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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專擬明年升格 首辦社會發展課

指學券資助仍不足 難捱通脹加薪開支夾擊
幼園申加學費5%
額外津貼難紓困

就日前李惠利校舍南面用地
的用途爭拗，教育局局長吳克

儉昨重申，政府在今年2月才收到浸大希望在該地
興建中醫教學醫院的建議，並強調「這是不爭的事
實」；早前政府把該地皮提交上城規會，因為事前
已諮詢過其他政府部門，確認沒有其他用途才有此
決定，過程有規有矩，透明公開。

浸大近日發聲明指出，分別在2009年及2012年，
向政府提交中醫教學醫院用地方案。吳克儉回應
稱，2009年的報告中曾提及前李惠利地皮是中醫教
學醫院的理想興建地點，不過，報告寫明如有其他
交通便利地點亦可考慮；至於2012年的方案，是以
尖沙咀街坊福利會會址為地點作討論重點。

吳克儉重申，在今年2月18日才收到浸大正式的
建議書。他表示，過去數年當局一直與高教界及浸
大緊密溝通，未來希望繼續保持密切聯絡。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景熙

離職時別忘了道別電郵

高科院首建在地能源研發中心

當同事離職時，一般
都會買些西餅、蛋糕、
曲 奇 之 類 款 待 其 他 同
事，以答謝他們的指導

及協助，有時也會順帶發出「道別電郵」，感謝同
事、老闆、客戶，談談你的去向，並留下聯絡方
法，以便將來保持聯絡。在電郵「標題」的一欄，
大家通常會寫上「Farewell」或「Thank you and
Goodbye!」 ，而電郵的抬頭可以寫「Dear all」或是

「Dear colleagues and friends」。

回顧工作成就 感謝上司同事

道別電郵是離職同事在工作場合最後說話的機
會，在電郵中可以回顧一下在工作上的成績，並感
謝同事過去一同努力，內容宜保持正面及具鼓勵
性，例如你可以在開首說：「I would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thank you all for your support （支持）
and guidance（指導）during my five years here. I
cherish all the wonderful friends that I have made and
the valuable experience （珍貴的經驗）that I have
gained.」「指導」的字眼是答謝上司，而「支持」則
是感激下屬，而更重要是在工作上能認識一班朋
友。

接 你可以回顧一下你在工作上的成就，例如「I
thoroughly enjoyed the past 2 years with Corporate
Marketing team. I have been fortunate to be involved in
launching our fitness centre in Central which attracted
over 1000 new members to join our program in half
year.」具體地指出成績，讓同事回顧一下昔日大家
並肩作戰的時光。

電郵留一線 日後好相見

職場上沒有永遠的敵人，他日在工作上可能會遇
上舊同事，故切記不要將工作上的不滿寫在電郵
上。內容應盡可能保持簡潔，在結尾部分，可以留
下聯絡方法，例如:「I wish you all the best in the
future, please take care and stay in touch. My personal
email address is ...... and my mobile is ......」。最後，少
不免提及你為同事們預備的心意，歡迎他們享用，
你可以說:「I have prepared some cakes and cookies in
the pantry, please enjoy!」。

在電郵結尾，你可以重申:「Thanks again and wish
you all the best in the coming years」又或者「It has
been an absolute pleasure working with you and I wish
you all the very best.」收到離職同事的電郵後，如你
想答謝他的心意，並祝福他未來的日子順利，你可
以 回 覆 為 「 Wish you all the best in your
endeavours」，衷心祝願他前程錦繡。

香港職業英語計劃辦事處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考評局
設有專責小組，為有特殊需要的考生處理
特別考試安排的申請。局方數據顯示，今
年有1,274名文憑試考生申請特別考試安
排，較去年高出逾一成，而終獲特別安排
的成功率達93%，同樣高於去年。考評局
表示，考生可在文憑試開考前兩年起提出
申請特別考試安排。

申請成功率微升至93.1%

考評局數據顯示，今年有1,274名考生
要求特別考試安排，較去年的1,138人，
增加約12%。而今最終獲特別考試安排的
考生共有1,186人，當中以特殊學習障礙
考生最多，有456人。申請成功率由去年
的92.8%微升至93.1%。至於申請特別考
試安排的類別方面，其中有726人獲延長
作答時間、118人獲安排輔助儀器和273人
獲安排特別版試卷。

