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八成人指「電學」升教學質素
電子學習聯盟於本月12至18日間，以網上問卷調查形

式，成功訪問了187名學校校長、資訊科技老師或技術
人員，他們來自103間小學、53間中學及11間特殊學
校，以了解學界備電子學習的概況。結果發現，逾八成
人認為電子學習有助達致「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目的
及學習經歷，並可提升現時教與學質素。他們亦認為，
電子學習能提供個人化學習、協作學習及作評估之用，
另亦約七成人稱，電子學習可改善學生間的學習差異。

「一人一機」達標只得15%
不過，學校硬件情況卻遠未準備好電子學習所需，超

過75%學校課室未有設供電子學習的WiFi無線網絡，而
其餘25%學校，課室雖有無線網絡，但當中約七成只能
支援最多10部電腦，根本難以讓全班學生一同上課。在
互聯網網速方面，達35%學校速度不足100Mbps，有學
校更低至3Mbps或4Mbps，根本難以支持大量師生同時
使用。另調查亦指，只得15%電腦數目達到「一人一機」
的指標，不過有關電腦卻偏陳舊，有多達55%電腦機齡

超過5年。
黃岳永指出，調查反映學校硬件「又舊又慢」，有礙

發展及推動電子學習。根據結果，他推算全港逾17,800
個課室欠缺足夠無線網絡供電子學習課堂之用，而互
聯網網速低至3Mbps或4Mbps，「即係全校700幾人同
時使用一個iPhone上網」，他批評教育當局聲稱推動電

子學習，卻未有為學校提供最基本的硬件支援，並不
實際。

推「電學」網速起碼300Mbps
香港資訊科技商會會長方保僑則指，要推行電子學

習，網速至少要達300Mbps至500Mbps，方可供全校

師生使用，估計現時每所學校至少要20萬元至30萬元
資金改善有關的硬件設備，即全港需要2億元至3億
元。
黃岳永建議，當局要做好4大範疇，包括教師培訓、

協調教育內容、協助學校建立良好的基本網絡建設，及
為家長及學生做好準備，電子學習才有望成功推行。

學生普通話推廣大使培育結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思諾）

第四屆「香港任我行」學生普通
話服務業推廣大使培育計劃日前
圓滿結束，41所中學287名學生獲
選為培訓對象，有機會以多元化
途徑學習普通話。另大會挑選8隊
優秀學校隊伍設計活動展板，即
日起至本月27日，於尖沙咀星光
大道展出，由同學擔任推廣大
使，即場向遊客講解本港四大服
務業特色。

累積參加學校160多間
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資

助，香港理工大學轄下香港專上

學院舉辦的「香港任我行」，昨日
舉行活動展覽開幕儀式。香港專
上學院副院長蘇英麟表示，至今
已累積參加學校160多間。
同學會參加一系列普通話演說

技巧講座，旅遊、交通運輸、酒
店及飲食業4大服務業專題培訓講
座及匯演，亦有機會實地考察服
務業機構，如酒店、航空公司、
旅遊業培訓中心等。最後各隊學
生會自創話劇以普通話演出。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心誠中學中

四生王宇航表示，在學校普通話
水平尚算不錯，活動能讓他有更
多機會在校外多聽多用普通話。

港人突發儲蓄力全球第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一項全

球性調查結果示，香港的理財教育僅處
於中下水平，在28個國家及地區中只列
第十七位，排名比起日本、泰國、馬來
西亞、台灣及內地都要低。不過，港人
為突發事件「未雨綢繆」的儲蓄能力，
卻高踞全球第三，三分一人積蓄金額可
支付超過6個月的基本需求，能應對失業
等突發的財務困難。另調查亦指，受訪
者認為兒童約於11歲時，便需要經學校
向其提供理財教育，助其認識管理金錢
的重要性。

港理財教育列第十七位
是次調查由Visa與財經雜誌Kiplinger's

Personal進行，今年2月至4月於全球28個
國家及地區訪問了逾2.5萬人。結果顯
示，巴西人整體理財教育水平最高，而
墨西哥、澳洲、美國及加拿大等市場則
緊隨其後。以兩岸三地計，台灣最高排
第十三位，內地及香港則列十六及十七
位，只算中下水平。
不過，內地、台灣和香港卻於儲蓄能

