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師生比例惡化 1：7變1：27

自資課程學費及加幅（部分）
院校 課程 2013/14年入學學費 2012/13年入學學費 加幅

教育學院 社會工作高級文憑 2年共$117,000 2年共$93,600 25%

教育學院 教育副學士(通識研習) 2年共$96,200 2年共$83,600 15.1%

浸大持續教育學院 幼兒教育高級文憑 2年共$133,955 2年共$117,400* 14.1%

公開大學 普通科護理學高級文憑 2年共$121,025 2年共$111,600 8.4%

公開大學 精神科護理學高級文憑 2年共$118,125 2年共$111,600 5.8%

公開大學 護理學副學士先修課程(1年制) $40,000 $38,000 5.3%

公開大學 會計學高級文憑 2年共$90,000 2年共$86,000 4.7%

中大專業進修學院 流行文化與媒體研究高級文憑 2年共$96,720 2年共$93,000 4%

教育學院 社會科學教育榮譽學士(大中華地區研究) 4年共$294,000 4年共$$289,000 1.7%

公開大學 護理學榮譽學士(普通科) 5年共$251,625 5年共$248,000 1.5%

公開大學 創意寫作與電影藝術榮譽文學士 4年共$199,525 4年共$198,400 0.6%

*2012/13年入讀浸大持續教育學院幼兒教育高級文憑課程學生，如要於畢業後即符合幼師任教資格，須修讀暑
期銜接課程，費用為1.66萬元，有關課程今年已加進高級文憑正規課程中

資料來源：iPASS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景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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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振強校家長夜400人出席

iPASS昨更新課程資料 公大加費範圍最廣
教院社工課貴25%
4自資院校先加價

大學文學獎續辦
「少年作家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由浸大文學院聯

同語文中心合辦的「第七屆大學文學獎」現已接
受報名，比賽分小說組、散文組及新詩組，為本
港大學生、大專生、研究生或離校未滿3年的本
科和研究院畢業生而設。今年賽會續辦「少年作
家獎」，藉以培養中學生寫作興趣，鼓勵他們積
極參與文學創作，加強大學與中學間的文學交
流。

明年2月22日截稿
每組冠亞季軍及優異獎將分別獲獎金8,000

元、5,000元、4,000元及1,000元，另獲頒獎狀乙
張及獎盃或獎座乙個。「少年作家獎」為中學生
而設，每間中學可挑選全校最優秀的作品共3篇
參賽，最佳作品可獲頒「少年作家獎」，有意參
加者可瀏覽：

http://lc.hkbu.edu.hk/lcchi/了解詳情。截稿日
期為明年2月22日，賽果將於明年5月公布，查詢
電話：34117589。

2013英國升學指南
如果你對英國留學

有濃厚的興趣，由英
國文化協會出版的

《Club UK 2013》、
《Postgraduate UK 2013》和《Education UK升學
指南》，必能為你提供英國的多元升學資訊和生
活指引。

《Club UK 2013》提供不同的英國大學課程
範例，並收錄有關地質學的課程資訊、工程學的
就業前景、視覺藝術課程特色及心理學專題文
章，讓你了解英國廣泛多元的學科領域及眾多的
就業機會。此外，來自 Manchester, Edinburgh 和
Swansea之國際學生代表，則會分享在這3個城市
的生活點滴。

英升學兩項優勢
高質素的教育和良好的就業前景，只是在英國

升學的其中兩項優勢，而英國蘊含豐富的文化遺
產亦是在英國升學的優勢之一，《Club UK 2013》
便介紹了不少當地的傳統節慶活動，幫助學生探
索英國的歷史文化，同時發掘自己的興趣。

如果你正計劃前往英國修讀碩士、博士或
MBA課程，則可細閱《Postgraduate UK 2013》，
當中除了有關研究的新聞和獎學金等實用資訊
外，也收錄一些專題文章：

●翻譯及傳譯在國際關係扮演的角色
●時裝設計的營銷策略
●地球工程研究如何對抗氣候變化
●校友及碩士學生專訪
至於《Education UK升學指南》，分為「中小

學及大學」和「研究院及MBA課程」兩冊，詳
細闡述不同學習階段該如何選校、申請程序和獎
助學金等資訊；亦會介紹英國學生簽證的申請須
知及生活實用資訊，例如銀行開戶、租屋守則、
工 作 機 會 、 醫 療 保 健 等 。 同 學 可 登 入
www.educationuk.org.hk下載以上刊物。

