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熙）香港理工大學
酒店及旅遊業管理學院
昨日起，舉辦為期3天
的「第11屆亞太旅遊研
究生論壇及國際會展博
覽高峰會2012」，吸引
逾250名學者及業界人
士出席。

今年大會主題為「無
限機遇　薈聚唯港」，
並首次在港把「亞太旅
遊研究生論壇」及「國
際會展博覽高峰會」合
併舉辦。前者給予研究
生和學者交流資訊的機
會；後者專注為行業人士提供平台交換意
見。

主辦單位邀請了美國康奈爾大學酒店管理
學院教授兼酒店研究中心總幹事Rohit Verma
發表演講，題為「會議展覽的未來－科技、
社交媒體與可持續發展的角色」；又請來香

港會議展覽中心（管理）有限公司董事總經
理王禮仕發表演講，主題為「亞洲會展業面
臨的挑戰」。

會議後，大會安排與會者進行專題小組討
論，題目包括「會展業及研究的新科技」、

「酒店和旅遊研究生教育面對的問題」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熙）傳統名校協恩中
學於新學年起轉為直資，為確保清貧學生也有機會
入學，校方去年宣布預留3成學費收入作獎助學
金。據了解，該校已取錄180名準中一生，當中近
1/3人可受惠於獎助學金，涉款125萬元，佔學費收
入的23%，尚未用盡預算。校長李鎮洪表示，為擴
大獎助學金計劃，校方今年成立了「籌款委員
會」，盼5年內籌款5,000萬元。

減免學費 每年萬元生活津貼
轉為直資學校之後，協恩中學初中每年學費為3

萬元，校方今年預留162萬元作獎助學金及學費減
免之用。180名準新生中，38人獲助學金，由1/4資
助至學費全免不等，合共支出90萬元。此外，每位
獲減免學費的學生，均獲每年1萬元生活津貼，以
支付交通、膳食及校服等開支，以實報實銷形式申
請。

獎學金方面，校方預留27萬元，提供15個學業獎

學金名額，其中5個將於學期初發放，以升中呈分
試及入學分班試表現計算；其餘10個會在學期終結
時，向考獲全級首10名的同學派發，全級首名將獲
3萬元，第2、3名則有1.5萬元。學校另預留7.5萬元
設立10個課外活動獎學金名額，以嘉許在音樂、運
動、語文或領導才能等有出色表現的同學。

冀5年籌5,000萬基金
校長李鎮洪表示，雖然今年獎助學金「有錢

剩」，但不排除將來有更多清貧學生申請入學，故
校董會今年成立「籌款委員會」，希望5年內籌得
5,000萬元作種子基金，每年滾存3至4厘息，然後
向獎助學金計劃增撥150至180萬元，讓更多基層學
子受惠。他透露，已有善長答允捐錢，但數額仍不
足1,000萬元。

為讓學生盡快適應中學生活，校方會安排義工為
程度較差的新生補習。學校又會在5月及8月安排銜
接課程，讓新生體驗校園生活，8月時學生要在學

校留宿1晚。李鎮洪笑言，因為學校未有宿舍，學
生要有心理準備「 地板」。他希望未來協恩可增
設宿舍，但要首先解決土地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將軍澳香
島中學2012年畢業典禮日前假座該校的泓
志堂舉行。校方邀得香港中文大學理學院

副院長兼香島中學校友潘偉賢擔任主禮嘉
賓。將軍澳香島中學校監楊耀忠、校董會主

席袁武、校董葉燕平及王志華、校長吳容輝及畢業生家長等400
多人出席了典禮，場面熱鬧。

潘偉賢主禮　分享同窗故事
潘偉賢致辭時，分享了一位身患重病的香島同窗之康復奮鬥

故事，那位同學因病半身癱瘓，但憑 堅強的意志、家人和中
學同學的支持，終戰勝病魔，現正逐步康復中。對方還安慰
她：「雖然要到完全康復，還有一段較長的路要走，但不要擔
心我，香島出品的人，應該很有生命力的」，這番話讓潘偉賢感
受良多。她寄語在座的師弟師妹，遇到困難和挫折時也不要害
怕，因為香島師生就如一家人，彼此會互相守望。

校長吳容輝在典禮上，以師弟的身份向潘偉賢致謝，原來當
年潘偉賢以校友身份回母校替師弟師妹作選科輔導，啟發了吳
容輝，令他能順利升讀大學。

今年畢業班同學有158人次獲獎，典禮除向各得獎同學頒發獎
項外，亦舉行了薪火相傳儀式，由畢業生代表把象徵香島精神
的「緊握手中筆」錦旗傳給學弟、學妹，希望他們繼續熱愛國
家、熱愛香港；認真學習、團結互助，把香島精神發揚光大。