力分列全球首三位，其積蓄平均可供3.9
個月花費。Visa香港及澳門地區總經理
陶偉邦指，是次結果顯示，包括香港在
內，世界多個地方都未能夠提供充足的
理財教育，仍需要持續推廣有關工作，
協助不同年齡的市民獲取所需的工具，
更妥善管理財富。

活化工廈變VTC稻苗學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思諾）職業

訓練局(VTC)與稻香集團合作，免費借
用其位於火炭一幢已活化的工廈部分樓
層，成立「VTC稻苗學院」，開設多項
中式餐飲業培訓課程。課程將於今年9月
開學，預期首年招收2,400名學員，提供
專業文憑、專業證書及單元證書等課
程，供在職人士及新畢業生報讀。

望提升中餐業專業水平
稻香集團旗下位於火炭的前物流中

心，於2010年申請更改土地用途，將整
幢樓宇改裝用作培訓及文化保育等多元
發展用途，並命名為「鍾偉平大樓」。樓
高4層的大樓花近1年時間進行活化工程
後，昨日舉行揭幕禮。發展局局長林鄭
月娥、VTC主席陳鎮仁、飲食界立法會
議員張宇人、稻香集團主席兼創辦人鍾

偉平等亦到場主禮開幕儀式。
除稻香本身的訓練酒樓、博物館及辦

公室外，該集團將大樓的3樓及2樓半
層，未來10年免租給予職訓局使用，成
立「VTC稻苗學院」，更負擔學院首2年
日常營運開支。學院院長黃倩瑛說，市
場為中餐從業員提供的課程較少，學院
課程有4大範疇，包括食物品質、職業安
全、檢測及管理，希望提升中餐業的專
業水平。而學院會以自負盈虧方式營
運，亦會設立食品化驗室，希望向業界
推廣食品檢測的重要性。
鍾偉平則稱，部分年輕人因中餐欠缺

專業性而不願入行，希望學院課程可讓
中式餐飲管理培訓進一步普及化，能為
中餐業設立有系統的培訓，吸引更多人
才。他亦捐出2,000萬元予學院作內部裝
修、設備添置、行政營運等開支。

部分自資院校E-APP申請情況
院校 申請情況

香港大學附屬學院　約1.1萬份申請報讀副學士
及高級文憑課程，大部分
申請人透過E-APP遞交申
請。

城巿大學專上學院　經E-APP收到的申請表為
10,908份，其中商業學如
會計學及工商管理最受歡
迎，各有961人及870個申
請。

生管理學院　 接近7,000份申請報讀學
士及副學士課程，最多人
報讀工商管理學士課程、
新聞及傳播學士課程。

東華學院　 至今已收到3,700多份申
請，而以E-APP報讀者共
有1,053人。其中2,222人
報讀了該校2年制護理學
高級文憑課程。

資料來源：各院校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鈺

報自資專上踴躍 E-APP 7.2萬申請

東華港首辦醫療管理課

缺硬件配套 網速如「700多人共用1部iPhone」
75%學校無WiFi
電子教學「龜速」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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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勞雅文） 電子學習將成新趨

勢，但一項調查卻發現，本港中小學就推行電子教學

的準備情況參差，大量學校欠缺適當硬件配套，在

「起跑線」已遠遠落後。以網絡設備為例，多達75%學

校坦言沒有WiFi無線網絡作電子學習之用，另亦有

35%學校稱其全校互聯網連線速度不足100Mbps，個

別學校更只得3Mbps或4Mbps的「龜速」。負責調查的

電子教學聯盟會長黃岳永指，推行電子學習時全校師

生或要同時上網，即「700多人共用一智能手機的網

速」，難以滿足實際情況，批評當局只力推電子教學內

容，卻忽略最基本的硬件需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為支援「雙
軌年」考生一站式報讀自資專上課程，教育
局今年首度推出了「專上課程電子預先報名
平台」（E-APP），並在前晚12時截止報名。
教育局數字顯示，系統共處理了接近2.8萬
名申請人合共超過7.2萬個申請。學友社學
生輔導中心副總幹事吳寶城指出，申請數字
踴躍，反映了應屆考生，特別是文憑試考生
對放榜的憂慮，故各人紛紛申請自資專上課
程「買保險」。

網站瀏覽人次15萬
E-APP是為應屆高考和中學文憑試考生而

設的一站式網上報名服務，讓同學在公開考
試成績公布前，預先報讀「大學聯合招生辦
法」以外的本地評審專上課程。
教育局發言人表示，E-APP自今年2月9日首

次推出，至5月20日截止報名為止，其間共處
理了接近2.8萬個申請人合共超過7.2萬個申
請。同時，E-APP網站提供了各種升學資訊供
畢業生參考，在短短3個半月期間，瀏覽人次
達15萬。教育局發言人提醒同學，在E-APP截

