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校造價升逾1.3倍 珠海學院申貸增2.5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穎宜）珠海學院2009年獲政
府批地於屯門興建新校舍，但因有關地段發展涉及考古
調查與道路擴闊工程，增加建校成本及難度，令校方需
要處理土地契約事宜及修訂校舍設計，連同該校在修訂
設計時加入增建的宿位及教學設施，建築預算較原先大
增3.62億元，加上近幾年間建築成本上升，總建築費增
加逾1.3倍至近10億元。教育局昨向立法會教育事務委
員會提交文件，提出為珠海學院額外增加2.5億元貸款，
配合該校新校舍建設及學位課程發展。
文件指，立法會財委會於2009年向珠海學院批出3.5

億元貸款興建屯門新校舍，校方原預計校舍最早可於
2013年落成啓用；但在批地過程中，珠海得悉該用地有
發展限制及其他技術問題，當中包括考古調查及道路擴
闊工程，導致擬建校舍需要坐落於部分山坡上，增加發
展成本及難度。

擬於2019/20學年前遷入
後來珠海需要修改設計，並同時在新設計中增加總樓

面面積以提升學生學習環境，當中包括約170個學生宿
位及其中教學設施，令項目預算費用增加3.62億元，連
同因近年建築成本上升而令造價增加2.15億元，總費用
增至9.98億元，較2009年預算的4.12億增逾1.3倍。文

件又強調，為減低總開支，珠海已決定新校舍及宿舍只
採基本建築技術。根據計劃，珠海新校舍工程可於2016
年初完成，校方並擬於2019學年/2020學年或之前完全
遷入，開辦現時11項學位課程及其他新增課程，屆時可
有約2,400名學生。
教育局指，珠海學院已獲賽馬會捐助2億元，並準備

動用學院資金及其他捐款合共2億元，以應付有關額外
費用，但仍希望再申請2.5億元貸款配合學院發展，局方
計劃於12月將建議提交財委會審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港浸
會大學將於本月28日 （星期五）晚上
7時至9時，假座浸會大學道校園（新
校） 教學及行政大樓二樓曾陳式如會
堂 （AAB201室）舉行非聯招入學講
座，向有意申請高年級入學 （三年
級）的非聯招申請者，介紹該校2015
學年至 2016學年高年級入學申請須
知，提供最新的入學及課程資訊。
講座以廣東話輔以英語，並用小組討
論形式進行，由教務長蘇國生主持，而
各學院將派出代表講解課程詳情，活動
歡迎現時就讀或已完成本地副學士課程
的非聯招申請者、家長及提供副學士課
程院校的職員參加。
座位有限，有興趣者可於網上登記：
http://www.hkbu.edu.hk/ar/
admissions/njtalk，先到先得。
此外，該校由本月3日至明年1月5
日接受2015學年至2016學年本科課程
一年級或三年級（高年級入學） 非聯
招入學申請。申請人可透過教務處網頁
申 請 ： http://www.hkbu.edu.hk/ar/
admissions/n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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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模擴至亞洲多地 參展院校增至67間

法吸港生升學
再辦網上教育展

「網上法國教育展2014」由法國駐
港澳總領事館舉辦，今年第二屆

規模擴展至九個亞洲國家及地區，包括
香港、澳門、中國內地、新加坡、韓
國、寮國、馬來西亞、菲律賓及印尼。
今屆有關網頁平台http://www.studyin-
france.hk/，合共有67間法國大專院校參
與教育展，比去年40多間為多，包括公
立大學及各高等專業學院，提供工商管

理、工程、人文學科、藝術及設計、法
文等課程。
網上平台由即日開始，提供三個月

（2014年11月到2015年1月）服務，學
生和家長可透過任何電腦、平板電腦或
智能手機，隨時隨地免費登入教育展的
立體網上平台。一經登入，在「參展單
位（List of Exhibitors）」內的搜尋器即
可根據學生心儀的課程和學歷找出對應

學校，輕易瀏覽各個院校攤位。在每個
虛擬攤位內，可以下載課程簡介，閱讀
校友分享，觀看短片。

學校代表「互動日」網上解答
除了各間院校的資訊外，網上平台的

14個合作夥伴，亦為學生提供留學法國
的一般資訊，包括簽證手續、旅遊、獎
學金等。同時，今屆的網上平台設有兩
次，為期三天的「互動日」，學生及家
長可與身在法國的學校代表以聊天室作
即時對話，查詢升學資料。
大會昨日舉行啟動禮，由法國駐港澳