協恩轉直資 1/3新生獲獎助學金

院長授課為接觸學生

英基啟新書院加費6%

楊綱凱推「誠信誓章」 同學設監察小組配合
宿生訂規條自管
敬文書院重律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在新舊高
中「雙軌年」下，今年將有逾10萬名首屆
文憑試及末屆高考生競逐入讀本地大學及
專上院校，學額競爭激烈。有升學機構預
計，今年海外升學的港生人數預計有雙位
數字的升幅。

英接5000申請 澳洲升單位數
根據考評局資料，已今已有122間海外大

學明確認可香港文憑試資歷，並已公布有
關收生要求，當中以英國及澳洲最多，分
別有51間及26間。而在「雙軌年」下，截
至今年1月中，英國大學及院校招生事務處
已收到近5,000份港生報讀當地大學的申
請，比去年同期增加37%。而主要處理澳
洲升學的IDP教育則指，今年以來報讀澳洲
大學的港生也錄得單位數字升幅。

IDP教育高級經理陳成杰提醒指，有意赴
澳升學的港生，若在放榜後才開始計劃，
有可能已錯過申請日期，或要等上多個月
於翌年初入學，他又說，早前有兩所澳洲
大 學 針 對 港 生 推 出 試 驗 計 劃 （ P i l o t
Scheme），讓其於放榜前以校內成績申請，
或能趕得及今年7月開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思諾）一名自稱曾在日
校及補習社任教的網民，早前在網站上載過百張以
手機拍攝的首屆文憑試中、英、數和中國文學4科
評分準則，當中更有語文科1至5**級的作文範例供
人下載。考評局表示，上述屬機密資料，當局已對
洩漏事件展開調查，並於昨天把個案交由執法機構
跟進，同時對有關侵權行為保留追究的權利。

資料涉中英數和文學4科
考評局發言人表示，較早前發現有網站公開文憑

試部分科目的評卷參考及樣本答卷等機密資料，並
已展開調查，由於有人涉嫌違反保密守則，因此已
將事件交由執法機構處理並調查事件。

考評局強調，當局十分重視公開考試的保密性，
強調不會容忍任何違反公開考試保密制度的行為，
盡力確保公開考試公平公正地進行。考評局亦去信
所有相關考務人員，再次提醒他們必須嚴守保密守
則。

當局又勸喻師生毋須從網上或其他途徑下載非法
或未獲授權的資料，因當局10月將會出版《考試報
告及試題專輯》，當中會刊載各科的試題、評卷參
考及考生表現分析。另考評局指會保留對侵犯版權
或不法使用有關文件的行為作出追究之權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思諾）英基學校協會轄下的私
立學校啟新書院昨日宣布，下學年學費將會增加6%，調
整後的小學至高中全年學費由8.07萬元至10.91萬元不等。
另學校亦推出「掠水」新招，要求今年入學的新生支付不
獲設退還的「建築費」2.35萬元，而2013年才入學者更要
支付5萬元，插班生則按比例支付。

啟新書院校長Harry Brown昨日向家長發信，指該校下
學年擬調升小學部及中學部的學費，加幅均為6%。小學
部全年學費由7.61萬加至8.07萬元；初中即第7班至第11
班，全年學費則由10.18萬元加至10.79萬元；高中即第12
班至第13班，全年學費由10.29萬元加至10.91萬元。

2.35萬新生建築費　明年加倍
該校校董會亦通過，2012年8月入學的小一新生支付

2.35萬元的建築費，至於2013年入學的小一生，更需要支
付5萬元，連插班生也必須按比例支付有關費用。

Harry Brown在家長信中解釋，由於該校屬自負盈虧，
不獲政府資助，而在通脹持續的情況下，校方新學年將調
升教職員薪金4%，因此有需要加價，維持收支平衡及保
持學校的競爭力。他指，所有建議正待教育局批准。

早前英基另一所私校智新書院亦宣布新學年會加學費，
平均加幅為7.6%，調整後全年學費約由8.3萬元至11.1萬
元。

文憑試準則外洩
考評局報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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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思諾）香港中文大學為配合新學制，

早於2006至07年間成立多所新書院，敬文書院是其中之一，而

該校前副校長楊綱凱去年獲委任為該書院的首任院長。新書院、

新作風，楊指書院將推行「誠信誓章」（Honor Code），同學會

自訂宿舍規條，並自行組成監察小組維持宿舍秩序，取代傳統由

上而下的管理制度，有關安排將開創大學界的先河。

新書院除了院訓「修己澤人，儲
才濟世」外，再沒有其他生硬

的院規限制宿生，只會以宿生自律
為大原則運作。楊綱凱接受香港文
匯報訪問時指，開學的第一個星
期，新生便要進行一個簡單的「誠
信誓章」宣誓，承諾在學習及日常
生活中「律己」。

