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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全日制凍費兩年 學費仍稱冠達54.5萬

圓玄學院選出新屆家長常委圓玄學院選出新屆家長常委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李穎宜）香港道教
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二
中學早前舉行家長教
師會會員大會暨家長
校董及第二十一屆常
務委員會家長常委選

舉。當日不少家長均踴躍出席，以示支
持。經過各候選人介紹參選理念後，出席
的家長即場投票，結果由吳瑞玲獲選為新

一屆家長校董；陳寶蓮及吳瑞玲分別獲選
為第二十一屆家長教師會常委會正副主
席。新一屆常委會表示，將在未來一年與
學校攜手合作，共同推動學校發展。
此外，學校當日亦特別安排家長與其

子女所屬班主任面談，並即場派發中期
評核報告，讓家長知悉其子女的學習進
展。校方表示，是次活動既能夠促進家
長與學校的相互了解，亦可以加強家校
合作，促進學生的學習和學校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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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校MBA課程加價
浸大內地班升17%最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近年一張大學「沙紙」矜貴度大減，不少畢業生或在職人

士選擇攻讀被視為管理階層「入場券」的工商管理碩士（MBA）課程。由於MBA「有價有

巿」，本港6所開辦MBA的教資會資助院校，新學年幾乎全線加價，加幅介乎2%至17%，

以浸會大學MBA內地班課程加幅最高，由17.8萬元調高至新學年的20.8萬元，加幅17%。

科大全日制MBA雖然持續兩年凍結加價，學費仍為各院校之冠，高達54.5萬元。

本報向6所開辦MBA的資助院校查詢2015/16年學
費資料，發現除了科大全日制凍結學費外，科大

兼讀制課程及浸大、城大、理大、中大、港大均加價。
其中，浸大MBA課程原來分香港班及內地班，但新學
年將取消香港班課程，內地班將加價3萬元至20.8萬
元，加幅17%，為各校最高。浸大發言人解釋，因營運
成本增加，亦比較過其他院校類似課程的收費，故學費
略有調整，有關加幅屬於合理。

浸大因商管碩士門檻更低撤港班
被問到為何取消MBA香港班，浸大發言人指，留意
到近年學生對商業管理課程的需求大，故取消香港班，
讓有興趣的學生修讀商業管理理學碩士，其課程內容與
MBA課程相近，加上收生門檻較低，即使沒有相關經
驗的大學生也可修讀。發言人又指，校方會按市場情
況，再決定明年是否重開香港班。
至於其他院校，科大兼讀制課程加價15%至38.502萬
元；中大、港大、理大的全日制或兼讀制課程則加價

2%至5%不等。城大MBA課程本地生及非本地生分別
加費2%至3%。

6校皆指通脹成本升需加價
6間院校發言人回覆本報查詢時均表示，通脹導致營
運成本上升，故需調整學費。港大發言人指，由於投入
較多教學資源及增加了有關商業技巧及綜合管理能力的
培訓，令營運成本上升。科大發言人則指，校方將加強
學生的個人發展及就業支援服務，例如一對一的事業發
展諮詢服務。
近年港校MBA課程加風嚴重，令不少大學畢業生卻

步。港大理學院三年級生林同學表示，有意攻讀MBA
課程，但目前難以負擔高昂學費，計劃數年後才修讀，
「不少人畢業後都要償還 『Grant Loan』（專上學生
資助計劃），想讀的學生一定要儲蓄數年才有能力交學
費。」
安俊人力資源顧問董事總經理周綺萍表示，MBA入

學門檻高，要求學生具備相當管理年資及經驗，報讀者

多為公司高層，課程有助他們擴闊人際網絡，有利晉升
及跳槽，但對於工作經驗不多的大學畢業生或公司中層
的幫助不大。MBA課程有其價值，但修讀MBA不代表
就能躋身商界管理層，「一般公司決定會否晉升或聘請
一個人時，主要是考慮他的實際工作能力及對公司的貢
獻，讀了MBA也不一定可以升職或獲聘。」

全球最綠校園 聖言「軟硬」兼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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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
報訊（記者
李穎宜）美
國綠色建築
協 會 曾 於

2013年向聖言中學頒發「全球最綠校園」榮
銜，其校舍總建造費2.5億元，校園不同角
落都配備先進環保設備，令各項環保概念均
能融入學生的學習中。如果只有硬件，那不
過是「虛有其表」，但該校有一系列的軟件
配套，如特設「環保風紀」及「環保班
長」，他們會以樂器演奏環保流行曲，宣揚
環保信息；又鼓勵同學「以物易物」、舉辦
師生低碳煮食比賽等，實行全方位推廣愛護
環境的訊息，使之成為內外兼備的「最綠校
園」。