資料提供：英國文化協會

（標題和小題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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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教
育局官員昨日與教協會面，就教師
的人事管理及中一人口暫時下降引
起的過渡性問題等議題進行討論。
教育局局長吳克儉表示，會以持平
態度收集持份者意見，並強調當局
推行的減派措施是為了「保學校」、

「保教師」；就教協一直堅持要推行
小班教學，他認為需要進一步研究
及討論，雙方同意繼續就教育議題
保持對話和溝通。

「超師」留3年 可帶薪進修
吳克儉及副局長楊潤雄等官員昨

日與教協近20名代表進行了會面，
當中包括主席馮偉華及總幹事葉建
源。雙方就教師的人事管理及中一
人口暫時下降引起的過渡性問題等
議題進行討論。吳克儉表示，教師
是教育中十分重要的環節，早前已
主動把超額教師保留期由1年增加至
3年，以挽留教師人才，其間辦學團
體及學校可以安排教師帶薪進修，
致力做到「不殺校」。至於推行小班
教學，吳認為需要進一步探討可行
性。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劉景熙) 教育局的

「經評審自資專上課程資料網」(iPASS)

昨更新課程資料，至少有4所院校已表態

新學年會加價。據本報抽樣調查發現，

院校加幅由0.6%至25%不等，當中教院

的自資課程「社會工作高級文憑」加幅

最驚人，2年全期學費由2012/13學年的

9.36萬元，急升至明年的11.7萬元，升幅

達25%。另有部分院校選擇凍費，或仍

在考慮是否加費。

「專上課程電子預先報名平台 」(E-APP)昨日起啟動，文憑
試考生可透過平台報讀本地自資學位及副學位課程。

為令學生有更多資訊參考，教育局昨亦同步更新iPASS，當中上載
了2013/14學年本地31所自資院校、逾460個自資課程的資料。資料
顯示，明年各校將有至少18,976個自資專上學位提供，包括副學位
14,085個，學位4,891個。

抽樣揭至少4校加價
本報抽樣發現，至少4所自資院校課程將會加價，其中教院的自

資課程「社會工作高級文憑」，2年學費由今學年的9.36萬元，調升
至明年的11.7萬元。教院另外兩個自資課程「文學副學士(音樂)」
及「教育副學士(通識研習)」，亦同由8.36萬元漲價至9.62萬元，加
價15.1%；其餘部分自資學士課程亦有加價，如社會科學教育榮譽
學士 (大中華地區研究) 加價1.7%。

公大護理學學費加12.1%
至於公開大學的加價範圍最廣，由公大及公大李嘉誠專業進修學

院開辦合共10個自資副學位全面加價，平均加幅5.3%，包括2個全
日制護理學高級文憑、1個護理學副學士先修課程以及其他7個商業
管理、心理學等高級文憑。其中普通科護理學高級文憑的全期學費
加幅最大，由今年的11.6萬元上升至12.1萬元，加價12.1%。

浸大幼兒教育升至13.4萬元
此外，浸大持續教育學院的「幼兒教育高級文憑」升幅亦甚高，

由11.7萬元增至13.4萬元，學費增加14%。另外，中大專業進修學
院有5個課程亦同樣加學費(見表)，全期收費由9.3萬元調升至9.7萬
元。

教院發言人回應指，自資學位及副學士課程均面對成本上漲問
題，後者更已2年來一直凍結學費，由於課程要自負盈虧，故學費
需相應作出調整。另據了解，公大是次學費調整並非「加價」，而
是把以往的實驗或實習成本重新計算在內。

學友社：部分加幅太高
學友社學生輔導中心副總幹事吳寶城表示，學費平均加幅達4%

至6%相信與通脹有關，水平可以接受；不過，部分院校加價幅度
太高，同學應留意加價原因，例如是否為了新建校舍，有無增加配
套或獎學金，而院校亦應向報讀者明確交代加價原因。教協主席馮
偉華表示，要開辦具質素的課程，加價無可厚非，部分院校因資源
不足而加價，部分則是牟取暴利，學生應加倍留意。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馮晉研） 智商達132的陳慧信，

