好事」，又希望其他未定
學費的院校，都可以「忍手」。

學友社學生輔導中心副總幹事吳寶城
提醒學生，由於中六畢業生及中七畢業
生水平始終有差異，故部分提供副學位
課程的院校，會要求中六生多修學分，
學生報讀時要多加留意。

[編按：1996
年2月10日，馬
鞍山馮堯敬紀念
中學逾50名師生
參加「金腳遠足
計劃」，一行人
抵達八仙嶺仙姑
峰後，懷疑有人

吸煙留下火種，釀成山火。32歲教師周志
齊及26歲教師王秀媚，與3名學生葬身火
海。前教育署署長余黎青萍，一直沒有忘
記當年的事。因此，她於事件16周年前
夕，以文章表達對遇難師生的悼念之情。]

「人間有情　潤物無聲」，在八仙嶺大火
後，一直標示在八仙嶺郊野公園自然教育
徑「春風亭」內，以悼念兩位英勇的教
師，在烈火中，奮不顧身，捨命搶救學
生。他們就是王秀媚老師和周志齊老師。

不顧己安危 助學生逃難
1996年2月10日星期六上午，馬鞍山馮堯

敬紀念中學4位老師，帶領48名學生到八仙
嶺遠足，計劃以課外活動，啟發和肯定學
生潛能。攀登仙姑峰之際，驟見烈火熊
熊，迅速蔓延。瞬間，遍野頓成火海！

自助求生，原屬本能反應。然而，4位老
師把學生安危置於自己之上，奮力協助學
生逃難。結果，王、周兩位教師捨命救
人，尚有3位同學不幸罹難，13人受傷。

八仙嶺大火 盡見性本善
人性的善良，在事件中表露無遺：學生

互相扶持，關顧弱小；救援員悉心盡力，
忘我救人；醫護員晝夜不分，廢寢忘餐；
教育及社會工作人員作輔導安排，不辭勞
苦。

社會人士無不動容、黯然神傷，紛紛向學校師生施
以援手，更有願意捐獻自身的皮膚或剛辭世至親遺
體，供學童植皮手術之需。社團和其他學校，毫不吝
嗇慰問、捐款。香江暖流，流暖香江！

亭名寓關愛 兼警醒遊人
同年，前教育署聯同漁農處、教協及教聯成立工作

小組，綜合各界意見，決定在八仙嶺郊野公園設置避
雨亭，命名為「春風亭」，以紀念義勇師尊、彰顯互助
互愛精神，並提醒遊人愛護大自然，慎防山火。

配合3月12日植樹節，「春風亭」落成啟用，由馮堯
敬中學師生代表及政府和其他教育界人士，在亭旁種
植兩棵羅漢松。而「春風亭」內，鑲有中、英紀誌，
簡述當日憾事經過。

經烈火洗禮的學子，受四位教師激勵，均振奮自
強，有如火鳳凰，在烈焰中重生，不負葬身火海的教
師。

「⋯⋯讓春風亭留住春風，化育萬物，樹木樹人。」
■余黎青萍（前教育署署長）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配對補助落實 嶺大盼籌1億

城大專院升5%幅度最高 部分學院待審批
3專院先加學費
通脹波及副學位

許冠傑周三返港大獻唱 中大邀傑出學人談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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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思諾）

「雙軌年」學生升學競爭較往年激

烈，自資院校副學位課程成為不少

學生重要升學出路之一。在通脹嚴

重的情況下，至少3間自資專上院

校率先表示，因課程成本上升而加

費，幅度由2.2%至5%不等。其

中，城大專上學院因學生多修3學

分至63學分，學費相應加至9.45萬

元，暫為加價幅度最高的院校。此

外，有不少學院指，新學費仍在審

批中，未能公布詳情。

副學位課程加價情況
院校 新學年學費水平(元) 加幅

城大專上學院 副學士︰9.45萬 5%

公開大學 高級文憑︰11.16萬 3%

中大專業進修學院 未有提供 2.2%至2.7%

浸大國際學院 副學士︰約9.75萬 未有調整

嶺大社區學院 副學士︰10萬； 未有調整

高級文憑︰8.76萬

中伸書院 副學士︰13.5萬元 未有調整

職訓局 審批中 不適用

明愛白英奇專業學校 審批中 不適用

明愛專上學院 審批中 不適用

資料來源：各院校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思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勞雅文）東華三院日前舉

行小學聯校教師專業發展研討會，邀請香港中文大

學客席教授丁新豹，以及前教育局高級課程發展主

任黃浩潮主講，主題為「從東華三院的發展歷史尋

找東華精神的傳承」。東華三院表示，研討會希望讓

屬下小學教師認識機構歷史及精神，為新學年推行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作準備。

東華三院副主席兼學務委員會主任委員馮敬偉

（右）致送紀念品予研討會主講嘉賓之一的香港中文

大學客席教授丁新豹。 東華三院供圖

   本報教育版農曆新年假期後新增投稿專欄，名為
「好書說不完」，廣邀全港中學生撰寫書評，藉
此推動學界閱讀風氣。投稿作品每篇介乎500字至
800字，須為原創，不得一稿兩投。作品一經刊登
，可獲由中華書局贈送50元書券乙張，以及《香
港散文典藏系列》（平裝）一本，價值88元。
　投稿者請把書評電郵至wwp.edu@gmail.com。
電郵標題請註明「書評專欄投稿」，並列明學生
姓名、就讀年級、所屬學校、住址、聯絡電話和
電郵，以便編輯跟進。