考評局發言人表示，考生可在文憑試開
考前兩年開始通過學校提出申請特別考試
安排，並須呈上心理學家在4年內撰寫的
評估報告，以作證明考生有特別考試安排
的需要。所有特別考試安排的申請，均由
特殊需要考生事務委員會或學障考生事務
專責小組，按公開考試委員會訂定的指引
處理。委員會或專責小組會按每一個案的
個別情況，包括考生填報的資料、專家的
評估報告、為考生於校內考試設特別考試
安排的紀錄等相關資料，作全面的考慮及
審批。

科大擬辦「航天系」全球招聘教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航空發展一日千
里，為配合業界對人才的需求，科技大學機械工程
系擬開辦航空工程學位課程。計劃現處於起步階
段，目前校方正籌備為學系易名為「機械及航空航
天工程系」，稍後將在全球招聘專家擔任學系教授，
預計最快兩年後開始招生。學系今年已先行開辦航
空的副修課程。

航空業畢業生起薪點1.2萬
科大機械工程系系主任袁銘輝引述波音公司去年

底的調查指出，全球航空業未來需要大約100萬名人
才，行業前景理想，香港作為國際航運中心，理應
培育人才。他指出，畢業生若任職飛機維修員和飛
機工程師等工作，以科大畢業生為例，起薪點約為
1.2萬元至1.5萬元。

目前，科大機械工程系已先行開辦航空的副修課
程，目前有12名學生修讀，內容包括空氣動力學、
飛機結構、飛機性能和燃氣渦輪及噴射等航天知
識。

袁銘輝表示，學系現正籌備開辦航空工程學位課
程，預計通過學校的審批及完成教資會申請程序，
最快兩年後開始招生，而為配合課程，學系擬易名
為「機械及航空航天工程系」。師資方面，學系已獲
太古集團投資港幣1,000萬元，讓學系進行全球招
聘，物色航天專家來港任教，另外再會增聘4位教
授，協助推動課程。

科大機械工程系三年級學生蔡亞雄表示，熱衷設
計飛機，曾與同學自組興趣小組參與國際比賽，對
航空業感興趣，故畢業後擬到海外進修碩士課程，
為未來擔任飛機工程師做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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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大「李地」建院
吳克儉：2月收建議
◆爭地風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龐嘉儀）全港幼稚園新學年學費調整申請將

於明天截止。現時，有不少幼稚園打算向教育局申請上調學費，以彌

補教師薪酬調整及教育營運成本增加的開支，其增幅由4%至15%不

等。有家長代表促請政府盡快落實15年免費教育以減輕家長負擔。

香港幼稚園協會有逾100間會員學
校，其會長唐少勳表示，因應政

府於2013-14學年提供一筆過額外津
貼，資助幼稚園進行小型維修工程、購
置傢具和增加學習資源，每校預計可獲
得15萬元至25萬元撥款，對業界財政有
一定紓緩作用，故預計學費加幅會較溫
和，或在5%以內。

有校舍月租22萬 擬加兩成

該會主席廖鳳香，本身是卓思英文學
校暨幼稚園（青怡分校）校長，她指該
校校舍現時月租22萬元，業主擬加租兩
成，但據她了解，「業主已算加得少，
測量行的評估話，要加8萬元才達市
價」，反映個別學校有很大的加價壓
力。

非牟利幼兒教育機構議會主席曾甘秀
雲認為，面對通脹、薪酬調整、教學用
品甚至電費開支增加等，數以百間會員
學校均會於來年加價，加幅約5%。她
歡迎政府為幼兒業界提供一筆過額外津

貼，但認為目前學券資助仍然不足，
「尤其未能減輕年輕家長的負擔」，建議
政府落實全面資助。

學券資助1.7萬 佔學費不足一半

轄下有7所全日制幼稚園的基督教香
港信義會至今仍未就學費加幅達成共
識，該會幼兒教育服務總監陳劉燕 表
示，轄下學校未必全都考慮加價，要視
乎個別學校的學費能否收回成本，而租
金因為政府對非牟利幼稚園有發還政
策，因此不在考慮因素之列。她又指
出，現時轄下全日制幼稚園的學費約為
3萬餘元，每名學童學券資助只有約1.7
萬元，佔學費不足一半，但認為政府上
調學券資助額始終是好事。

至於無參加學券計劃的學校，如好時
光教育機構，其總校長馮禮遜指出，轄
下3間私立幼稚園會考慮上調學費約
4%，未來會與校董會作進一步商討。
另部分私立學校已於網上公布有加費打
算，如新加坡國立學校幼稚園學費將由