總領事栢雅諾及香港科技大學副校長
（大學拓展）翁以登主禮。翁以登表
示，網上法國教育展是一個很好的平
台，特別為計劃到法國交流的科大生提
供一些實用的資訊。

設英語授課助港生
栢雅諾指，網上平台能節省院校代表

來港的住宿、交通和設立攤位的費用，
比較舉辦真實的教育展更便宜。參與院
校的代表毋須親身到港，卻能實時為學
生解答疑問，相信可吸引15,000 人瀏
覽。栢雅諾補充指，就算港生不懂法語
亦不用擔心，因當地大學已有英語授課
安排。
法國駐港澳總領事館教育主任張睿茗

表示，法國公立院校的學士課程每年學
費約為1,900港元；私立學校則由3.6萬
港元至27萬港元不等，兩類學校收費差
異不少；至於一年生活費約為10萬港
元。她提醒計劃到法國留學的學生，應
留意兩地文化和生活細節的差異，善用
網上平台去查詢疑問。

中大機械工程系兩成員揚威國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常言

道「十年樹木，百年樹人」，香港中文
大學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系成立20周
年，最近就有兩位成員獲獎，包括該系
教授王鈞於國際電機及電子工程師學會
世界計算智慧大會（IEEE World Con-
gress on Computational Intelligence）獲
頒授2014年度神經網路先驅獎，以及校
友黃得勝獲選為全球頂尖年青科技革新
者之一，進一步肯定了學系的世界領先
地位。

王鈞教授獲神經網路先驅獎
自上世紀80年代末以來，王鈞就致力
於神經網路理論及應用的研究，成果豐
碩，現為IEEE 院士及《IEEE控制論彙
刊》（Transactions on Cybernetics）主
編。他建立了一套完善的理論分析和建
模方法，可應用於科學計算、數據及信
號處理、智慧型機器人、智能控制、網
路流優化，以及聯想記憶等，對神經動

力學優化及應用作出重大貢獻。他曾獲
2011年度亞太神經網路聯合會傑出成就
獎和國家教育部2011年度高等學校科學
研究優秀成果獎（科學技術）—自然科
學獎一等獎。

黃得勝膺全球頂尖科技革新者
2003年畢業於該系的校友黃得勝，現為

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機械工程系助理教
授，近日被美國《麻省理工科技評論》選
為2014年全球頂尖35位35歲以下的科技
革新者之一，以往曾獲此銜的著名人士包
括facebook創辦人Mark Zuckerberg。
黃得勝成功研製出一種能對抗黏性仿

生界面物料（SLIPS），可用於任何表
面，不但能排斥液體，防止滲漏，還可
防止冰塊、細菌及海洋甲殼類生物黏附
在不同的表面上。這項發明日後更可望
應用在醫療方面，如將之加塗於醫學用
的身體導管上，可減低病人感染細菌的
風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自「佔中」被提
出後，不少人對學校如何教導學生「佔中」議題、
教師是否可以帶學生「佔中」等均表示憂慮。教育
局昨日向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扼要講述當局對教
師專業及學校活動的指引。教育局表示，當局一向
重視教師的專業水平和操守，提醒他們恪守教師職
責，為學生提供合適的教育；就近月發生的「佔
中」而言，學校和教師團隊一直秉持教育專業原
則，緊守崗位，減輕事件對學校正常運作的干擾，
保障學生有秩序地在校接受均衡教育。
教育局指，《香港教育專業守則》要求教師關心

學生的安全；與學生討論問題時，應盡量保持客觀
等。此外，《守則》亦提醒教師應尊重法律及社會
接受的行為準則；當公眾意見分歧時，應教導學生
尊重不同立場和觀點。
對於課程和教學方面的指引，教育局表示，教師

須培養學生正面的價值觀和積極的態度，不應把自
己的價值觀和態度加於學生，提出自己意見時應說
明只是個人觀點。在處理具爭議性的議題時，亦應
該避免依賴單一學習材料。
至於學校處理活動方面，教育局指，假如某類型

的授課或活動會對教學或學生的福利有所損害，均
不得在任何校舍或課室中進行；假如有學生要參加
非與學校相關的活動，校方應與家長溝通，提醒家
長應按有關規定作出通知或申請，並自行負責子女
於缺課期間的安全。

教局：校方專業減「佔」干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穎宜）法國駐港澳總領事館資料顯示，去

