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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界提醒注意認受性 籲當局加強質素監管
5新校自資副學位大混戰

百年女商校聖心升格專院
新辦副學位院校及課程

院校 課程 首年學費*

能仁書院 兩年制中文副學士 38,000元

能仁書院 兩年制工商管理副學士 38,000元

培正專業書院 兩年制創意媒體科技高級文憑 38,000元

培正專業書院 兩年制資訊及通訊科技高級文憑 38,000元

香港三育書院 兩年制商務副學士 39,600元

青年會專業書院 兩年制會計學高級文憑 42,000元

青年會專業書院 兩年制商業學高級文憑 42,000元

青年會專業書院 兩年制酒店款待管理高級文憑 42,000元
(酒店及餐飲)

楷博商業及會計學校 兩年制工商管理高級文憑 48,000元

嘉諾撒聖心商學書院# 商業學高級文憑 42,200元

*第二年學費或有不同，視乎院校及課程而定

#該校於2011年新辦副學位課程

資料來源︰iPASS網站、有關院校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思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思諾）2012年是新舊高中畢業「雙軌年」，

一下子觸發專上教育業界大混戰。據香港文匯報統計發現，多達5所新

自資專上院校今年紛紛「搶灘」，首次通過正式學術學歷評審，於新學

年開辦副學位程度課程。有關院校各具不同背景，包括曾辦多年的專

業進修課程、提供外地認可學歷，亦有涉及過百年的辦學經驗等。不

過有學者及教育界人士提醒，由於新院校知名度較低，學生選擇時需

要加倍留意課程的認受性和教學質素，而有關方面亦需要加強質素保

證，避免自資專上教育過度膨脹。

香港文匯報綜合教育局「經評審專
上課程資料網（iPASS）」、資歷名

冊（hkqr）等資料發現，新學年至少有5
所「新晉」院校首次成功通過學術評審
局的四級副學位程度評審，正式加入提
供不同學科的兩年制副學士或高級文憑
課程（見表），數目之多屬歷年之冠。

能仁減學費任借iPad吸生
其中具佛教背景的能仁書院早於1969

年成立，該校過往一直開辦獲台灣認可
的專上課程，但因未有完成本地學術評
審，因此報讀人數較少。校長黃景波表
示，因應社會需要，學校必須作出改變
才可以繼續營運，所以去年9月起大革
新，包括重組校董會、物色教學團隊、
以逾千萬元翻新校舍，早前終成功通過
評審，9月會開辦副學士課程，成為香
港專上教育的「生力軍」。
相對較輕的經濟負擔可說是該校賣點

之一。黃景波指，校方日前獲善長500
萬元大額捐款，校董會遂決定減學費1
萬元至3.8萬元，亦容許學生分10期繳
費。有關水平幾乎屬全港副學士中最
低，只略高於科技專上書院的數個課
程。另該校又安排學生可免費借用第三
代iPad，並配以免費電子教科書，盡量
減輕學生負擔。

培正專院斥2億建教學樓
提供兩個高級文憑課程的培正專業書

院，首年學費同為3.8萬元，書院前身為
培正教育中心，主要為教師提供培訓。
校長岑錦康指，校方刻意定出較低學
費，以提供更多升學機會予學生。他又
表示，培正早於七八年前已開設計劃斥2
億元興建教學大樓，課程方面亦於2009
年已開始籌備，預計書院進駐大樓8樓至
15樓，每層佔地7,000平方呎，共可容納
1,000人，而有關新校舍料即將竣工。
除開辦副學位課程外，兩校同樣訂定

明確目標，正密鑼緊鼓於兩三年內籌備
學士學位課程，長遠發展成為私立大
學。其中能仁便計劃明年5月申請五級
學位程度評審，爭取在2014年推出課
程，長遠並向政府申請批地建新校舍。

