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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校舍分散各區
VTC 擬舊換新整合
盼長沙灣黃克競分校遷往 3 萬平方米官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每年為多達 25 萬名學員提供
過 30 間校舍，並分散各區。VTC 主席陳鎮仁昨日指出，現時
VTC 學生人均佔地僅 10 平方米，遠低於八大院校及外國高等院
校的標準水平，且不少校舍設備殘舊，因此校方正與政府商討
利用舊校舍換取新校舍，並整合各區校舍，為學員提供設備完
善的學習環境。其中，校方希望將長沙灣的黃克競分校搬遷至
校舍對面一幅約 3 萬平方米的用地，未來要爭取政府支持。

校舍是未來發展的重要任務。他表
示，職訓局轄下有 30 多間分散各區的
校舍，大部分歷史悠久，不少設備已
不符合現代標準，平均每名學生僅分
配得 10 平方米，遠低於八大院校及外
國高等院校人均佔地 15 平方米的標準
水平。其中，位於長沙灣的專業教育
學院（IVE）黃克競，至今已有 38 年歷
史，面積僅約 1 萬平方米，但該校有約
3,000 名學生；換言之，平均每名學生
僅分配得約 3 平方米，對此他直言：
「校舍環境、設備根本連中小學的千
禧校舍也比不上。」

說服工廈家禽市場支持困難
陳鎮仁指出，原址重建並非理想對
策，令校舍設計只可向高空發展，不
適合作教育用途。他透露，正與政府
商討以舊校舍換新校舍的可行性，並
研究將黃克競分校搬遷至校舍對面一
幅約 3 萬平方米的用地，而原有校舍則
將歸還政府。VTC 執行幹事尤曾家麗
補充指，該幅用地有部分為「政府、
機構或社區」（GIC）用地，附近也有
半空置工廠大廈、家禽市場等，要說
服相關人士支持政府撥地予 VTC，是

一大難題。

市區東涌續覓地整合校園
尤曾家麗又指，若政府有意推動本港
職業教育，便需要透過實際行動，撥地
支持 VTC 整合校園規劃；VTC 亦會繼
續在市區及東涌尋覓合適土地以整合校
園，期望 VTC 日後有更多如將軍澳知
專設計學院的先進校舍。

■陳鎮仁（右四）指，正與政府商討舊校舍換新校舍，以整合各區校舍。
鄭伊莎 攝

國際廚院落成延誤近半年
至於正在興建的國際廚藝學院，陳鎮
仁指，新學院預計將於 2017/18 學年落
成，較原定時間延誤近半年，主要受立
法會財委會撥款審批程序、政府地契等
影響，拖慢了工程進度。他指新學院除
了為學員提供各國菜式的廚藝訓練，迎
合業界需要外，亦加入與酒店服務相關
的新構思，例如水療按摩訓練等。
他續指，校方會確保學費不會有太大
調整，避免影響基層學生的入學意慾。
尤曾家麗指，政府已撥款 7 億元至 8 億
元興建新學院，若超出預算，或需向業
界籌款補貼。
另為配合大嶼山發展計劃，陳鎮仁
指，VTC考慮物色新地以作發展分校，
提供工程、航空等課程，期望鄰近機場
的優勢有利學員培訓。

達標率遠遜八大
有關研究以 36 項檢視清單審視及比較各大專院校的
反性騷擾書面政策，以「達標」及「不達標」評級。23
間院校中，八大院校及另外 8 所自資院校均有回覆，回
應率為 69.6%。結果顯示，自資院校整體達標率為
42%，比八大 75.7%低。4 個項目中，自資院校達標率
遠遠落後於 8 大，除了在「政策制定」取得 55%達標率
外，其餘 3 項都不合格，當中又以「政策施行」達標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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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港浸會大學最近
公布第二屆「傑出校友獎」得獎名單，表揚優秀校
友的卓越專業或學術成就，以及對浸大和社會的貢
獻，並藉此鼓勵學生，從得獎人的經驗及成就中學
習。本屆傑出校友獎得主分別是企業家趙振邦、長
江實業（集團）有限公司執行董事趙國雄、加拿大
基督教天恩堂青年傳道及教育總監呂宇俊和香港中
文大學生物系退休教授麥繼強。頒獎禮將於 3 月 27
日香港浸會大學校慶酒會上舉行。
本屆「傑出校友獎」評審委員會主席是浸大校董
會暨諮議會主席鄭恩基，成員包括浸大校長陳新
滋、陳樹安博士顧問公司主席陳樹安、民生書院校
長陳嫣虹，以及大華銀行香港行政總裁葉楊詩明。
浸大規定，「傑出校友獎」候選人必須為浸大或
其前身香港浸會學院的校友，並須由一名浸大校友
或現任教職員提名，且獲得兩名浸大校友或現任教
職員的贊同。評審委員會根據候選人的專業或學術
成就、對浸大及社會的服務及貢獻等準則審核。

