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一5人爭1額「唔憂做」
啟新書院於2006年創校，是英基學

校協會屬下提供全套國際文憑（IB）
課程，兼以英語授課的男女私立學
校。2012新學年，該校的小一級就吸
引800人爭奪162個學額，即5人爭1
額，絕對不愁客源。

學費加6%  再收建築費5萬
該校早前亦已宣布今年加學費6%，

小學部學費每年8.07萬元，初中即第七
班至第十一班學費為10.79萬元，高中
即第十二班至第十三班學費則達10.91
萬元，若完成13年的課程之學費超過
120萬元。至於今年8月入學的小一新
生，更須支付建築費2.35萬元，2013年

入學者更增加至5萬元，連插班生也必
須按比例支付有關費用，不斷加重家
長負擔。

校方昨日又發出新聞稿，聲稱為配
合學校的長遠發展，效法智新書院推
出「提名權計劃」 (Nomination Rights
Scheme)，即家長願意支付40萬港元，
而子女又符合入學要求，就可獲優先
面試及分配學位的權利。家長需於申
請入學時繳交5萬元按金，餘額則於獲
得學位後清付，款項不得退還，若申
請失敗，按金將獲全數退還。

40萬優先面試費不納學費
據了解，有意為子女申請於2013年8

月入讀一年級的家長，而有意購買提
名權者，可於本年9月1日至30日提出

申請，如欲申請入讀其他級別的家長
亦可於9月1日起提出，名額合共60
個。由於有關費用並不納入學費之
內，換言之，若提名權全數出售，啟
新書院可淨賺2,400萬元。

英基指啟新無政府資助
英基學校協會附屬公司董事局主席

杜茵妮則指，啟新書院有別於其他英
基學校，沒有政府資助，要依靠學費
來維持學校的營運。她又稱，啟新成
功教育的關鍵在於長遠的規劃及建全
的財務，「一旦達到這個目標，便能

專注於發展課程和提升設備」。

張民炳憂其他私校模仿
香港教育政策關注社主席張民炳批

評做法「要不得」，反映學校極端商業
化，「甚麼事都以錢為先，連教育都
可以用錢插隊，對其他學生不公平」。
他又指，學校用地也是來自政府，即
使私立學校亦不應主張這道德觀念，
擔心其他私立學校日後會效法，鼓吹
金錢掛帥的不良風氣。他建議教育局
介入規管收生程序，要求學校要按客
觀程序及標準收生，而非「鬥身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新高中學制下，文憑試
生申請聯招時要提交「比賽/活動的經驗及成就」（OEA）、300
字自述、「學生學習概覽」（SLP）等資料，以便向院校自我
推介。不少首次應試學生及公開試班教師均感到茫無頭緒。
而記載高中活動的SLP性質與OEA相似，不少院校均表示一般
情況只會審閱OEA。有教育界人士批評OEA與SLP並存多此一
舉，建議取消SLP，或把兩者合併。

文憑試生經聯招報讀心儀院校時，需提交填寫20項紀錄的
「比賽/活動的經驗及成就」及300字自述，亦可自願額外提交
SLP，內容涵蓋3年高中校內成績、課外活動表現、千字自述
文章，以進一步向院校介紹自己。

學生怕吃虧 大多交SLP
SLP雖非必要文件，但考生出於「不吃虧」心態，盡量顯示

優勢，大多會繳交。有學校為了協助學生製作SLP，甚至額外
聘請文員專責處理，可見師生重視程度。

但有考生和教師因課程緊張，未留意SLP繳交期限，結果導
致整級中六生沒有上載SLP，讓學生擔心升學機會受影響。部
分學生指，大學聯招要遞交多份文件，感到非常混亂，不知
道不交這份自願性資料會有何影響。

多數院校只看OEA
香港文匯報就此問題向8大院校查詢，發現原來多數院校只

會看OEA，SLP有需要時才會看，又或作為眾多「決勝指標」
（Tie-breaker）之一。有院校表示，即使考生沒有呈交SLP，對
面試和錄取都不會有影響。

張民炳建議兩者合併
香港教育政策關注組主席張民炳批評，大學聯招要求考生

遞交多份文件，但未必有用，徒添學生及院校壓力，「雖是
自願呈交，但學生一定會花不少時間做，就像教育局TSA，說
不用操練，結果卻造成操卷風。另一方面，要院校閱讀所有
SLP非常困難，畢竟報讀人數太多」。他建議既然SLP重要性這
麼低，內容又重複，當局應取消，又或把它與OEA合併，讓
報讀程序更合理。

