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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助研發電子課本
教局最高撥40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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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5期發放限6年不加價 學界指投資風險高無吸引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電子教科書開拓計劃摘要

勞雅文）

教育局將撥款5,000萬元推出「電

■機構要免費提供指定數目電子教科書予
政府指定不多於600所學校教師、公共
圖書館及教育局作內部參考

牟利機構研發電子課本。當局昨日
舉行簡介會，吸引近300人到場。
按當局規定，受助單位最高獲撥款

■以學習階段提出申請，包括初小、高
小、初中，共32個科目，每個機構最多
可提交4份申請

400萬元，款項分5期發放，機構
需提交6年財務計劃，期內不能加

■資助款項分5期發放

價。至於評選中標者準則，質素及

■遴選比率質素佔六成；訂價承諾佔三
成；其餘一成為計劃實施細節

定價各佔六成及三成。不少出席的
■鄺重平（左）和簡永基
（右）均對計劃感到不樂
引，加上投資風險甚高，大幅降低
觀。
申請意慾。
勞雅文 攝

學界人士均表示，計劃條款未見吸

育局推出上述計劃，旨在透過開
拓電子課本巿場，打破書商在傳
統教科書巿場的壟斷。當局昨日把計劃
申請詳情及表格上載至教育局網頁，並
由今日起至9月24日接受申請。入選的非
牟利團體最多可獲400萬元配對資助，但
要接受條款約束，包括資助款項分5期發
放，機構必須完成各階段試用及質素保
證，而且效果令人滿意方可獲全數資
助。
至於在遴選準則方面，質素評分佔六
成，訂價承諾佔三成，餘下一成為實施
細節的評分。

■石國基指，6年內不可
隨便加價違反自由市場原
則。
勞雅文 攝

當局規定機構把成果免費提供政府指
定不多於600所學校教師、公共圖書館及
當局內部參考。

教院兼任教授：分期資助少見
有參加簡介會的香港教育學院兼任教
授簡永基形容，計劃分5期發放資助「好
奇怪」
，「以業界經驗，一般先付錢後交
貨，至少先收三成訂金」
，加上教育局未
能保證使用開發成果學校數目，把開發
風險提高，小型機構難與書商競爭。

指大學教授多無興趣

國際校4校舍8月底截申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熙）國際學校學額短
缺問題困擾本港多年，變相減低外國專才來港工作
意慾。教育局昨日宣布，已在港島及九龍物色4所空
置校舍，計劃分配國際學校應付需求。教育局即日
起邀請辦學團體表達申請發展意向，8月27日截止。

地點為南區東區觀塘區
4個空置校舍位於南區、東區及2所位於觀塘區。
教育局發言人表示，首階段工作是邀請團體表達申
請意向，藉此了解國際學校當前發展需求，以及如
何使用空置校舍。辦學團體如有意申請，須遞交詳
細辦學計劃書。教育局將視乎各團體回應，於本年
稍後時間透過公開及公平競爭機制進行分配工作。
發言人又指，辦學團體要具備多項條件，包括良
好架構、穩健財政基礎、妥善管理、良好往績、具
證明營辦國際學校經驗及專才。申請團體須自行評
估課程潛在需求，及說明如何配合目標學生需要。

教城網就業升學資訊平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熙）香港教育城與教
育局及多所升學就業輔導機構合作，推出一站式就
業升學資訊平台「多元導航」
，為新舊制高中生提供
多方面升學及其他出路資訊，網址為
http://www.hkedcity.net。
「多元導航」包含一般升學資訊，更有多條由多
個團體拍攝的短片，切合考生不同需要，如
「JUPAS改選、放榜準備及大學面試」、「擇業有
道」
、「行行出狀元」等升學及就業資料。另網站首
次推出「網上互動直播—為畢業生打氣」
，邀請多
位名人分享面對放榜心得，學生和家長可即時回
應，嘉賓包括中大校長沈祖堯、香港十大傑出青年
張潤衡等。

■黃燕如擔心質素評分比
例太低，計劃難以確保電
子教科書質素。
勞雅文 攝

起初對計劃頗感興趣的中大工程學系
兼任教授鄺重平表示，擔心參與的非牟
利機構未必有足夠起動費用，教育局又
沒有清楚訂明將使用的系統平台，開發
成果或未能兼容使用。他坦言，曾接觸
不少大學教授，他們均表示對計劃不感
興趣。
香港教育圖書助理總經理兼副總編輯
黃燕如對申請遴選準則大表詫異，她指
「針對質素評分只佔六成，其餘四成關於
訂價承諾及實施。我擔心質素所佔比率
太低，難有保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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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日期由2012年6月26日至9月24日
資料來源：教育局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勞雅文

