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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由港大專業進修學

「半捐半借」建私大
明德學費全港最貴

院「半捐半借」共1.8億元成立的私立大學—明德學

院，將於9月開學。該校現時暫落戶於薄扶林臨時校舍，
前身是小學校舍。而首批入讀的一年級及三年級學生，

卻要支付每年8.2萬元至9.2萬元學費，與坊間院校學費
相比，最多貴近七成。有教育界人士批評，該校以空置
校舍開校，成本已大幅降低，現在收費卻屬全港最貴，
完全罔顧家長負擔能力。

明 德學院昨日舉行成立典禮，政務司司長林瑞麟、教育局副局
長陳維安、港大校務委員會主席梁智鴻、港大校長徐立之、

明德學院校董會主席張永霖及署理校長李焯芬主禮。
明德學院會使用的臨時校舍，位於薄扶林華林徑，前身為廣悅堂
基悅小學。該小學2008年停辦，明德學院遂租用該空置校舍。據了
解，校內只具備課室、多用途溫習室、電腦室等基本設施。另校方
將向香港大學租用圖書館等設施供學生使用。

教界：空置小學辦校成本減 年費9.2萬罔顧家長荷包
明德學院與其他院校
學費比較

設備較簡陋 學費極進取
雖然設備較簡單，但校方訂定學費時卻非常進取— 一年級學生
首年學費8.2萬元，三年級學生首年學費9.2萬元。香港文匯報把該
校學費與其他院校自資學士學位課程比較，一般首年學費多近5萬
元至6萬多元，較昂貴的教院教育榮譽學士課程也不過7.75萬元；
相比之下，明德學院學費貴5%至67%不等。
另明德學院1.88億元成立資金，均由港大專業進修學院（SPACE）
撥款，其中1億元為借款，但不設還款期限，其餘8,800萬元為捐
款，但上述安排已引起SPACE學生強烈不滿。正於SPACE修讀護
理學副學士的廖同學炮轟校方，這樣「半捐半借」資助明德學院做
法不當，若有資源也應用於SPACE師生，以提升教學質素，「不
過我只是個學生，拿學校沒有辦法啦！」
另一名在SPACE修讀營養與食物管理的黃同學指，每年交近5萬
元學費，但學校卻把盈餘亂花，沒有用於自己學校，反而拿去「養
別人」
，感到不公平。

學者：或僅有非本地生
香港教育政策關注組主席張民炳質疑，明德既然租用空置校舍，
成本較低，學費方面應該顧及學生和家長。學校訂立這麼高的學
費，最終可能令服務對象由本地生轉為非本地生，因為很多時只有
非本地生才不介意學費偏高。另他認為明德建校應靠外界籌款，不
應由SPACE直接捐款給明德學院，否則只會造成由某些學生補貼
另一批學生的奇怪現象。

自資學士學位課程
首年收費（元）

公開大學

49,600至62,000

明愛專上學院 54,110
樹仁大學

55,000

珠海學院

55,000

生管理學院 62,000
東華學院

66,000

香港教育學院 72,000至77,500
明德學院

張永霖：自負盈虧吃力
明德學院被指收費太高，張永霖解釋指，私立學校要自負盈虧，
其實8萬元至9萬元1年學費，對校方營運來說已非常吃力。若降低
學費，基本上要虧蝕。校方又指該校現正申請柴灣用地興建校舍，
可建樓面面積4.3萬平方米。如申請成功，屆時建校費用將高達15
億元至16億元。對於SPACE斥巨資捐助成立明德學院，SPACE發
言人指，這表示SPACE對明德學院的支持，校方不認為對SPACE
學生不公。

院校

82,000

資料來源︰經評審專上課程資料網
■明德學院昨日舉行成立典禮，邀請林瑞麟（左三）及陳維安（右二）出席。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偉邦 攝