書評專欄徵稿啟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港
大學早前舉行慶祝建校百周年活動，
校友許冠傑創作樂曲：《明我以德》
獻給母校。據了解，自1971年畢業
後，許冠傑一直未有重返校園。在校
方邀請下，他將帶同吉他，與長子許
懷欣到港大中山廣場，出席「明我以
德：阿Sam的天空」活動。此外，他

會與兩位港大流行文化人吳俊雄博士
及黃志淙博士暢談本港文化變遷，細
味港大生活點滴。

活動將於2月8日(星期三)下午12時45
分至1時45分，於港大中山廣場舉行。
許冠傑將聯同參與灌錄《明我以德》
的10多位同學合唱。同時，他宣布4月
15日紅館音樂會為「港大之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

2011/12年度邵逸夫爵士傑出訪問學人
及台灣清華大學蒙民偉榮譽講座教授劉
炯朗，將於明日下午5時，在香港中文
大學逸夫書院大講堂公開演講，題目為

「21世紀的大學生：教育和教養」，分享
何謂「教育」（educated）及「教養」

（civilized），以及兩者與大學教育的關

係。講座以粵語進行，設有英語傳譯。
劉炯朗是國際知名計算機科學家，曾

任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校區助理副校
長、台灣清華大學校長，先後在母校麻
省理工大學、美國伊利諾州大學香檳城
分校及台灣清華大學任教，教學歷程超
過40年。公眾人士可致電3943 8538（何
小姐）報名參加，費用全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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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勞雅文）嶺南大學就財政
預算案重推第六輪配對補助金，計劃未來2年設定籌
款目標至少1億元，以支援大學未來發展。其中，大
學擬撥款800萬元資助學生海外交流，目標為5年內
把海外交流人數提升至全校2/3學生。同時，該校將
年花近300萬元資助學生入住宿舍，期望長遠可做到

「4年全宿」。
嶺南大學昨日舉行傳媒新春茶敘，校長陳玉樹

指，校方已為迎接「雙軌年」作好準備。他表示，
學校於新學制只增加約200個學額。由於學額數目不
算多，故軟、硬件較易配合。其中，新教學大樓及2
座學生宿舍已如期落成（見另稿），預計新學年大致
運作暢順；又已成功增聘20名教師，故新學制準備
工作已大致完成。

宿舍興建中 「全宿」有望
舊制下，嶺大規定學生3年1宿；4年制下，將推行

「4年2宿」。陳玉樹表示，以新學年學生總人數2,600
名計算，現時嶺大宿位約有1,500個。連同早前落成
的2座學生宿舍提供的600個宿位，估計仍欠約500個
宿位。不過，他指，大學尚有2座宿舍興建中，預期
2013年落成，可額外增加500個宿位。屆時，宿位短
缺問題預料可全面解決，可落實「4年全宿」。

陳玉樹表示，現時學校舊宿舍1年宿費9,500元，
新宿舍10,500元；新學年或會因應通脹調整宿費。
為支援有經濟需要的學生，學校會年花約300萬元資
助學生入宿，包括全額及半額資助。

撥款800萬 倡海外交流
對於學校未來發展大計，陳玉樹透露，現正就政

府第六輪配對補助金展開募捐工作，並已與商界接
洽，目標於2年內籌款超過1億元。其中，增加學生
海外交流機會，將是嶺大發展重點。據了解，現時
該校約有4成學生參與海外交流，校方會提供機票、
生活費等經濟資助，每人最多獲2.5萬元。陳玉樹認
為，交流經驗對學生非常重要，形容有資助「好值
得」，故校方計劃把海外交流生數目於5年內提升至
2/3人，即約400人。同時，校方將繼續資助有關學
生，預計涉款800萬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勞雅文）為迎接334新學
制，嶺南大學位於屯貴路的新教學大樓及兩座學生宿
舍已於早前落成，宿舍亦於1月中入伙，為學校增加
教學空間及紓緩宿位緊張的壓力。

離大學本部5分鐘路程
有關教學大樓與宿舍相鄰，距離大學本部，約5分

鐘路程。稍後，大樓及宿舍將以行人天橋連接。校長
陳玉樹昨日帶傳媒參觀有關建設：教學大樓樓高3
層，主要為商學院提供教學場地，設教職員辦公室、

6間課室、電腦教室、學生活動室等。
據了解，相鄰教學大樓及宿舍，同樣採用多項環保

及節能設計，包括於公共走廊、升降機、樓梯、大堂
等設自動感應照明系統。地面路燈利用太陽能發電，
設有雨水收集系統作灌溉用途。

剛入伙的兩座學生宿舍，則為嶺大提供約600個宿
位。若稍後增加3人房，則最多可提供700個宿位，設
計採用「中空式」加強通風。現時，宿舍設300個房
間，每兩間房共用一浴室。宿舍每層設有公共空間，
供宿生進行聯誼活動。

教學樓宿舍落成迎新制

東華小學聯校研討精神傳承

■至少3間自資專上院校率先表示，因課程成本上升而加

費，幅度由2.2%至5%不等。圖為港大附屬學院副學士於畢

業禮後留影。 資料圖片

■ 張 民 炳

指，若加幅

介乎2.2%

至5%，亦

屬合理。

資料圖片

■ 陳 玉 樹

（右四）率

領教職員參

加傳媒新春

茶敘。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勞雅文 攝

■嶺南大學

三年級學生

周澧廷認為

宿舍環境舒

適。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勞雅文 攝

■新落成的

宿舍，每層

均設有公共

空間讓宿生

進行聯誼活

動。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勞雅文 攝

■ 吳 寶 城

指，部分提

供副學位課

程院校，會

要求中六生

多修學分。

資料圖片

本 內容：文匯教育 國際新聞 神州大地 副刊 戲曲 綠野遊蹤 電視表 娛樂新聞 體育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