出版社：不利小型社企
導師出版社社長石國基則指，參與機
構要確保6年內不可隨便加價，違反自由
市場原則，「小型社企如何做到6年計
劃，其間又不能轉讓，萬一倒閉怎辦？」

學者：有助業界發展
港大工程學院助理院長霍偉棟對計劃
感興趣，他指大學於電子教科書開發上
一向有研究，亦有相關技術支援，只要
加入互動元素即可。他認為計劃很有鼓
勵性，有助業界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熙）
距離「末代高考」放榜尚餘3日，不
少考生已準備更改大學聯招辦法
（JUPAS）選科排序。去年有網站看
準考生心態，設立「JUPAS非官方
網站」搜集學生個人資料，聲稱可
為考生分析入學成功率，遭「正版」
大學聯招處發律師信警告制止。不
過該網站1個月後改名重新運作。大
學聯招處昨日再發表公開聲明，提
醒各考生切勿向不明來歷網站提供
個人資料。

曾發律師信 警告某網站
去年9月，香港文匯報發現非官方
網站「jupashk」
，聲稱收集近1,500項
2011年高考生獲各大院校不同課程
取錄具體成績，列出聯招「第一遴
選」獲取錄考生編號、他們是否已
繳付註冊費等資料。當時大學聯招
處得悉此事後向該網站發律師信，
該網站停止運作。

一度停運作 改名後重開

但1個月後，有網民在網上討論區
透露，該網站以「ATUHK」名稱重
開，聲稱已移除一切敏感資料，目
前仍在運作。
大學聯招處總幹事黃陳穎華昨日
表示，聯招處一直有跟進此事。由
於該網站再沒有搜集個人資料，故
聯招處不會作進一步行動，但會密切留意事
件。為了防止同類事件發生，大學聯招處昨
日再發公開聲明提醒考生，指任何未經授權
「非官方大學聯招資訊網站」，轉載升學資訊
時有機會斷章取義；又或「預測」考生升學
成功率時只計算最低入學要求，遺漏面試表
現、該屆課程報讀人數、選科排序等，不但
準確度成疑，而且考生可能洩漏個人資料招
致損失。
大學聯招處強調，所有申請人和學校如有
疑問，可直接瀏覽JUPAS官方網站
http://www.jupas.edu.hk，或致電JUPAS辦事處
2803 2200（三年制課程） / 2334 2330（四年
制課程）查詢。

培正專院新課程 「保送」台9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思諾）
「末代
高考」及首屆中學文憑試陸續放榜，高
中生升學需求殷切。有見及此，培正專
業書院昨日宣布，新學年推出全新
「1+3基礎課程」
，港生在本港完成1年基
礎課程後，將獲「保送」銜接到台灣指
定9間高等院校，再用3年完成大學學位
課程。基礎課程學額約1,000個，學費
3.96萬港元。

憑課程，由於本港學制轉為「334」，會
考亦已取消，因此書院要「轉型」
。

修畢1年課 即可赴台

他指書院今年新開「1+3基礎課程」
，
為了讓公開試學生有更多途徑升讀台灣
的大學。課程主要分3大範疇，包括人文
及傳播、商業及管理、設計及科技。同
學在港完成1年課程，即共修讀36個學分
後，將獲校方已聯繫好的台灣高等院校
中中聯會升學講座
認可，銜接至當地大學二年級，變相以4
香港中文中學聯會昨日舉行一年一度 年完成大學課程。
現時書院已和9間台灣私立大學合作，
會員大會，特設台灣升學專題講座，邀
請全港中學派代表參加。台灣「教育部」 包括大葉大學、台灣首府大學、弘光科
前部長吳清基、台灣「海外聯合招生委 技大學、明道大學、南台科技大學、暨
員會」主任委員許鈞和、中中聯會主席 南國際大學、朝陽科技大學、銘傳大學
譚日旭及副主席兼培正專業書院發展總 及嶺東科技大學。
葉賜添指，學生需在報讀基礎課程時
監葉賜添出席講座，介紹台灣升學最新
選定將來入讀的台灣院校及學系，這樣
發展。
葉賜添表示，培正專業書院2000年成 台灣方面會為學生預留明年大學學位，
立，早期主要承辦教師資訊科技培訓工 只要學生在基礎課程合格，就一定可以
作。其後書院主要開設會考後預科和文 入讀該大學。

