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六生少 減收千人 食住公關園管任揀
增４自資學士課職訓選擇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香港
大學今年有不少管理層職位都急需人
手，經過全球招聘後，港大校務委員會
終於前日作出議決，並於昨日公布委任
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教授何立仁為副校
長（教學）；委任曾任職香港賽馬會慈
善、法律事務及公司秘書處執行總監的
蘇彰德為負責大學拓展的副校長；委任
美國密歇根大學文學科學和藝術學院副
院長（人文）Derek Collins為該校文學
院院長，3人任期均為5年。

何立仁蘇彰德Derek Collins接任
何立仁於2006年加入港大，出任社會

科學學院院長至2011年，一直積極發展
教與學，提出嶄新的學習模式，預計於
明年1月1日就任副校長一職；蘇彰德是
港大校友，之前任職於香港賽馬會，於
2010年出任慈善、法律事務及公司秘書
處執行總監，監督馬會慈善基金的運
作，預計於明年 3月 1日就任。至於
Derek Collins則將接替顧德諾出任文學
院院長，將於明年7月1日履新，前者現
任美國密歇根大學文學科學和藝術學院
副院長（人文），是古典研究學系教
授，專於希臘和拉丁研究。

港大校長馬斐森歡迎多位即將履新的大學人員，
認為何立仁有助提升大學的教與學進一步發展；蘇
彰德將專注於校友、社區關係和為大學籌款等事
務；並相信Derek Collins能領導文學院再創高峰。
另港大副校長（外務）周肇平將於下月任滿後退

休；文學院院長顧德諾會留任7個月直至Derek Col-
lins上任；現任首席副校長錢大康亦已知會校務委員
會，於明年7月約滿後不再續任，但會繼續擔任計
算機科學系講座教授。
據了解，港大校務委員會已議決成立物色委員

會，負責為首席副校長一職物色適當人選，並委派
顧問機構展開全球招聘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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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Alliance
2015/16 and 2016/17

Open Call for Proposals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n Language Education and
Research (SCOLAR) now invites proposals of activities/
programmes to be organised for“English Alliance 2015/16
and 2016/17” supported by the Language Fund.

The“English Alliance 2015/16 and 2016/17” themed on
reading aims to arouse local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interest in reading in English and encourage them
to engage more deeply with texts for better understanding
and greater pleasure through creative, inspirational,
meaningful, fun and educational reading or reading-related
English language activities/programmes.

Parties which are interested in submitting proposals for
“English Alliance 2015/16 and 2016/17” may visit the
website of SCOLAR at www.language-education.com for
detailed guidelines and specifications.

Proposals should be submitted in person or by post to
Language Education & SCOLAR Section, Room 1702, 17/F,
Skyline Tower, 39 Wang Kwong Road, Kowloon Bay, Hong
Kong (Attn: Executive Officer (English Project)) before 12:00
noon on 8 January 2015. Late, faxed or emailed submissions
will NOT be accepted.

Enquiries : 3527 0167 (Miss Fung), altheaswfung@edb.gov.hk
3153 4283 (Miss Kwan), crystaltykwan@edb.gov.hk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穎宜）受中六

畢業生人數下降影響，職業訓練局

（VTC）收生人數會由今年的約2萬人下

降至1.9萬人，包括1.2萬個高級文憑學

額、900個學士學額、6,000個基礎文憑

及中專教育文憑課程學額。為令學生有更

多元化選擇，校方將加入食品科學及安

全、屋宇設備工程、公共關係及信譽管

理、園藝及園境管理相關的4個學士課

程。

吳克儉：通識科與「佔」無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新高中學制現正進行
中期檢討，通識科是當中焦點，就年輕人參與「佔領」
行動被指與該科相關。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昨強調，通識
科推行了一段日子，而參與「佔領」者涉及很多不同層
面的人，當中有年輕人和學生，未見兩者之間有直接關
係。他又重申，明白市民有言論自由，但認為要在一個
守法、互相尊重的情況之下理性地進行，強調違法的集
會或活動不應該。

而就檢討通識科課程內容時，當局建議將「青少年參
與社區事務」課題於「個人成長」部分刪除，而納入
「法治社會和政治參與」部分中，吳克儉強調，那是專
家委員會按既定機制專業地進行，與政治是兩碼子的
事，認為不應為課程發展硬掛上「政治帽子」。他又
指，現在新學制中期檢討踏入第二階段，由於過往已蒐
集相當意見，可就個別題目內容修訂提出具體方案，上
述有關通識科建議，是旨在避免重複課程內容。

■■吳克儉昨強調吳克儉昨強調，「，「佔領佔領」」者涉者涉
及很多不同層面的人及很多不同層面的人，，未見通識未見通識
科與科與「「佔領佔領」」有直接關係有直接關係。。

■蘇彰德獲任命為港大
新任副校長，負責大學
拓展。 資料圖片

■何立仁獲任命為港大新
任副校長（教學）。

資料圖片

■■VTCVTC副執行幹事梁任城副執行幹事梁任城（（左左））
和和VTCVTC專業教育顧問任影嬋專業教育顧問任影嬋
（（右右））介紹介紹20152015//1616學年課程學年課程，，
透露加入透露加入44項新課程項新課程，，令學生令學生
有更多選擇有更多選擇。。 VTCVTC供圖供圖

VTC副執行幹事梁任城昨日與傳媒午宴時表示，
今年8月VTC首屆新學制約7,000名高級文

憑學生畢業，校方追蹤了當中的3成畢業生的出路情
況，發現當中有6成學生選擇就業，入職中位數達到1.1
萬元，比以往的1萬元為多，證明學生擁有市場競爭
力。其餘4成學生繼續升學，銜接各類課程。
VTC專業教育顧問任影嬋指出，2015/16學年起中六

畢業生人數下降，故收生人數會由今年約2萬人下降至
1.9萬人。新學年VTC將會提供1.2萬個高級文憑學
額、900個學士學額、6,000個基礎文憑及中專教育文憑
課程學額，各類課程由本月28日起至明年3月8日接受
申請。
VTC轄下院校香港高等科技教育學院（THEi）、香
港專業教育學院（IVE）及香港知專設計學院（HK-
DI）將於本月28日起，一連3個周末舉行資訊日，讓學
生和家長了解VTC的課程和院校設施。據了解，今年
VTC的自資學士課程平均分為文憑試17分，高級文憑
課程則為14分。

任影嬋補充指，THEi會新增4項自資學士學位課
程，包括食品科學及安全（榮譽）理學士、屋宇設備工
程（榮譽）理學士、公共關係及信譽管理（榮譽）文學
士、園藝及園境管理（榮譽）文學士。任影嬋相信，園
藝及園境管理課程會相當受歡迎，學生能夠透過課程及
實地考慮，進一步學習可持續的園藝發展。據了解，
VTC今年自資學士課程收生平均分為文憑試17分，高
級文憑課程的收生分數則為14分。
另THEi在新學年加入政府的「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

助計劃」，獲資助的學士學位課程有6個，包括時裝設
計、產品設計、園境建築、廚藝及管理、土木工程、環
境工程及管理。學生可於12月2日前透過JUPAS報名。
此外，梁任城早前參與由教育局局長吳克儉率領的教

育代表團，到訪德國及瑞士5天。他表示，德國及瑞士
重視「高技術高回報」，當地的老師與技師的社會地位
接近，但香港社會則輕視職業教育，故一些工種的技師
出現青黃不接的情況，期望政府能多做工夫，令職業教
育有好好的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