港大夥Harvey Nash培育女領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為促進商界兩性平
等，香港大學商學院與國際行政領導諮詢公司 Harvey Nash將於今年5月及9月再次推出「女性領袖計
劃（Women's Directorship Programme, WDP）」，
旨在透過為女性董事提供準備培訓，改善她們在企
業領導上的不利角色。

嘆女性佔董事會比率不足 10%

■位於長沙灣的專業教育學院（IVE）黃克競分校校舍。

VTC網頁圖片

施行「反性騷擾」自資院校不合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新婦女協進會獲平
等機會委員會資助，於去年 8 月至今年年初進行「反性
騷擾政策檢視清單─大專院校及中小學研究報告」。
昨日公布的結果顯示，在大專界別，自資院校於「政策
制定」、「政策內容」、「投訴程序」及「政策施行」
4 個項目的達標率，均遠低於八大院校，差距為 24 至 62
個百分點不等，當中「政策施行」達標率更僅得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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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振邦趙國雄等
膺浸大傑出校友

各種職前及在職訓練課程的職業訓練局（VTC），在全港有超

VTC 管理層人
陳鎮仁昨日率領一眾
員與傳媒茶敘，提及整合職訓局

■趙振邦

最低，僅得18%。
研究指出，受訪自資院校雖有相關政策宣言，但部分
院校沒有清楚說明性騷擾違法，且沒有訂明性騷擾的影
響。投訴程序方面，受訪自資院校只得一間容許以口述
作正式投訴、一間可透過互聯網查閱反性騷擾政策、兩
間提供雙語（中英文對照）資訊。此外，受訪自資院校
均沒有註明處理投訴的負責人身份和其聯繫方式。只得
3 間院校在反性騷擾政策內清楚訂明涵蓋同性間的性騷
擾，以及只有 3 間院校在政策內訂明分隔投訴人、被投
訴人及證人的安排。

深水埗 74 校僅 3 回覆
此外，新婦女協進會透過「校園反性騷擾政策檢視計
劃」調查問卷，接觸深水埗區中小學，但 74 間學校
中，只有3間回覆，回應率僅得4%。
團體指出，研究反映自資院校反性騷擾政策尚有很大

現時國際商界中，女性於董事會所佔比率往往不
足 10%，要有效鼓勵兩性平等，需要為女性提供更
多支援，提升其領導能力及全球視野，為擔任高層
管理，以及加入原有由男性主導的行業領導作準
備。港大商學院遂與 Harvey Nash 自 2013 年起推出
「女性領袖計劃」，藉課堂、學術領導理論，以及
由擔任客席講者的國際商界領袖分享實際環境的個
案研究，讓參與的女性透過當中的知識及經驗，裝
備自己成為女性董事。
Harvey Nash 亞太區總監 Kirti Lad 希望藉「女性
領袖計劃」及與港大的合作，持續幫助女性發揮所
長，擁有自信及能力，為擔任企業董事作貢獻。港
大商學院行政教育總監丘東曉指，計劃可讓參與者
發展擔任董事所需的溝通及管理能力，並透過「朋
輩」學習，從不同範疇及文化背景的女性領袖經驗
中得益，計劃詳情可瀏覽：www.wdpglobal.com。

聞院長一席話 悟上清華非為賺錢

■研究顯示，受訪自資院校於「反性騷擾政策」上，多
個指標達標率落後八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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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空間，建議有關院校全面檢視政策各個環節，進行
諮詢和修改。團體又強調，自資院校須提高保障投訴人
的意識，設立專責人員、設立分隔投訴人、被投訴人及
證人的安排，並增強「用家友善」概念，容許以口述作
正式投訴。

跨過感官障礙「唇讀狀元」獲嘉許

抱着期待和忐忑的心情來到北
京，來到許多中國人夢寐以求的學
府──清華大學。身處美麗的清華
園，與學霸級、狀元級的同學一起
學習，對我來說是嶄新的挑戰。在
生命科學院開學典禮上，生命科學院院長、世界
著名結構生物學家施一公先生，跟我們分享他的
宇宙觀和價值觀。他從很簡單的一個問題開始：
為甚麼要上大學？
很多人認為，上大學是為了將來找好工作、有安
定生活，施院長首先對此予以否定，他說：「上清
華不是為了就業！」清華畢業生絕對不用為找工作
煩惱，他認為上大學是為了在更高層次的領域上學
習，與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為人類發展作出貢獻。
施院長批評現今教育功利化，家長、媒體都在鼓吹
「上大學是為了賺錢」這種不良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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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改變醫學落後現狀