環保風紀蒐剩菜發酵淋花
聖言中學設有環保風紀，其中首席環保風
紀吳卓恒和助理首席環保風紀鄭裕誠詳細為
記者介紹了該校的環保硬件及軟件。吳卓恒
表示，學校的天台是整間學校的「環保基
地」，當中設有一系列的環保設施，包括太
陽能導光燈、水塔、水冷式製冷系統、太陽
能板以及垂直式的風車，「這裡一切的配
備，都為學校提供了高效能的能源。」
除了天台，課室都有先進的環保配備，令
學生能在舒適的環境下學習。吳卓恒指，每
一班都會有一位環保班長，負責檢查課室內
的電器運用情況，並管理課室的清潔。另操
場上擺放了廚餘桶，環保風紀每天都會收集
同學午膳時吃剩的飯菜，透過發酵和加入廚

餘粉，大概兩至三個星期，廚餘會被發酵成
廚餘汁，同學會利用廚餘汁淋花。

音樂流行曲傳遞環保訊息
軟件方面，校長黃志強指，學校會舉辦不同

的環保活動提高同學對環保的概念，讓他們可
以把環保小知識融入於日常生活中，各項活動
主要由校內的環保風紀策劃，且由學生主導，
鼓勵同學自發地舉辦活動，當中包括「綠色
band show」，由環保風紀以樂器演奏一些環
保流行曲。吳卓恒補充指，音樂對於年輕人而
言，是一種流行文化，可利用音樂傳遞訊息。
環保風紀又推動「以物易物」，讓學生減少製
造垃圾，珍惜所擁有的東西；至於剩餘物資則
會捐予聖雅各福群會，幫助有需要的孩子，令
弱勢社群也能受惠。
環保活動除了有助減廢、節能，原來也能
促進師生關係。鄭裕誠指，該校舉辦了師生
低碳煮食比賽，師生要分工合作，彼此交流
廚藝之外，亦能在煮食過程中引入環保小貼
士，「我們規定同學和老師要購買本地食
材，因為外地進口食材會加重運輸的負擔；
而醃製過的加工食物，亦會加重地球的溫室
氣體，未能做到低碳和環保的效果。」
評委會以食物的賣相、味道和環保程度去評

分，鄭裕誠說：「在籌劃前，我們都擔心煮食
過程中會有意外，怕初中同學會被刀割傷，又
怕同學會不明白煮食當中的環保概念。不過，
比賽最後都順利完成。」作為校長的黃志強亦
積極參加了上述煮食比賽，希望身體力行，鼓
勵同學能從日常煮食出發，減低地球污染和避
免浪費。

香港青少年軍的成
立，最近在社會上引發
熱議。其實，在內地，
每間大學都要求本科新
生在入學前，接受為期
約一個月的軍訓，由中
國人民解放軍部隊的現

役士兵及軍官擔任教官，負責指揮操練。
內容主要包括步操、基本軍事與槍械知
識、持槍體驗等；有些軍訓甚至會安排射
擊訓練，這些內容都很吸引學生。就一些
反對派成員將唱軍歌視作「洗腦」行為，
其實只是將其政治化了，因為唱軍歌只不
過是一種集體壯聲勢的表現，所教的軍歌
多數也都是表現官兵之情、集體團結之情
的歌曲。

自願參與 何來「洗腦」
至於中國大學生對軍訓的看法，雖然不

少人叫苦連連，過程中亦不甚樂意，但是
事後往往成為一份珍貴的集體回憶，也是
大學生涯中其中一段最值得回味的時光。
一些學生更會與教官結下友誼，與教官告
別時依依不捨。
客觀而言，以步操為主要內容的軍訓，

的而且確可以磨練受訓學員的意志力，例
如在烈日下要保持長時間站立不動（當然
體力不支時肯定會獲准休息），效果往往
比一般體育運動更好。

其實如果事事都被看作「洗腦」、被政治化了，
或者說真是有這麼多、這麼容易「洗腦」的事情，
那為甚麼還會有不同意見者的存在？如今的社會，
早已步入互聯網信息化時代，人們了解這個世界的
渠道已經很多，真要「洗腦」，談何容易？再者，
香港青少年軍屬自願參與，不明白為何會有「洗
腦」的疑慮。

軍訓要求服從非政治傾向
軍人及所有紀律部隊的最基本要求，就是服從，

這一點在任何國家都不例外。如果軍訓有同樣的要
求，也只是真實模擬了軍隊的氛圍。但是這種服從
並不是政治的傾向，而是延伸至對國家的忠誠。現
時香港社會有些人一看到類似詞彙就頭暈，甚至大
罵忠實執行命令的前線警員，實在是啼笑皆非，真
是應當好好補上一堂「國際標準」課。