■職訓局轄下專業教育學院，上月初爆出「改分事

件」，校方懷疑因希望「谷高」合格率，把只獲24分的

學生「加分」至40分，令全班合格率由六成上升至七

成半。披露事件的講師麥燕蓬(中)在教學表現報告被評

不合格，下學年起不獲續約。麥燕蓬質疑被秋後算

賬，昨日與VTC教學人員協會成員到職訓局總部示威。校方回

應指，人事聘用有既定程序，會考慮職員工作表現與校方需

要，與其工會活動無關。另校方將成立獨立委員會覆核事件，

成員至少包括2位外界人士。 大會供圖

高考成絕響 總監難忘600人抄範文

試廚餘回收 慈敬校：省時免運走 感令父母失望 65%讀障生自卑

60名額全售袋2,400萬 教界指鼓吹「有錢可插隊」歪風
啟新被批不公

教界倡撤「學習概覽」
指與「成就」重複擾民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劉景熙） 香港城市
大學近日獲國際組織頒發「2012年電腦世界
榮譽獎」，表揚校方的網頁設計及資訊科技平
台，既新穎亦能重新整合成統一風格，即使
內容流量巨大，仍能讓殘障人士順利瀏覽各
項資訊。另該校的資訊總監陳漢偉亦獲本地
組織頒發「香港傑出CIO獎」。

「電腦世界榮譽獎」由國際數據集團在
1988年創立，是全球歷史最悠久的資訊科技
獎，用以表揚機構或個人，成功運用資訊科
技推動社會、經濟或教育等各方面進步。今
年共有200個機構獲頒此獎，來自全球25個國
家或地區。城大今次在「數碼通行」組別獲
獎，屬五強之列，是大中華地區唯一在這個
組別獲獎的機構。

資訊總監獲本地「傑出CIO獎」
此外，陳漢偉亦於《香港電腦世界》雜誌及CIO

Connect合辦的「香港CIO評選2012」中，獲選為中型
機構組別的「香港傑出CIO獎」。大會認為，陳漢偉協
助城大樹立嶄新風氣，推進校園內數碼科技的應用，
並促使學生掌握豐富的求學體驗及職場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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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勞雅文） 繼智新書院去年推出用錢優先買學

位的「提名權計劃」後，同屬英基學校協會附屬公司、以私立學校

模式開辦的啟新書院，今年亦引入有關安排，容許家長以40萬元換

取優先面試及分配學位資格，名額上限60個，若各提名權全數售

出，校方可淨袋2,400萬元。有教育組織批評此舉是鼓吹「有錢就可

插隊」的不良風氣，對其他申請人不公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思諾）

「末代高考」下星期五放榜，30多年
來擔當大學入學試的角色將被中學
文憑試取代。回憶歷屆高考種種，
加入考評局超過30年的考評局發展
及評核總監張光源指，最難忘是
1996年，當局發現600名考生應考中
國語文及文化科作文卷時，集體

「背寫」補習社範文，結果涉事考生
被取消該題分數，哄動全城。他寄
語考生相信自己的能力，不要以

「旁門左道」方法應考。

考評局「老臣子」話當年
考評局昨日舉行記者會，安排

「老臣子」張光源回顧高考歷史。張
光源表示，香港高級程度會考以往
是香港大學入學試；中文大學入學
試則為香港高等程度會考。當年考
試局（現稱考評局）於1979年及翌
年，分別接辦香港高等程度會考及
香港高級程度會考。

張光源解釋指，當年有2個大學入
學試，是因為港大屬3年制，中大則
是4年制。直至1992年，政府決定統
一學制，順利通過會考的學生需修
讀2年制預科，再讀3年制大學，故
當年大學入學試被合併為「高級程
度會考」，一直沿用至今。

1994年高考3突破

張光源指，1994年高考作出多3個
新突破，包括設中文和英文試題、
增加不同科目，包括通識、中化科
等 及 引 入 「 半 科 」 制 度 （ A S
LEVEL），「『半科』是希望讓學生
可選擇多些不同科目，不用死讀一
科」。

回想高考歷程，張光源指，最深
刻是1996年中化作文考試，「當年
600名考生背默補習社範文答題」。
當局收到投訴信，成立工作小組調
查，「這是歷年最大規模的調查」。
最後當局重新批改該題目答卷，決
定抄文學生不獲評分。

除了抄文外，考生作弊更是屢見
不鮮，張光源指：「以前曾有學生
在考試中途到廁所偷看筆記，誰知
道『啪』一聲，筆記掉在地上，被
發現了。」

嘆高考「術語」步入歷史
張光源又透露，以前高考一直有

不明文規定：放榜日期約定為每年7
月10日，直至近年才改為6月最後一
個工作天。他笑指，很多新一代學
生未必聽過「2A3O」（指在高考兩
科及格，及中學會考其他3科考獲C
級或以上成績）、「考Matric」（大學
入學考，是matriculation簡稱）等詞
彙。隨 首屆中學文憑試實施，這
些名詞將成歷史塵跡。

