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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回蒙特梭利小學校舍 最快 2017 年 9 月開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隨着

蒙特梭利國際學校的天后校舍租約於明年
到期，校舍業主香港建造商會將收回地
皮，前日更與保良局簽署合作協議，昨日
宣布將於上址開辦「保良局香港建造商會
國 際 學 校 」 （HKCA Po Leung Kuk
International School），商會將會是學校
的辦學團體，保良局則負責管理學校。兩
間機構將正式向教育局申請學校註冊，最
快於 2017 年 9 月開課，並考慮取錄不少於 ■保良局主席朱李月華（左二）及香港建造商會會長陳修杰（右
70%非本地學童。有學界人士認為，保良 二）前日簽署合作協議，落實兩間機構合辦國際小學事宜。 ■蒙特梭利國際學校天后校舍的學生，或需要
大會供圖 轉到赤柱校舍上課。

局於教育方面有其「品牌」，再加上本港
國際學校學額不足，相信有一定吸引力。

舊校明年需遷出
學生或併入赤柱

本

地國際學校學額長期不足，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曾
於前年表示，預計 2016/17 學年將欠 4,203 個小學
學額。不過，當局近年曾作出兩輪批地，包括於前年向
3個辦學團體批出 3個校舍，合共提供約 1,700個學額，
其中 1,150 個小學學額和 210 個中學學額可於 2016/17
學年或之前收生。
上月，教育局又宣布將兩所空置校舍及 3 幅全新土地
批予 5 個辦學團體，並將分別在 2016/17 學年和 2018/
19 學年開始辦學，合共提供 3,490 個小學學額和 780 個
為中學學額。

■莫家豪認為，保良局在
教育方面有其「品牌」，
現時國際學校學額又不
足，相信有一定吸引力。
資料圖片

簽合作協議 提供優質教育
是次加入發展國際學校的保良局與香港建造商會，前
日簽署合作協議，落實以商會位於香港天后廟道 62 號
的校舍開辦「保良局香港建造商會國際學校」。簽署合
作協議儀式由保良局主席朱李月華及香港建造商會會長
陳修杰代表主持。他們均表示，這次合作成就了兩所機
構屬下的首間國際學校（小學），雙方均樂見機構的教
育發展邁進新里程。
保良局和香港建造商會均表示，未來會一如以往為培
育學生而提供優質學習環境，並配合來自世界各地的家
庭繼續提供多元化課程。

共組校董會管理 辦小學 IB 課程
在學校的具體運作方面，保良局及商會將共同組成校
董會管理，由商會任學校的辦學團體，保良局管理學
校。雙方將正式向教育局申請學校註冊，期望最快於

資料圖片

■張民炳認為，教育局或
可協助該校借用過渡校
舍，以減低對學生和家長
的影響。
記者歐陽文倩 攝

2017 年 9 月開課，開辦小學各級程度的「國際文憑課
程」（IB 課程）。至於收生要求、學額及學費等方
面，則有待詳細研究。
與此同時，現時租用天后校舍辦學的蒙特梭利國際學
校將最遲於明年7月31日遷出，受影響的學生或會併入
赤柱校舍（見另稿）。現時該校提供350個小學學額。

莫家豪︰有一定吸引力
對於上述合作，香港教育學院副校長莫家豪認為有一
定吸引力，「保良局在教育方面有其『品牌』，其位於
九龍的保良局蔡繼有學校已提供國際課程，收生情況不
俗；加上現時香港的國際學校學額不足，社會有需求。
該校又計劃錄取七成非本地生，對家長而言也是不俗的
組合。」不過，他強調，學校最終是否受歡迎，取決於
其課程和辦學理念，現時很難評定有關學校的優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保良局與香港建造
商會合辦國際學校，最快於 2017 年 9 月開課，有關情況
可謂「有人歡喜有人愁」，因為位於該校址的蒙特梭利
國際學校將最遲需於明年 7 月 31 日前遷出。蒙特梭利國
際學校方面曾表示期望向教育局申請校舍以續辦學校，
但最終期望落空，受影響的學生或會被併入赤柱校舍。
蒙特梭利國際學校目前於香港有 4 所校舍，其天后校
舍開辦小學課程，提供 350 個學額，原本於 2014 年租約
期滿，但因未能覓得校舍，故建造商會最終決定讓學校
續租2 年，商會強調該校明確知悉2 年後會收回地皮的安
排。至於赤柱校舍，則是 2013 年由教育局批出，提供
750個小學學額。

教育局︰應將情況告知家長
對於蒙特梭利國際學校要遷出天后校舍一事，曾經引
起爭議。該校日前更曾發出聲明，指教育局曾承諾找到
替代地方前不會要求學校搬遷，但教育局則指，作為負
責任的辦學機構，該校應將校舍明年租約期滿的情况，
清楚告知現有及打算報讀該校的學生及家長，而當局亦
曾作出此要求。
教育政策關注社主席張民炳表示，該地既然屬於租
用，業主收回無可厚非。對於蒙特梭利國際學校現時面
對的窘境，他認為教育局或可協助該校借用過渡校舍，
以減低對學生和家長的影響。

