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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歐陽文倩） 「經評
審專上課程資料網」（iPASS）昨上載最新
學費資料，至少 8 間院校將會加學費，其中
以明愛社區書院的幼兒教育高級文憑加幅最
高，達 15.2%，兩年課程盛惠 10.6 萬元，珠
海學院學士課程則一律上調 4.4%。此外，去
年合共刪減了 18 個課程的嶺南大學社區學院
和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今年卻增加了 9
個課程，當中 6 個課程更是削完又開，校方
未有解釋原因。

新一輪「專上課程電子預先報名
平台」（E-APP）昨日開始接受

報名，不少院校亦於 iPASS 更新了下
學年的學費資訊，供學生參考。部分
院校包括：香港專業進修學校、理大
的香港專上學院及職業訓練局等則仍
未公佈新學年學費。

中大課程上調 2.6%至 4.4%
一眾決定上調學費的副學位課程當
中，以明愛社區書院的幼兒教育高級
文憑加得最多，由今年的 9.2 萬元加
至10.6萬元，加幅達15.2%。
中大專業進修學院絕大多數的高級
文憑課程亦上調學費，幅度介乎2.6%
至4.4%，以健康護理高級文憑課程的
加幅最高，由 13.9 萬元上升至 14.6 萬
元。
自資學士課程方面，明愛專上學院
的護理學榮譽學士由 47 萬元加至 50.8
萬元，加幅達8.1%，遠超其他院校課
程。此外，珠海學院的所有學士課程
劃一從 27.4 萬元上調至 28.6 萬元，加
幅為4.4%。
香港能仁專上學院的 4 個學士學
位課程亦會上調學費，幅度約為
3%。

嶺大大起大落削 18 科增 9 科
在開辦課程方面，嶺大社區
學院和嶺大持續進修學院連續

專上課程加學費
明愛幼教勁升 15.2%

珠海劃一漲4.4% 嶺大兩院6科削完又開無解釋

兩年大幅增減課程。今年嶺大合共
削減了 18 個課程，但明年兩院卻又
計劃增加 9 個新課程，情況大起大
落。部分課程更是刪完又開，當中
社區學院 5 個新增副學士課程，包括
人文學科（文化研究與傳播）、人
文學科（翻譯）、商學（金融服
務）、商學（市場學）、社會科學
（社會學），以及持續進修學院新
增的日本研究高級文憑課程，都是
今年消失了的課程。
對於上述情況，嶺大兩院方面未
有直接回應，只表示兩院本年度因
對整體課程提供作出檢討和整合，
所提供的課程較以往少，下學年將
提供 11 個副學士課程及 15 個高級文
憑課程。
為配合社會發展及人力需求，將提
供更多範疇的課程，包括長者健康及
護理高級文憑及財務策劃高級文憑課
程。學院預計新學年收生數目與今年
相若。
中大專業進修學院則表示，該校
的高級文憑課程下學年平均加幅為
3.45% ， 與 通 脹 相 若 ， 而 健 康 護 理
高級文憑課程因為需要特別教學人
員及設施，所以較平均增幅略高
1%。
至於課程學費加幅最高的明愛社區
書院和明愛專上學院則在截稿前暫未
回覆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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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自資課程加價情況
院校

課程

2016年學費 2015年學費 增幅

明愛社區書院

幼兒教育高級文憑

10.6萬元

9.2萬元

明愛專上學院

護理學榮譽學士

50.8萬元

47萬元

8.1%

珠海學院

所有學士課程

28.6萬元

27.4萬元

4.4%

14.6萬元

13.9萬元

4.4%

中大專業進修學院 網絡及流動電腦高級文憑課程 9.9萬元

9.5萬元

4.3%

中大專業進修學院 電腦遊戲開發高級文憑課程

9.3萬元

4.3%

中大專業進修學院 健康護理高級文憑課程
■ 香港能仁專上學院的 4 個
學士學位課程亦會上調學
費，幅度約為
幅度約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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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萬元