■莊恭誠 內地院校的在讀港生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高鈺）香港目前有不少的
學生來自基層，家庭生活負擔很重，雖有政府提
供資助，但有些學生仍因經濟問題而失去參與課
外活動的機會，有見及此，「萬鈞教育基金」將
於本月31日（星期六）在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舉
辦慈善生態遊蹤籌款活動，為上述基金籌募經
費，為基層學生創造更多學習機會。
活動開幕禮將於當日上午10時45分在嘉道理農
場暨植物園入口平台舉行，之後進行遊蹤活動，
預計活動全程約一個半小時。大會將於中午12時
半在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入口平台舉行頒獎典
禮，以獎勵萬鈞教育機構轄下的匯知中學、賽馬
會毅智書院及伯裘書院籌款額最高的班別及同
學，並會向三校具有優秀表現的基層同學頒發獎
學金，以資助其參與課外活動。大會邀請了地政
總署署長甯漢豪擔任主禮嘉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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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6所開辦MBA的教資會資助院校，新學年幾乎
全線加價，當中以浸會大學MBA內地班課程加幅最
高。圖為該校外貌。

6校MBA學額及學費一覽
大學

科大

中大

港大

理大

城大*

浸大**

*學費以學分計，城大MBA課程須修讀至少40學分 **浸大2015/16學年將取消MBA香港班的課程 資料來源：上述院校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伊莎

本學年實際收生

113人/115人（全日制/兼讀
制）

約80人/約100人（全日制/兼
讀制）

約55至60人/約120人（全日
制/兼讀制）

97人

80人

140人

新學年學額

100至120人/
140至180人

與上年度收生
額相若

與去年收生額
相若

約100

暫無數據

暫無數據

本學年學費

54.5萬元/ 33.525萬元（全日制/兼讀制）

48.978萬元/31.728萬元（全日制/兼讀制）

46.8萬元/33.6萬元（全日制/兼讀制）

21.15萬元（兼讀制）

24.96萬元（本地生）或29.04萬元（非本地生）

19.8萬元（香港班）或17.8萬元（內地班）

新學年學費

54.5萬元/38.502萬元（全日制/兼讀制）

49.95萬元/33.36萬元（全日制/兼讀制）

49.2萬元/34.2萬元（全日制/兼讀制）

22.05萬元（兼讀制）

25.64萬元（本地生）或29.72萬元（非本
地生）

20.8萬元（內地班）

學費增幅

不變/15%（全日制/兼讀制）

2%/ 5%（全日制/兼讀制）

5%/2%（全日制/兼讀制）

4%（兼讀制）

3%（本地生）；2%（非本地
生）

17%（內地班）

綠色校園綠色校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穎宜）香港大學理學

院與教育局及社創慈善項目「Go.Asia」聯合舉辦
的首屆「科學廚神挑戰賽」早前進行準決賽，來
自15間不同中學的初中生化身「科學廚神」，以
專業姿態完成匯報自行研製的食譜，從科學角度
剖析當中理論。計劃總監、港大理學院講師吳俊
熙表示，期望比賽能讓初中生既可透過科學探討
烹飪技巧，亦能從烹飪中體驗科學精神。

邀米芝蓮總廚分享心得
是次比賽邀請米芝蓮一星餐廳總廚陳國強大顯

身手示範廚藝及分享心得，而兩位港大食物及營
養學的教授李忠英以及黃明福，也與參賽學生進
行互動式課堂，講解最流行的食物科學及營養知
識。各隊隊伍表現出色，最佳匯報獎由來自寶血
會上智英文書院隊伍奪得，她們發現加入木瓜汁
及檸檬汁便能有效令雞胸鮮嫩多汁。
吳俊熙指，期望比賽能讓初中生以科學角度了

解烹飪技巧，亦能從烹飪中體驗科學精神，從而
發掘科學與煮食密不可分的關係。「科學廚神挑
戰賽」決賽將於5月9日舉行，屆時12隊入圍決
賽的隊伍會將他們的研究成果付諸實行，再進行
一番廚藝比拚。

初中生科學廚神賽
12強5月決賽

生態遊蹤籌款
萬鈞資助貧生

■圓玄學院第二中學順利舉行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暨家長校董及第二十一屆常務委
員會家長常委選舉。 校方供圖

■寶血會上智英文書院隊伍表現出色，奪得最佳
匯報獎。 港大供圖

▲「以物易物」鼓勵同學減少製
造廢物，學懂珍惜和分享。

校方供圖
■學生善用廚餘，等待分解過程後會用作肥
料使用。 校方供圖

◀兩名環保
風紀都期望
能透過籌備
不同活動，
在校內宣揚
環保信息。
李穎宜 攝

本疊內容：文匯教育 副刊 娛樂新聞 體育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