97 港澳大學生赴京文化實習

■ 吳克儉（左）昨日在福州與福建省副省長李紅

吳克儉訪閩交流探港生

建造商會保良局
天后辦國際學校

（右）會面，就彼此關心的教育事宜交換意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穎宜）教育局局長
吳克儉昨日啟程前往福建省進行為期兩天的
訪問，抵達福州後，他先與福建省領導會
面，就彼此關心的教育事宜交換意見，包括
香港學生在福建省升讀大學的最新發展；隨
後又探訪福州大學，與大學領導進行交流，
並與校內香港學生聚會，實地了解他們在內
地升學的情況。
吳克儉今日會與廈門市官員會面，參觀廈
門大學及華僑大學，並與大學領導及香港學
生進行交流，及主持福建高校香港學生聯合
會的成立典禮。
針對教育局今年加強支援本港中小學與內
地學校締結成為姊妹學校，以深化教學專業
及學生的交流，故吳克儉趁此行到廈門一所
小學出席閩港姊妹學校經驗交流會，聽取兩
地校長分享姊妹學校活動的經驗。
隨同吳克儉訪問福建省的官員包括教育局副
秘書長盧世雄及教育局局長政務助理陳天柱。

選科應平衡興趣與就業
羅校長：
你好。本人是應屆文憑試考
 
生，估計核心科目可以取得平均4
#$
級以上的成績，個人很想修讀醫
科，但估計成績應達不到本地大
學醫科的錄取標準，家人建議我
報考護理系，但我對護理的興趣不大，我有通過免
試錄取計劃報考中山大學和暨南大學的臨床醫學及
工程學科等，但又擔心將來出路不理想，希望校長
可以給我一些指導。
張同學上
張同學：
護理是一個專業學科，如可配合你的興趣，會為
你帶來穩定的事業發展前景，但個人理想和興趣是
相當重要的，我認識好幾位同學，考入一些出路不
錯的熱門專業，如醫科、物理治療和放射治療等，
但由於興趣不合，讀了一、兩年後便放棄，非常可
惜。幾年前，一位在港大修讀電腦學科的一年級學
生，參加了中山大學單獨招生考試，入讀了中山大
學漢語言文學系，追求自己的興趣和理想。在平衡
興趣和就業前景方面，你需要審慎選擇。

內地醫學院畢業可考西醫
首先，平均 4 級的成績，已有望獲中山大學、四
川大學、武漢大學、上海交通大學等名校的醫學院
錄取，畢業後可在內地或香港考取西醫執照。很多
人會擔心回港後考西醫的合格率不算高，但除了考
西醫外，內地名校西醫畢業生還可以在外國名校以
至港大、中大等醫學院修讀研究生，從事醫學研究
工作，亦可以有多姿多采的發展前景。內地不少名
校對港生相當優待，如武漢大學、清華大學和北京
大學等都為港生提供轉換專業的方便。我最近認識
一位快將於清華畢業的港生，她最初入讀物理系，
進校後逐漸愛上城鄉規劃，二年級時獲批准轉入城
鄉規劃專業，實習參與了天津新市鎮的規劃設計工
作，畢業後會到英國修讀碩士，發展事業。
有另一位港生，最初到北京升學時修讀心理學，
後來發覺興趣不大，轉修德語，畢業後留在北京發
展，從事商貿工作。因此到內地升學，除了可以在
你心儀的醫學方面取得培訓機會外，更可以探討其
他學科/專業如管理、工程、法律等的興趣，為你提
供更多選擇和更多的事業發展可能性。

留學時建立網絡

■文化部部長雒樹剛（右）向香港學生代表贈送紀念品。 ■實習團的香港大學生與嘉賓合影。

江鑫嫻 攝

江鑫嫻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2015 港澳
大學生文化實踐活動」前日在中國國家博物館啟動。來
自港澳 13 所高校的 97 名大學生，於本月 23 日至 7 月 26
日，走進國家圖書館、國家博物館、故宮博物院、宋慶
齡故居、中國科學技術館等 14 間內地知名文化機構和博
物館，開展工作實習。
據介紹，文化部港澳台辦及各機構安排了與學生專業
及興趣契合的實習內容，並將組織學生參觀文化部、國
家博物館、故宮、恭王府、長城等地，又會到國家京劇
院體驗國粹，並到中國藝術研究院聆聽文化藝術講座，
還將舉行交流座談、聯誼聯歡等文化活動。

雒樹剛︰冀同學為港澳發展貢獻力量
文化部部長雒樹剛在開幕式上表示，青年興則國家
興，青年強則國家強。縱觀社會發展史，青年人的命運

始終與自己國家和民族的命運緊密聯繫在一起。了解祖
國的文化歷史，認知國家的發展現狀，感受同宗同源的
民族情，體會血液中流動的中華魂是每個青年人成長的
基礎，也是貢獻社會、創造生活的泉源。
雒樹剛希望，港澳同學們通過實踐活動，對中華民族
的燦爛文化與當今社會發展有進一步了解，成為內地與
港澳的文化大使；也希望能通過工作實習，幫助同學們
提高文化素質和專業技能，在未來的工作和生活中，為
建設香港與澳門、為國家發展和民族復興貢獻更多力
量。