年有近500名港生選擇到該國留學，較前年上升約11%。為吸引更多

學生到當地升學，並讓同學隨時隨地掌握最新入學資訊，法國政府舉

辦第二屆網上教育展，規模更由香港及澳門，擴展至內地、馬來西

亞、新加坡、韓國等九個亞洲國家及地區，為亞洲最大型的法國教育

展。

升讀大學後，我時常思考一個
問題：作為一個大學生，除了學
好課本的知識外，還需要什麼？
慢慢的，我腦海冒起了一個念
頭：我願意跳出香港，去培養獨
立思考的能力；如果可以到別的

地方學習和交流，會是多麽美好的事情啊！源自這
個信念，我決定尋找一次不同的學習經歷。結果大
三時，我獲得了一次難得的機會，到台灣作交換生
四個月。

師從台大師 書畫受益多
香港人對台灣一點也不陌生，因為當地文化跟香

港很相似，而且風光優美，所以每年吸引了不少香
港人前往遊覽。對我而言，當初選擇到當地作交換
生，最重要是為了朝拜台灣水墨畫大師沈禎，向他
學習中國水墨畫和書法。的確，經歷過四個月的學
習，我從他身上學到了很多有關中國水墨畫和書法
的知識，真是獲益良多！
這段交流之旅其中一項最浪漫的事情，莫過於能

夠用畫筆畫出心中感想。我覺得在遊歷過程中，如
果只以相機記錄眼前風光，總是欠缺了一絲個人感
情。因此，我嘗試把旅途中的所見所聞，以手畫我
心，用畫筆和顏色，以寫生結合插畫風格表達出我
的心情。完成了整個旅程後，我累積了數十張的創
作，這比起我在香港一年的創作還要多上幾倍。
我很欣賞台灣，她給我的印象是在傳統文化保育

方面做得很好，而且當地人也非常友善，故旅程中
我認識了很多台灣人，也了解了一些台灣文化，同
時我也向他們介紹了香港的生活，彼此有了一次很
難忘的文化交流。

增人生閱歷 悟享受生活
我在台灣得着了什麼？這四個月的學習歷程，讓

我體驗了異地文化，使我暫時放下香港的忙碌，學
習慢下步伐寧靜地享受生活，使我有機會把凌亂的
思緒好好地沉澱下來，做着自己喜歡的事情。這不
但增加了自身的知識層面，更重要的是豐富了人生
的閱歷。
完成學業後，我希望成為一名藝術教師，並會把

這次交換生的得着和經歷整理，與我的學生分享。
周凱漩

香港教育學院視覺藝術教育榮譽學士四年級學生
（標題與小題為編輯所加）

心筆繪寶島 放下港忙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教育局局長吳克
儉率領香港教育代表團前日抵達法蘭克福，展開為
期5日、訪問德國及瑞士的行程，一行人將深入了
解當地的職業教育制度，以助推廣職業教育專責小
組探討在香港推廣職業教育的策略及方案。
代表團首先探訪德國最歷史悠久、歐洲最強的研

究大學之一的海德堡大學。代表團與大學的管理層
會面，聽取校方介紹大學在歐洲的定位及發展方
向，特別是國際化教育及研究方面。同時，代表團
亦參觀了該校的東亞研究中心，吳克儉更把握機會
與該校學生會面，了解他們對漢學等亞洲研究的期
望，並欣悉部分學生對來港升學深感興趣。
代表團其後訪問法蘭克福的工藝會，該會是工藝

界專業人士的自我管理組織，除了管理工藝界人士
的註冊事宜之外，亦致力支持學徒及培訓學徒的行
業，努力促成大學、研發機構及行業之間的協作，
亦正正是香港職業教育的發展方向。

吳克儉為職教取經
訪海德堡大學

■■教育局局長訪歐作職業教育交流教育局局長訪歐作職業教育交流。。

■法國駐港澳總領事栢雅諾（中）認為網上平台能節省院校代表來港的住宿、交通和設立攤位的費
用，比較舉辦真實的教育展便宜。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穎宜 攝

■法國駐港澳總領事館教育主任張睿茗提醒，計劃到法國留學的
學生應留意兩地文化和生活細節的差異，善用網上平台去查詢疑
問。 李穎宜 攝

▲中大校友黃得勝獲美國《麻省
理工科技評論》選為2014年全
球頂尖35位35歲以下的科技革
新者之一。 中大供圖

◀中大教授王鈞（左）於IEEE世界
計算智慧大會獲頒授2014年度神
經網路先驅獎。 中大供圖

■珠海學院擬建校舍及學生宿舍概念設計圖。
教育局文件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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