■香港中文中學聯會一年一度會員大會，約200名校長和學校代表參加。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思諾 攝

便利考生 升學門檻低
葉賜添又指，課程希望讓公開試成績
稍遜的學生從另一途徑升讀大學，「文
憑試生只要中、英文科考到2級，另外3
科成績合共4分即可入讀書院課程」。而
高考生入學成績要求亦與此上述要求相
若。
今年台灣首次以「免試」形式招收香

港學生，學生可透過「個人申請」和
「聯合分發」形式報名。許鈞和表示，今
年3,793名港生報讀台灣的大學，破歷年
紀錄，其中以「個人申請」形式報名687
人，以「聯合分發」形式有3,106人。
許又指，「個人申請」早於3月放榜，
港生在眾多海外僑生取錄情況最理想，
錄取率60%，其中56%以第一志願獲取
錄。

迪園53萬獎學金贈VTC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港迪士尼早前向職
業訓練局（VTC）捐贈53萬元獎學金予近70名學生，
各人分別來自酒店、旅遊及餐飲、娛樂及創意工業、
工程學科，資助他們達成學習及事業目標，鼓勵創意
教育。
獲獎學生來自香港專業教育學院（IVE）、香港知

■香港迪士
尼捐贈53萬
元獎學金，
近70名VTC
學生受惠。
職訓局供圖

《天堂小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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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需提交6年財務計劃，6年內不能加
價

子教科書市場開拓計劃」，資助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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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 堂 小 是聞者皆遠之的愛滋病。雙親逝世的消
店 》 收 錄 一 息甫傳出，親戚長途跋涉而來，目的不
家 五 口 的 故 是哀悼，而是想窺探這間他們從不想接
事 ， 主 角 是 觸的棺材店的市價。結果，看在金錢利
哥哥卡西瓦、姊姊瓊妮、妹妹冰緹及 益的份上，親戚分別收養三兄妹。
其父母。他們一家經營一間棺材店。
在親戚眼中，對三兄妹的照顧不是
但母親逝去後，父親也因病離世。這 「理所當然的責任」，而是一種「施
。親戚甚至視他們連奴隸也不如，
次棺材店服務的不是其他人，竟是本 捨」
規定不能一起進餐等，因為他們是「愛
店的老闆。
。親戚對三兄妹的歧
事實上，父母患的並非普通疾病，而 滋病患者的子女」

視，不但是一種人性的醜惡，更反映其
懦弱的一面─因害怕自己被傳染，利
益受損，所以剝削三兄妹的生活權利。
這個故事讓我深切體會到社會的人
情冷暖，也讓我明白人們對這種病毒
的無知。
有人說過：「沒嘗試過踏入人群，沒
辦法了解人群的需要。」究竟我們
有否走進這群愛滋病患者的生活圈
子，了解過他們的悲傷？或許，我們

中華書局為紀念成立100周年，於今年推出《香港散文典藏》系列，邀請多位著名本地散文名家，
包括劉紹銘及林行止等，精選他們多篇散文名作，輯錄成書。此系列更請來本地文化界重量級人
物、著名作家劉紹銘教授和陳萬雄博士作顧問，主編則為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黃子平教授，其選篇
嚴謹準繩不在話下，導讀更是水準之作。

專設計學院（HKDI）
、中華廚藝學院（CCTI）及旅
遊服務業培訓發展中心（HITDC）
。他們經不同形式
面試挑選，除了小組討論及問答外，面試學生更以即
場烹調菜餚或展示創作作品等展現才能。得獎學生每
人可獲3,000多元至10,000元獎學金，部分得獎者獲香
港迪士尼實習機會。

作者：莊燕珊
年級：中五
學校：基督教宣道會宣基中學

真的沒法去諒解、去愛護他們，但絕對
不能剝削他們的生活權利。
生命同價，若我們的生命
重要，愛滋病患者的生命同
樣重要，他們不應因我們的
自私而被剝削，他們值得我們
給予尊重，一份同作為
人的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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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書局總編輯李占領點評：文章要打動人
心，首要的是文字順達、思路清晰。撰寫閱
讀報告，更應扼要地歸納作者的中心思想。
宜在撰文前多做工夫，構思好大綱才下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