促監管免自資校過度膨脹
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鍾

劍華指，雙軌年下中學畢業生大增，吸
引更多院校開辦副學位課程是正常現
象。不過他指自資專上課程始終屬市場
導向，擔心其質素和監管出問題，學生
要小心選擇，更需考慮學費負擔，以免
未畢業即要背負10萬元計的債務。教育
政策關注社主席張民炳表示，現時副學
位課程很多，雖然都已通過評審，但部
分院校知名度不足，或影響認受性；他
又指當局應加強質素保證工作，避免自
資專上教育過度膨脹，「否則學額供過
於求，即使院校做到私立大學，都未必
可以生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思諾）新晉自資院校知
名度難免較低，為增強外界對其認知及信心，聘
用著名學者成為其中一條出路。其中能仁書院便
邀得今年6月始從香港大學退休、曾任中文系主任
多年的資深教授單周堯加盟擔任副校長。他表
示，自己一直熱愛教育，於是接受能仁邀請，並
參與課程策劃。校方在待遇上對他亦非常重視，
單笑言：「現時薪酬比起在港大任教授更高呢！」
單周堯任職港大中文系近40年，醉心文字學、

音韻學等範疇的研究，學術地位極高，更被譽為
「文字癡」及「活字典」，是次獲能仁書院「重金
禮聘」，他指主要因為受到校長黃景波的邀請，而
自己也希望退休後仍能從事教學工作，與下一代
分享知識。
對自資院校積極吸納大學知名退休教授，教育

政策關注社主席張民炳認為，良好師資能確保教
育質素，實屬無可厚非；不過他亦提醒，師資成
本容易導致學費高昂，或會加重學生的經濟負
擔，院校及學生都應注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思

諾）除5所今年新辦副學位課
程的院校，成立於1905年、
香港首間商科學校嘉諾撒聖
心商學書院亦先行一步，成
功通過評審，趕及於去年9月
開辦商業學高級文憑課程，
升格成為香港唯一一所女子
專上學院。書院講師楊偉剛
指，校方3年前開始籌備成立
專上學院的計劃，現正一步
步落實，今年並將高級文憑
課程分成會計學、市場學及
商業行政3個專修，收生人數
亦會由110人增加至160人，
回應社會對商業副學位需
求。
辦學逾百年的嘉諾撒聖心

商學書院，早年一直是專門
開辦女子秘書課程的商科職

業學校，隨香港社會變遷，
該校近年積極轉型，並升格
成正規學術資歷的專上學
院。楊偉剛表示，過程中要
面對學術評審局的審批程
序，對該校是較大挑戰，幸
最終順利通過評審，踏出重
要的第一步，而該校亦正籌
劃在下學年加開人力資源管
理高級文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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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國際茶展
同期舉行由香港貿發局主辦的香

港國際茶展，今年已是第四屆舉
行。展會首兩天只供業內人士入
場，8月18日則開放予業內及公眾
人士參觀。

今年的香港國際茶展，匯聚近300家來自香
港、印度、日本、斯里蘭卡和中國內地等的茶葉
貿易商及生產商，以及首次參展的伊朗參展商。
買家可於會上找到林林總總的名茶、加工茶和其
他茶類產品；生產商也可物色茶葉包裝用品、加
工設備和測試服務供應商，發掘合作良機。茶遠

遠不止是一種飲料，品茗更是一種重要的文化，
因此大會亦網羅各類雅致茶具及茶藝。

觀賞決賽
另外，為了推廣香港獨特的港式奶茶文化，今

年由香港咖啡紅茶協會主辦，香港貿易發展局協
辦的「國際金茶王大賽2012（港式奶茶）」國際
總決賽將於展會8月18日下午舉行，到時大眾可
一睹各「水吧」師傅沖泡港式奶茶時的神采及技
術，定必令大家大開眼界。

精彩活動

茶展又特設「茗茶之友」及「茶具」展區，

買家可以觀摩各類特色茶具和佐茶食品。除了展

出來自世界各地重要產茶區參展商的產品外，大

會亦籌備了多項活動以介紹不同茶葉種類的特色

及茗茶文化，例如「中國名茶交流茶聚」及「名

茶比賽2012得獎名茶巡禮」，參觀人士可一嚐由

參展商沖泡既優質又獨特的茶，買家試飲之餘，

也可以向在場的茶商查詢詳情。大會特別為公眾

人士推出一連串有關茗茶及茶文化的活動，一系

列「茶經論道」講座將於8月

18日（星期六）舉行，題目

包括宜興紫砂壺、茶料理及

茶投資等。饞嘴者更不能錯

過於「茶食共舞」工作坊

中了解怎樣配搭不同的中

國茶及小食。

美食博覽
今屆美食博覽吸引26個國家和

地區超過1,100家商號參展，匯聚
環球佳餚。美食博覽共分為三個展區，分
別是「尊貴美食區」、「公眾館」及「貿易
館」，其中「尊貴美食區」及「公眾館」供
公眾人士持票入場，「貿易館」亦於8月1８
日對公眾開放。