盼30年內變「亞洲史丹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明德學院首年
預計招收700名至800名本科生。一年級生約400個
名額將供應屆考生報讀；其餘為大學三年級學額，
供副學士學生銜接。學院將會主要提供2類課程，
分別為專業會計（榮譽）學士和文學士（榮譽）課
程，希望未來可逐步擴大課程種類。明德學院校董
會主席張永霖「揚言」30年內把學院打造成「亞洲
史丹福大學」
。

李焯芬：文學士4主修

港
大
百
周
年
就
職
禮
■港大學生會前晚舉行「百周年就職典禮」，港大校務委員會主席、行政會議成員梁智
鴻、校長徐立之、校董兼立法會議員李卓人等嘉賓主禮。在眾多嘉賓與各大專院校代
表、港大學生會130個屬會及會員見證下，新任幹事與評議員宣誓就職。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任智鵬 港大學生會供圖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歐陽文倩

准學院頒授文學士（榮譽）學位。

首年獎學金總值400萬

明德學院署理校長李焯芬表示，雖然該校目前只
副校長鄭建輝補充指，校方將於首年推出總值
計劃開辦2類課程，但文學士課程將有4個主修範
疇，包括「綜合商業」
、「語文及傳訊」
、「中國研 400萬元的獎學金，預計2成學生受惠。
究」和「環球研究」
，可為學生提供多門學科。
期望與SPACE相輔相成
據了解，符合特定要求的學生更可攻讀「雙主修」
至於有關明德學院與港大專業進修學院
課程。另該校強調「通博教育」
，故會提供經濟、
（SPACE）的定位，李焯芬表示，2校定位有明顯
政治、文化、歷史、科技、統計、音樂等方面科
目。以上課程大多由港大退休教授任教，學位將由 分別，前者提供學士學位課程；後者提供副學士
明德學院頒授，與香港大學無關。課程已通過香港 課程及其他課程，相信可以達到相輔相成的作
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審批，現正等候行政會議批 用。

港大饒宗頤講座周六成立開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思諾）港大饒
宗頤學術館本月10日（周六）舉行「饒宗
頤講座」成立儀式暨首屆講座，學術泰斗
饒宗頤將親臨主禮。而主講嘉賓為法國權
威漢學家汪德邁（Leon Vandermeersch）
，
將以「中國傳統中至高的社會標準︰文學
的『文』和倫理的『仁』
」為題分享。有興
趣參加者可致電2241 5598報名，費用全
免。
活動本月10日（周六）下午2時半，假座

鞭，並於該校首創中文教學機構。1973年
至1979年，汪德邁任巴黎第七大學中文教
授，主理東亞語言與文明中心工作。1979
年後，他曾任法國高等研究院研究員。
1989年12月，他被選為法國遠東研究院院
長，直至退休。
邀法漢學家汪德邁主講
他曾於法國高等研究實踐學院教授「儒
首場講者汪德邁現年84歲，為法蘭西學 家思想史」
，學術名著有《新漢文化圈》
、
院通訊院士。他1950年於巴黎東方語言學 《王道》等等，1980年獲得被譽為「漢學界
院畢業，其後於法國南方埃克斯大學執教 諾貝爾獎」的「儒蓮獎」
。
港大鈕魯詩樓223室群芳講堂舉行。「饒宗
頤講座」由饒學研究基金贊助成立，將邀
請國際知名學者來港分享在中華文化研究
領域的成就，以促進海內外學術文化交
流。