香港文匯報

訊（實習記者

林玨瑩）佛教
慈敬學校今年2
月起試行「學
校廚餘回收試
驗計劃」，使用
廚餘烘乾機即
場處理校內餐
後廚餘，分解後用作學校有機種植肥料。學校廚餘機一次可
處理100公斤廚餘，過程只需13小時，比傳統方法少19天，且
不用把廚餘運走處理，既方便又環保。

一次處理百公斤 一晚搞掂
香港廚餘資源管理協會市場總監李文標表示，相比傳統方

法，上述廚餘機對廚餘進行80℃高溫處理，抽取水分，不產
生臭味，對學生及學校影響較小。另該機器處理廚餘只需13
小時，學校可在深夜開機，第二天就可拿到處理肥料，比傳
統方法需時20天大幅縮短。

佛教慈敬學校活動及宗教主任黃夏玲表示，廚餘機是校方
向廚餘機公司免費借用，學校每周四會使用該機處理廚餘，
學校更鼓勵學生把家居廚餘帶回學校處理。她表示，廚餘機
一次可以處理100公斤廚餘，轉化為十幾公斤肥料。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林玨瑩） 教育局
數據顯示，全港有超過1.3萬名學童被評估有
讀寫障礙。「東華． 生讀寫無障礙計劃」
早前針對417位小四至小六的讀寫障礙學生及
440名家長進行問卷調查。結果發現，約八成
學生自覺學習力不從心；六成半人坦言自己
令父母失望，感到自卑，曾有放棄念頭。另
逾九成家長擔心讀寫障礙會影響子女升學和
前途。

九成家長憂子女升學前途
調查又發現，近九成家長由於擔憂子女學

習表現而壓力過大；而76%家長對讀寫障礙
認識不多，易造成忽略子女讀寫障礙表現。
東華三院教育心理服務中心社工林雪雯表
示，患有讀寫障礙的學生常因先天障礙導致
學習困難，亦往往因達不到師長及父母的期
望，易有焦慮、不快。　　

11歲學童侯蔚民，小一時經常做功課至凌
晨，有時需要通宵。為讓兒子更開心完成功
課，其母黃珅儀曾嘗試在兒子完成功課後帶
他去遊樂場散心，但成效欠佳，令她也大受
壓力。在身邊醫護界朋友的鼓勵下，她開始

向專業人士尋求協助，後來兒子被確診有讀
寫障礙，開始接受特別培訓。她希望社會能
更多關心讀寫障礙兒童，提供更多資助和照
顧。

無障計劃免費支援4,000人
「東華． 生讀寫無障礙計劃」為讀寫障

礙的小學生及其家長提供治療訓練及家長講
座等免費支援服務，活動將於今年6月至明年
8月舉行，東華三院主席陳文綺慧表示，到目
前為止，服務受惠總人數已超過4,000人。

高考大事表
年份 事件

1979 考試局接辦中大入學試，易名「香港
高等程度會考」

1980 考試局接辦港大入學試，易名「香港
高級程度會考」

1992 預科課程統一為2年制，舉行最後一屆
「香港高等程度會考」

1994 合併大學入學試為「高級程度會考」，
首次引入聯招(JUPAS)，7大均以高考
成績取錄中七畢業生

1997 以電台廣播進行英語運用科聆聽考試

2001 首次提供網上查閱成績服務

2008 首次採用網上評卷系統

2012 最後一屆為學校考生而設的高考

2013 最後一屆高考，只供自修生報考

資料來源：考評局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思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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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城市大學獲頒「2012年電腦世界榮譽

獎」，陳漢偉(右)代表校方往美國領獎。

城大供圖
■英基屬下啟

新書院推「提

名權計劃」，家

長可以40萬元

為子女購買優

先面試及分配

學位權利，圖

為校內上課情

況。

學校供圖

■張光源指，最

難 忘 是 1 9 9 6 年

「中化作文」600

名考生背默範文

答題。

香港文匯報

記者劉國權 攝

■1980年首屆高考准考證。

劉國權 攝

■1977年至1979年港大入學試

手冊及試題資料。 劉國權 攝

■佛教慈敬

學校鼓勵學

生主動收集

廚餘。

香港文匯報

實習記者

林玨瑩 攝

■11歲的侯蔚民（右二）小二確診讀寫障

礙。 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林玨瑩 攝

40萬買位「打尖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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