2012-13年度的7.5萬元，增加至7.8萬
元，加幅4%。至於其小學及中學部則
分別加學費7.4%及9%。

專家料個別學校加幅達15%

教聯會理事、荃灣及葵青區幼稚園校
長會主席林翠玲表示，去年幼稚園的加
幅平均5%至8%，預料今年加幅會更
高，個別學校可達15%，「九巴都申請

4.9%加價，但現時學券資助額只增加約
4%，約710元，增幅太少，幼稚園加學
費壓力不少」。

香港東區家長教師會聯會主席趙明表
示，明白業界在經營上有困難，例如有
部分幼稚園收生較少，學費收入未必足
夠應付學校開支，故十分期望政府盡快
落實15年免費教育，「最好當然是家長
完全不需繳交學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熙）職場
對年輕人學歷要求上升，但政府資助學
位數目有限，造就龐大自資學位需求。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昨宣布，計劃最快明
年升格為大專學院，並開辦全港首個

「社會發展學」學士學位課程，今年中
啟動評審程序。另該校亦將於今年9月
與英國兩所大學新辦9個非本地學位課
程，學額120個。而就自資院校去年發
生超收醜聞，身兼自資高等教育聯盟理
事的港專校長陳卓禧透露，聯盟的新收
生指引接近完成，將更清晰列明收生上
限及相關機制，詳情稍後公布。

申馬鞍山校舍 何文田校升呢

港專昨舉行傳媒午宴介紹未來發展大
計。陳卓禧指該校計劃向政府申請按

《專上學院條例》註冊，預計今年中開
始接受評審，一旦成事，港專最快明年
升格為可頒授學位資格的專上學院，但

新名字暫未能公布。而該校現正籌備首
個「社會發展學」自資學士課程，需要
同時修讀政治、經濟、社會學及社工學
科，將與學院評審同步進行，最快明年
9月收生。

政府上月推出馬鞍山前五邑工商總會
馮平山夫人李穎璋學校的空置校舍，供
自資院校申請使用。陳卓禧昨首次表明
決定入紙申請，為該校大專化增加設
施，另該校又撥出數百萬元提升何文田
校舍配套。

與英校合辦9非本地學位課

另為增加港生出路選擇，港專今年9
月將與英國列斯城市大學及中央蘭開夏
道大學，新辦9個3年制非本地學位課
程，包括商業學、新聞學等，3年學費
合共15萬元，學額120個，其中100個屬
高年級銜接學額，高級文憑畢業生可直
入三年級，其餘供文憑試生申請，要求

獲5科3級或以上。
去年自資院校風波引起社會對課程質

素的關注，陳卓禧稱，近年確有個別院
校以縮短就讀年期作招徠，手法包括推
出「獨特」課程，讓學生直接進入高級
文憑二年級就讀，或容許舊制毅進課程

學生「飛站」，跳過一年文憑課程而直
入兩年制高級文憑，該情況值得留意。

他又透露，自資高等教育聯盟聯盟現
正按政府要求檢討過往收生指引，修訂
版指引將有更清晰收生上限，預料稍後
可公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龐嘉儀）香港職業訓練局轄下
的高等科技教育學院（THEi），最近獲台灣金運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捐贈600萬港元，成立全港首個「在地電力
優化供電系統研發中心」，進行有關再生能源的技術開
發與測試，成為本地大專界最完善的能源研發中心。

獲台企捐600萬 交流技術

合作協議由高科院校長林麟書及金運科技母公司廣
運集團董事長謝清福代表簽署，雙方將互相交流最新
再生能源技術，並為本地培訓人才。

高科院科技學院院長蔡宏表示，研發中心位於青衣
的高科院大樓，設有3個實驗室，包括「再生能源發電
系統整合實驗室」、「前瞻能源儲存系統整合實驗室」
和「動態微電網供需系統整合實驗室」。實驗室會分階
段投入使用，將就太陽能、風能等再生能源的採集、
儲電和供電系統3方面進行科學研究，並為業界提供諮
詢服務，同時切合高科院「環境工程及管理」學位課
程的需要，為學生提供學習及實驗設施。

廣運集團策略及技術總監宋廉永指出，香港是中西
薈萃的國際中心，便於吸引人才，因此選址在香港設
立研究中心，未來將會考慮加大對教育界的投資，協
助培養人才，將科研技術向社會延伸，推廣綠色發展
模式。

■由於通脹、教師薪酬上升等壓力，幼兒教育業界表示將會上調學費。 資料圖片

■港專最快

明年升格為

大專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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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景熙 攝

■袁銘輝(左二)表示，現正籌備開辦航空工程學位課程，預計最快兩年後開始招生。

香港文匯報記者馮晉研 攝

■高科院獲捐贈600萬港元成立全港首個「在地電力優

化供電系統研發中心」。 職訓局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