國際電影節免費播大專生作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思諾）每 括 孩 子 教 育 、 城 市 變 遷 、 社 會 控
年3月都是香港「光影時刻」
，即將開 訴、人生反思等等。今年大會增設
始的香港國際電影節，今年特別舉 「最受歡迎作品」獎，由觀眾從5場節
行「賽馬會電影學堂大專學生作品 目中選出最喜愛短片，得票最高2部
展」
。來自5所大專院校年輕學生創意 電影導演將獲贈手提數碼攝錄機一
作品，首度免費放映。作品展包括36 部。
放映短片後，大會安排各電影短片
部電影短片，作者分別來自演藝學
院、浸會大學、城市大學、知專設 導演及演員與觀眾分享製作經驗。而
賽馬會電影學堂新任大使演員林嘉
計學院、理工大學等等。
「賽馬會電影學堂大專學生作品 欣，將出席其中一場放映活動，並出
展」3月23日至26日假香港科學館舉 席映後答問會。欲知詳情可瀏覽：
行，共5個免費放映場次。每個節目 http://www.hkiff.org.hk/chi/film/sectio
由數部短片組成，題材多元化，包 n.html?filter=40。

港專中學歌唱賽接受報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思諾） 香港專業進修
學校6月舉行「全港中學
校際歌唱大賽」
，主題為
「激發音樂『SING』火」
，
鼓勵學生以音樂表達自
己，激發內在潛能。
即日起至5月25日接受
報名，所有中四至中七
學生，均可經所屬中學
報名，每校最多可派5人
出賽。為了讓高考及文
憑試生安心準備考試，

多練聽說讀寫 培養「語言智能」
筆者過往曾在本
專欄簡介迦納的
「多元智能理論」，
今次會進一步討論如何栽培孩子及善用
這些智能。現在不如讓我們由「語言智
能」說起吧！
先跟大家重溫一下具備「語言智能」
的特質──口才佳、雄辯滔滔、口若懸
河、妙筆生花等等，但如果要全面發揮
「語言智能」
，筆者建議大家可從「聽」
、
「說」
、「讀」
、「寫」等方面多作鍛煉：
1.聽的能力──留心聽，注意說話、
音樂、詩歌等信息的內容，對方用甚麼
技巧（如用字、聲量、速度等）發出信
息？為甚麼會採用這些技巧？這方法有
效嗎？同學可以反問自己，信息中心思

想是甚麼？若換了是其他受眾，是否應
改變信息內容或表達方法？為甚麼？
2.說的能力──可以多參考其他人的
回應或演說，無論是講辭或口頭演說，
都有值得學習的地方。說話不能沒有內
容，所以應多留意電台、電視和報刊，
接觸不同類型議題，不但可擴闊知識，
也可增潤說話內容。另同學也可借助字
典、錄音或錄影設備，協助練習和改進
說話表達能力。大家平時可多發問和參
予小組討論，或參加演講或辯論比賽，
這類活動可訓練說話技巧，更能整理對
某些議題的看法。說話畢竟是表達思想
方法之一，若果思想不清晰，說出來也
會含糊不清。
3.讀的能力──廣泛閱讀是增強閱讀

比賽順延至6月3日。
比賽分初賽、複賽和
決賽。50名入圍複賽
者，有機會獲安排參加
特訓，免費獲專業導師
個別指導歌唱及表演技
巧。而決賽設冠亞季軍3
大獎，獲獎者分別可獲
5,000元、3,000元及1,000
元 。 查 詢 電 話：2 2 7 0 5545；或瀏覽：
www.hkct.edu.hk/singing/
2012。

能力好方法。讀的時候一定不能一知半
解，更不能不求甚解、水過鴨背。
4.寫的能力──多寫並謙虛接受師長
朋友改善建議。能打動人心的「聽」、
「說」
、「讀」
、「寫」能力，是要開放自
己，多留意周圍事物，並多與人接觸，
聆聽及了解他們的想法與需要，再運用
「語言智能」作出合宜的回應。
大家知道嗎？具有「語言智能」的
人，不一定是大文豪、大詩人，他們可
能是輔導員、老師、律師、調解員、談
判專家、政客，甚或是一個出色的推銷
員或地產經紀。同學們，你找到發展路
向了嗎？
（標題為編者所加）
香港公開大學
教育及語文學院助理教授
勵楊蕙貞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