■都市媒體藝術品：「時之舞」。

施院長又提到，醫學實驗班的設立，是對未來中國
醫學發展的重大投資，因為中國人一些大手術往往由
外國人執刀，中國人用的藥都要向外國藥廠購買，他
希望能改變這種醫學落後的現狀。醫學實驗班的設
立，就是為培養具備科研能力的醫學科學家，能在國
際醫學界和未來中國醫學發展上出一分力。

城大供圖

城大6生都媒藝術品 ICC巨幕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穎宜）香港城市大學創意媒體學
院課程「創意媒體藝術碩士」6名學生創作的都市媒體藝術
品，由本月 1 日起至 31 日，於環球貿易廣場（ICC）大廈
外牆上播映，其為全球最大的巨幅屏幕，畫幅總面積達
77,000平方米。
這項展覽計劃名為「空中校園」，由城大與新鴻基地產
發展有限公司合辦。6名青年藝術家掌握為巨幅屏幕製作藝
術品的方法，在老師指導下，領會到大型都市媒體藝術的
影響力。學生共提交18件作品，去年12月已在ICC大樓外
牆上預演，大會再從中選出6件作品，於本月公開播映。
6 件作品分別題為《時之舞》、《星》、《曼陀羅幻
想》、《手》、《觀岸：止》、《每日：迷惘和夢想》，
主旨均是反映大都市的忙碌擁擠、緊張乏味，以及生活中
的焦慮煩惱，希望令都市人有所共鳴。
創意媒體學院院長邵志飛表示，很高興看到城大學生的藝
術作品在全球最大的屏幕上播映，希望這些作品不僅為香港
都市增添色彩，更有助發掘都市巨幅屏幕的多種功能。

■得獎視障青年及嘉賓合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穎宜）香港失明人協進會
日前舉行「李朱淑鈞教育基金獎勵計劃」暨「李冰聲
樂發展基金獎勵計劃」頒獎典禮，旨在獎勵一班勇於
克服視力障礙，在學業或聲樂領域上努力不懈的同
學，今年其中一名得獎學生是靠嘴唇吻凸字學習的
「唇讀狀元」曾芷君。
頒獎典禮邀請勞工及福利局康復專員譚惠儀擔任主
禮嘉賓。「李朱淑鈞教育基金獎勵計劃」得獎人包
括：中華基督教會銘基書院的鄧麗銘、聖士提反女子
中學的朱靖怡、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保良局社區書
院的黃子倩、香港理工大學的何睿知、香港中文大學
的曾芷君以及香港大學的趙芷媛。
得獎人於學習上遇到不少困難，但憑着自己的努力
和別人的幫助，融入校園生活。中大的曾芷君，本身
患有多種感官障礙，閱讀時需要比一般學生更花時
間，但仍以優異文憑試成績入讀中文大學翻譯系。她

香港失明人協進會供圖
面對大量閱讀材料，仍一直努力不懈，最終獲得好成
績。

無懼青光眼缺陷 堅定信仰
至於患有先天性青光眼的趙芷媛，身體上的殘疾並未
令她憤世嫉俗，反而堅定了她的信仰，完成神學碩士課
程後，現在正修讀社會工作碩士課程，希望在不久的將
來以信仰和社工的專業協助及服務有需要的人。

視障無阻學琴 考獲八級
另外，為紀念已故著名聲樂家李冰而設立的「李
冰聲樂發展基金」，本年度嘉許具聲樂天分的視障
青年。得獎者分別是蕭凱恩和蔡樂詩。蕭凱恩現已
考獲英國皇家音樂學院八級聲樂及鋼琴證書，並獲
取優良成績，更不時參與各類型音樂比賽，以自身
故事感染他人。

「心放寬多觀察敢承擔有作為」
施院長最後以 12 個字：「心放寬，多觀察，敢承
擔，有作為」作為生命科學院開學典禮的結語，勉
勵我們在未來大學生活中把心放寬一點，不要因一
時挫折而自暴自棄；要多觀察身邊發生的大小事
物，了解世界發展；還要努力學習，不要辜負師長
期望，以為社會作出貢獻為目標。
清華有一個傳統，學生會叫自己是「甚麼字
班」，這是根據入學年分而定的。以我為例，2014
年入學，因此我會叫自己是「四字班」。為甚麼不
以畢業年分來定呢？因為在清華，同一年入學的同
學，畢業年分也並非全都一樣，部分可能繼續讀碩
士、博士，部分可能讀完大一就到外國去，當然還
有部分未能畢業。
■李詠輝 清華大學醫學實驗班一年級生
（拔萃男書院2014年畢業生）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