小學兩度跳級，中學由直資中學成功轉讀傳統名校拔萃

男書院，本來學業應該一片坦途，但首屆文憑試不幸失

手，也失落於港大法律系。面對求學路途的挫折，他處

之泰然，最後獲浸大體育系錄取，今年才15歲的他，是

該系歷來最年輕的本科生。小伙子一向熱愛運動，目前

他已訂立目標，誓要在18歲前考入三項鐵人港隊，學士

畢業後則擬進修法律，一圓心儀已久的律師夢。

陳慧信在初小時已被證實為資優生，智商達132，小

二的課程太淺，遂跳到小四；到了小五，再直升中一。

中三之前，他在將軍澳一所中學讀書，後經老師鼓勵，

毅 然 轉 入 男 拔 ， 完 成 新 高 中 課 程 。 結 果 成 績 為

「5553444」，原先預想中英文科至少可考獲5*，結果只有

5級，沒能考上港大法律系。

遇挫無怨言 心理素質佳

年紀輕輕的他，沒有抱怨，「成績已出，也改變不了

甚麼，倒不如隨遇而安，計劃好之後的事情，勝過將來

後悔」。本學年，他成功升讀浸大的體育及康樂管理文

學士(榮譽)學位課程，系主任鍾伯光對他讚不絕口，指

他與同齡學生比較，表現更自律和成熟，「很多運動員

最難挨過的心理關口，就是為過往表現感到後悔，而他

卻具備良好心理素質和條件做精英運動員」。由於陳慧

信未成年，參與危險活動如獨木舟和行山等時，為安全

計，校方必須獲其父母同意。

智商達132  小學兩跳級

曾兩度跳級，令陳慧信較同儕年輕，但雙方相處卻無

隔膜。做課堂報告，他會向同學學習，「自己人生經驗

淺，同學想得更周全」。在運動方面，羽毛球、跆拳、

單車和田徑等，他均有涉獵，惟對三項鐵人卻情有獨

鍾，覺得可挑戰自己。

目前專注投入運動和學業的他，對自己的未來已有清

晰明確的路向：18歲能加入三項鐵人港隊，學業目標是

達到3.7積點(4點為滿)。他打算完成學位後，繼續進修港

大的法律系，「因為閱讀令我了解到擔任大律師的使

命，那本書講律師維護公義、堅守立場，好吸引我。」

他希望日後成為律師，維護香港的法治和「一國兩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余振強紀念中學
日前舉行「家長教師
會2012至13年度會員大

會暨第九屆執行委員會
委員就職典禮」，當晚同時舉行

中一及中二家長夜，與會者達400人，場面熱

鬧。
大會邀得校友張志明擔任主禮嘉賓，並致訓勉

辭。張志明現職保險公司分行經理及國際理財策
劃顧問。他於會上聯同校長張行健，頒發家教會
獎學金予操行及學業成績進步的學生。校監駱鏗
祥頒發獎學金予暑期進修班成績優異的學生，以
示嘉許。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劉景熙、馮晉研) 今年開學後，
部分自資院校爆出「超收醜聞」，令外界對師生比例甚
為關注。根據iPASS最新資料顯示，31間自資院校中，
暫時僅有14所同時披露今年及明年預計的「師生比
例」。有院校比例由去年1：7，急降至1：27，令人憂
慮教學質素。

14間自資院校中，9所師生比例下降，增加和不變的
分別只有2所及3所。當中師生比例惡化得較為嚴重
的，分別是嘉諾撒聖心商學書院由今年的「1:7」變成
明年的「1:22」；香港教育學院由「1:22」跌至

「1:32」； 生管理學院則由「1:16」變成「1:23」。
學友社學生輔導中心副總幹事吳寶城認為，坊間有

很多自資課程似「一門生意」，部分院校師生比例偏
高，或只是為了賺取回報，而忽視學生的得益。他提
醒同學在報讀課程時，除留意升讀大學比率外，也要
了解師生比例和師資等資料。

■余振強紀念中學家長日前舉行教師會2012至13年度會員大會暨

第九屆執行委員會委員就職典禮。 學校提供圖片

■吳克儉(左二)等官員昨日與教協近20名代表會

面。

■教院的自

資課程「社

會工作高級

文憑」加幅

最驚人，升

幅達25%。

資料圖片

■吳寶城表示，部分院校加價幅度太高，

同學應留意加價原因。 資料圖片

■鍾伯光(左)表示，很多運動員最難的心理關口就

是為過往表現感到後悔，而陳慧信（中）卻具備良好

心理素質和條件做精英運動員。 馮晉研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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