珍饈百味
今年特設的「尊貴美食區」（8月17日-1９日上午11時至晚上8

時舉行），超過70家參展商為樂活一族提供高級精緻美食。展
區以四大生活品味為題，包括：「環球．美饌」、「極上．料
理」、「摩登．煮意」和「甜藝．閒情」。區內的精彩活動包括
星級名廚示範、論壇、講座和遊戲節目等。
「美食薈萃廊」是今年「公眾館」亮點之一，凝聚34個品牌

的食品和飲料，包括阿波羅、超力、華潤五豐、海天堂、新東
陽、官燕棧、菁雲、奇華、佳富高、李錦記、美心、京都念慈
菴、日清、壽桃牌、鴻星、大班、道地茶系列、同珍、榮華及
維特健靈等。
美食博覽節目豐富，大受歡迎，其中包括綜合表演活動、烹

飪示範、有獎遊戲及比賽，現場還會免費派發美食購物優惠小
冊（送完即止）。不容錯過。

特刊　責任編輯：韋珮華　版面設計：伍泳傑

美食展 茶展 中醫藥展

美
食
展

茶
展

■和記隆糖果餅家

（展位：3D-D06）全新口味月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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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罐頭鮑魚

國際現代化中醫藥及健康產品展覽會暨會議
香港貿發局及現代化中醫藥國際協會合辦的第11屆國際現代

化中醫藥及健康產品展覽會暨會議（ICMCM），亦於同期舉
行。今年共有超過110家參展商，其中包括來自加拿大、中國內
地、香港、日本、韓國、澳門、新加坡及台灣的企業。會上更

有分別由貴州、吉林、青海內地省市設立的地區展館，陣容鼎盛。首兩天只供
業內人士參觀，並舉行主題為「重大疾病藥物研發與中醫藥養生保健」的中醫
藥專業會議，邀請來自不同地區的著名學者及業界翹楚主講，與業界探討廣泛
議題。公眾人士可於8月18日參觀展會，瀏覽和選購不同地區的中醫藥和保健
產品。

互動節目
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於展會期間設立《中藥面面觀》資訊展示區，運

用輕觸屏幕瀏覽中藥網站及中藥知識遊戲，主題為「嶺南藥物知多少」，介紹
如雞骨草、鴨腳木等藥材以及涼茶如五花茶、廿四味、龜苓膏、湯水、活絡
油等保健產品。屆時還會舉行「養生藥膳示範」，讓參觀
人士可免費品嚐美味又健康的湯水。除此之外，還有註
冊中醫師為在場人士把脈，提供中醫顧問服務，節目相
當豐富。
公眾人士亦可參加8月18日舉辦，以「中醫藥養生之道」

為題的中醫保健公開論壇，請來多位香港註冊中醫學會
慈善基金的醫師講解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實踐中醫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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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州特色製藥有限

責任公司（展位：1A-

A19）藥品一苦丁降壓

膠囊

展覽資料
日期：美食博覽　　　　　　　 8月16至20日

美食博覽「尊貴美食區」 8月17至19日

香港國際茶展　　　　　 8月16至18日*

中醫藥及健康產品展　　 8月16至18日*

*8月16至17日只供18歲或以上業內人士免費入

場參觀，8月18日開放予業內及公眾人士。

票價及售票詳情請瀏覽：

www.hktdc.com/ex/hkfoodexpo/T2

網址：

查詢電話：1830 670

轉
美食博覽（8月16-20日）、香港國際茶展（8月16-18日）及國際現代化中

醫藥及健康產品展覽會暨會議（8月16-18日），今日於香港會議展覽中心開

鑼。愛好美食、茗茶及注重健康的你，記緊把握機會，盡情購物！ ■桐鄉市春發菊業

（展位：3G-F08）杭

白菊胎菊王御品禮盒

www.hktdc.com/ex/hkteafair/29香港國際茶展：

www.hktdc.com/ex/hkfoodexpo/24美食博覽：

www.hktdc.com/ex/icmcm/18中醫藥及健康產品展：

今日開始玩 會展

■福安市工夫茶葉有

限公司（展位：3G-

B28）丹桂飄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