憶負笈美國 宿舍答卷不作弊
他補充指，院內亦設有由同學組

成的「監察小組」，若同學的行為不
符合誓章要求，小組可直接處理事
件，充分體現成熟的自律精神。

古語有云︰「沒有規矩，不成方
圓」，但對於上世紀60年代已出國留
學的楊綱凱來說，自律更是一門重
要的功課。楊於1965年至1972年到
美國加州理工學院修讀學士及博士
學位。想當年，他也在「無規矩」
的環境下長大，「考試時，我們在
課室拿考卷，隨即回宿舍做卷，自
律地計時，也不會作弊，最後也會
依時交卷。」楊綱凱指，當時的教
授不會猜疑學生，對學生十分信
任，他也希望將之引入敬文書院。

敬文書院成立5年，書院院址去年
11月進行奠基，楊綱凱預計新書院
將於2013年年底落成。據了解，書
院今年將正式招收75名學生，4年後

合共取錄300人。楊指因為書院規模
較小，故所有院生均可「4年全
宿」。

在新學年，書院將設25個1萬港元
的獎學金予首屆院生。楊表示，院
生需要經過不同學院、學系推薦再
作甄選，他估計未來書院的獎學金
數目將增加至約60個。

首年收75生 1/3為非本地生
楊綱凱指，首年取錄的75名學生

中，約1/3為非本地生，書院設有國
際交流計劃，除了希望可以拓闊學
生眼界，更可進一步增加書院的國
際化，「長遠來說，再加上交流
生，書院院生將有4成的國際生。」

除了安排新生的入宿事宜，身為
院長的楊綱凱更要負責招攬人才，
他表示「埋班」過程非常順利，已
有30位來自五湖四海的學者應邀擔
任書院老師。書院設有通識教育課
程，亦有不同的學習體驗，如師生
共膳、高桌晚宴、參與社會服務
等。

敬文書院由一班獲已故慈善家朱
敬文捐資出國留學的學子所籌建，
其院訓是「修己澤人，儲才濟世」，
提醒書院學生繼承朱氏精神，並在4
年的書院生活中受教育，未來再貢
獻社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思諾）楊綱凱
去年暑假退下副校長的行政職位，除了
成為敬文書院「舵手」之外，亦增加了
教學工作，現時任教2科，除了繼續任教
物理之外，更教授人文學科中的「與人
文對話」。楊笑言：「我一世人都未試過
教咁多書；自己一把年紀，反而想重新
做前線工作，多些接觸學生。」

嫌「阿Sir」不中不英 列禁用詞
訪問期間，楊綱凱一直表情嚴肅，但

只要提及其學生時，他會即時面露笑
容，興致勃勃地分享與學生的趣事。他
透露，上他的課，學生要遵守一個規
矩，「就是不准叫我『阿Sir、楊Sir』，不
中不英，你可以叫我楊教授、Kenneth，
甚至Ken都可以。他們都很聽話，現在真
的有幾個同學叫我Kenneth。」然後，楊
微笑續說︰「不知道同學是太勇敢，還
是太傻氣。」

楊綱凱表示，接任院長是為了要與學

生接觸，「香港學生常常以為教授、院
長高高在上，但我希望我的院生有事會
來叩叩我的房門，找我商量、討論事
情。」不過，他又笑 補充指，「我習
慣早睡早起，故不建議學生半夜三更叩
門」。

談到他任內的大計，他指自己希望可
將不同的文化精神帶給宿生，故書院會
成立一個「讀書會」，日後書院中每位老
師都要推介一本書，和學生分享讀後
感。他本人則選擇了諾貝爾獎得主、物
理學家理查德．費曼的回憶錄。

原來理查德．費曼與楊綱凱甚有淵
源，「我是第一個獲得以理查德．費曼
命名的獎學金得主，所以我跟他見過
面」。一向不愛張揚的楊綱凱，在訪問中
一直拒談生命中的威水史，談到曾獲理
查德．費曼獎學金，也不過點到即止。
記者提及楊本人精通多國語言，他也只
是謙虛回應指，「我只是懂得看意大利
文、德文和法文的餐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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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軍澳香島畢業典禮

理大論壇研討旅遊會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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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雪芝 攝

■李鎮洪表示，今年180名新生中，近1/3人獲發獎

助學金。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景熙 攝

■理大昨日起舉行一連3天的「第11屆亞太旅遊研究生論壇及國際會

展博覽高峰會2012」。 大會供圖

■楊耀忠(左)

向潘偉賢致送

嵌名對聯.。

學校提供圖片

■將軍澳香島中學畢業班學生和嘉賓合照.。 學校提供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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