止申請後，仍可自行向個別院校提交報名申
請。
香港大學附屬學院表示，該校收到約1.1

萬份申請報讀副學士及高級文憑課程，大部
分申請人透過E-APP遞交申請。學院外務總
監兼首席講師李錦龍指，學院個別課程或需
進行面試，合資格之申請人會在5月至6月獲
發暫取通知書。

招生日可即場報名
另該校估計不少學生或未有於高考或文憑

試放榜前遞交報名申請，各人可選擇在學院
即場招生日親臨九龍灣校園及銅鑼灣招生中
心報名。學院將推出新措施，包括即日為申
請人面試，隨後以電話短訊形式通知同學取
錄結果，以縮短收生程序。
香港城巿大學專上學院則指，經E-APP收

到的申請表為10,908份，當中約7,000份為文
憑試考生。校方表示，申請數字與原先估計
的1.5萬份申請略遜。其中商業學如會計學
及工商管理最受歡迎，各有961人及870個申
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思諾）本港醫療
專業人才短缺，而當中懂得行政管理的專才
更是渴巿。東華學院最近開辦了全港首個主
修醫療服務管理學的工商管理學位課程，這
個4年制的課程預計在今年9月開課，每年學
費為6.6萬元。
東華學院校長汪國成表示，校方會按上述

課程的報名人數而彈性收生，其中起碼有55
個銜接學額，供其他專業的副學位畢業生修
讀。汪又指，東華學院一直集中開辦培訓前
線醫護人才的課程，而開辦這個新課程，可
以讓學院培育各階層的醫療人才，特別是管
理專才。

培訓人才應醫護界需求
東華學院商學院院長張滔指，現時不少國

家都發現醫療開支龐大，但成本效益很小，
因此必需要有優秀管理層，令資源用得其

所，故提供醫療服務的管理學培訓，是大勢
所趨。
課程榮譽教授兼富斯環球醫療醫院發展項

目統籌陳憶仕表示，近年有不少醫院已計劃
擴建，包括浸會醫院、將軍澳醫院等，而本
港未來陸續有新醫院落成，包括7月底截標
的黃竹坑及大埔兩私院用地。陳憶仕補充
指，現時不少醫生、護士都「半途出家」，
進修後轉當管理層；醫院亦會由外國聘用醫
療管理人才，但外國人始終要花時間了解本
地醫療體制，故新課程正可針對醫護界的需
求。

第三年到機構全職實習
據了解，上述4年制學位課程中，學生在首

年需要修讀工商管理及通識教育等基礎課
程，第二年起才修讀有關醫療管理的學科。
學生於第三年會到機構全職實習，吸收「實

戰」經驗。現時，校方已和私院、醫療產品
公司、私人護老院等接洽，為學生安排實習
位。
汪國成指，課程畢業生可以先從醫療機構

行政助理做起，起薪點約1萬元，而有工作經
驗後，可考慮加入公營機構擔任資深管理
層，薪金起碼有四五萬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港專業進修學校主辦「全港中學校際歌唱
大賽」已進入最後報名階段，本月25日（周五）截止，歡迎中四至中七生經
所屬中學報名。欲查詢比賽詳情及報名方法，可致電22705545港專市務與傳
訊部楊小姐，或瀏覽www.hkct.edu.hk/singing/2012。
如果希望了解大賽最新消息，請瀏覽「全港中學校際歌唱大賽」facebook

專頁：http://www.facebook.com/hkct.singing。大賽每年吸引逾百中學參加，
去年參賽人數超過600名。

全港中學歌唱賽周五截止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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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資助，香港理工大學轄下香港專上學院

舉辦的「香港任我行」，昨日舉行活動展覽開幕儀式。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思諾 攝

■東華學院開辦全港首個4年制工商管理學主

修醫療服務管理學學位課程，預計在今年9月

開課。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思諾攝

■林鄭月娥（左三）、陳鎮仁（左一）、張宇人（右二）、鍾偉平（左二）與嘉賓參

觀大樓。 大會供圖

本 內容：文匯教育 副刊 綠野遊蹤 電視表 戲曲 娛樂新聞 體育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