郭永亮︰盼同學了解北京文化
香港青年聯會副主席郭永亮表示，是次項目令同學們
有機會深刻認識祖國博大精深的文化和悠遠深厚的歷
史，也讓同學們體驗內地工作模式，增長見聞與提升自

科大 CEMS 合辦企業交流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子優）香港科技大學商學院
與 全 球 管 理 教 育 聯 盟 （The Global Alliance in
Management Education，簡稱 CEMS）合作，首度於亞
洲合辦企業交流會議，邀請全球頂尖企業的人力資源代
表，一起探討招聘及挽留人才策略，促進業界交流。
為期兩天的會議於本月 15 日及 16 日在香港舉行，讓
參與機構有機會比較及評估不同吸引和挽留剛畢業人才
的方案。出席會議的機構包括 ABB、怡安翰威特 、EF
Education First、喜利得、 LinkedIn、Maersk Line、麗
思卡爾頓酒店、大華銀行等跨國企業。

首次在港舉辦 配合區內發展
CEMS 聯盟秘書長 Nicole de Fontaines 表示，聯盟旨
為各地商業教育訂定國際標準，而目前亞洲對有關標準
的需求越趨殷切，故聯盟首次在香港舉辦有關會議，是
希望能配合區內未來急速的發展步伐。
聯 盟 在 全 球 擁 有 超 過 70 間 企 業 合 作 夥 伴 ， 包 括
Facebook、馮氏集團、Google、LVMH、McKinsey 及大
華銀行，擔當着連繫企業及商學院的重要角色，獲邀加入
CEMS 的 29 所成員學院均為區內頂尖學府，例如歐洲著

我。他希望實習團的同學們能充分把握交流機會，盡可
能地多了解北京的經濟發展、社會民生和歷史文化，發
現和感悟一個真實、鮮活的北京。

港生︰期待體驗內地企業文化
香港學生代表陸泳之表示，非常期待體驗內地企業文
化，開闊視野、了解國情，「這些並非書本上可以學
到。通過累積職場經驗，增加個人閱歷和建立個人網
絡，我們就能為未來紮穩根基，向目標出發，展現香港
人靈活變通、獅子山下勤奮拚搏的精神。」
是次實踐活動由文化部港澳台辦、香港中聯辦青年工
作部、澳門中聯辦文化教育部、香港青年聯會和澳門基
金會共同主辦。自 2005 年以來，「港澳大學生文化實踐
活動」已成功舉辦 10 屆，共 800 多名優秀港澳青年學生
參加。

到內地學習另一個好處是了解國家發展，建立網
絡。內地名校的學生通常都來自全國各地甚至其他
不同國家，不少港生通過和同學接觸，了解到全中
國以至全世界的發展情況，建立網絡，有些更會善
用學校假期，遊歷全國，甚至獲得機會到外國作交
換生，開闊眼界，豐富人生。展望未來，中國正推
動「一帶一路」和「中國製造 2025」等政策，中國
的企業、中國的資金、中國的高科技產品，正邁向
全世界，為無論從事金融、醫學、科技、商貿、文
化創意產業的中國年青人帶來邁向世界的大好機
遇，內地升學正可為大家提供增值機會。
近年香港特區政府和不少港資及中資機構陸續為內
地升學的港生提供就業支援，筆者3月時到暨南大學
交流，一位修讀工程學科的港生告訴筆者，特區駐粵
辦已開始為港生提供就業和實習的支援，不少港資和
中資機構亦有到暨大開招聘會，招請港生。
內地升學一直為港生提供不同的升學機會，較香
港有更多學科及專業選擇，更多尋夢空間。
■內地升學專家、香島專科學校校長 羅永祥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擬）

名的倫敦政經學院及巴黎HEC商學院，而科大是CEMS
聯盟在香港唯一的成員學院及亞太區第四所成員學院。
CEMS 聯盟與成員學院合辦為期一年的國際管理碩士
課程，修讀學生一般分別於兩間成員學院各完成一個學
期課程，即可獲頒發雙學歷。本年全球修讀 CEMS 課程
的人數達 1,200 人，學生來自 72 個不同國籍，聯盟預計
亞洲的學生及企業夥伴將逐步增加。
據了解。科大 CEMS 課程獲香港大華銀行支持，銀行
會安排學習項目。科大商學院院長邢吉天指，CEMS 擁
有全球龐大的學術及企業網絡，讓學生有更豐富的學習
體驗和吸收國際專業知識，為他們在全球各地發展事業
作好準備；另商學院亦可藉聯盟的網絡增加與企業的合
■圖為科大商學院與全球管理教育聯盟合辦的企業交
作機會，例如舉辦是次人力資源交流會議。
流會議現場情況。
科大提供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