15.2%

註：以整個課程總學費計算
資料來源：iPASS

製表：記者 歐陽文倩

聯招幼教社科熱 逾百學生爭一位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姜嘉軒） 2016
年入學的大學聯招（JUPAS）首輪申請
近日截止，根據各大院校提供的數據顯
示，近年競爭激烈的教院幼兒教育榮譽
學士，及理大社會科學廣泛學科今年繼
續獲學生追捧，錄得每個學額逾百名學
生競爭。體育及社工類學科亦屬學生
「搶手之選」，預料有關科目將一位難
求。
「大學聯招辦法」網上遞交入學申請
階段於前晚深夜已經完結，八大資助院
校昨日公佈學生報讀的情況。以學生首
三志願（Band A）計算，競爭最為激烈
的學科為教院幼兒教育榮譽學士，2,126
名學生爭 18 個學額，即每學額平均有

118 人爭奪；理大社會科學廣泛學科緊隨
其後，1,111 名報讀人數爭 11 個學額，平
均每101人爭奪一位。

體育及社工亦屬「搶手之選」
今年體育及社工類學科的申請反應亦
十分熱烈，理大社會工作(榮譽)文學士學
位及浸大社會工作學士，分別錄得 60 人
爭一位及 49 人爭一位的情況。浸大體育
及康樂管理文學士及教院體育教育榮譽
學士，每個學額則分別由 50 人及 48 人競
爭。
浸大工商管理學士本年被最多學生選
為首三志願，報讀人數 3,482 人，學額共
200 個，平均每 17 人爭奪一位。理大酒

2016/17 年度大學聯招入學部分競爭激烈科目
院校

課程名稱

首三志願報讀人數

學額

競爭情況

教院

幼兒教育榮譽學士

2,126

18

118人爭1額

理大

社會科學廣泛學科

1,111

11

101人爭1額

理大

社會工作（榮譽）文學士學位 1,746

29

60人爭1額

浸大

體育及康樂管理文學士

1,287

26

50人爭1額

教院

體育教育榮譽學士

1,401

18

48人爭1額

資料來源：各院校
店及旅遊業管理廣泛學科亦有 3,097 人選
作首三志願，此科收生 82 人，即每學額
有38人爭奪。
至於經聯招申請的高級文憑課程中，

TSA 委員會增中小學界代表

檢討 TSA 隔年考及是否全港參與

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昨日在回應傳媒提問時表示，委員
會將特別針對 3 個範疇作整體討論，第一是 TSA 的題目
是否太深，第二是題型，第三是在操作上作出檢討，以
看 TSA 是否需要每年或隔年進行，以及是否全港學生
均須參與等。他希望委員會能全面檢視，並作出初步建
議，讓局方再審視將來的處理方法。
被問到會否取消或暫緩明年小三的TSA，吳克儉再次
強調，TSA是一個有效、低風險的評估工具，並不會針
對學生個人表現或跟派位升學有關，亦不會是檢視學校
表現名單的一個項目，當局亦已經要求學校正視過多家
課及操練的問題，相信家長在了解過 TSA 的內涵後，
對TSA的看法會有不同。
有見 TSA 議題被政治化，部分家長又醞釀罷課以抗
議 TSA 的推行，教聯會昨日亦發新聞稿表示，對有關
情況感到憂慮，希望家長面對社會上的政治炒作，要保
持冷靜，切勿讓子女成為政治磨心。教聯會認為，TSA
是教育專業的問題，但也涉及學生和家長，因此需要在

理大酒店業管理高級文憑最為「搶
手」，2,293 名學生爭 75 學位，每學額競
爭人數達 30，競爭情況較不少學位課程
更加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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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位 2015「DFA 香港青年設計才俊獎」得獎畢業
生，曾梓峰（左一）、練佩儀（左二）、李翊呈（右
二）、陳景熙（右一）與 HKDI 及 IVE（李惠利）院長
盧林（中）合照。
VTC供圖

4
專業和民意之間取得平衡。
該會認為，TSA的執行上出現異化是不爭的事實，又
建議教育局不向學校公佈小三測試的結果，以取消學校
操練的誘因，同時採用考評局公佈整體考生表現的做
法，就每年測試所發現的問題向社會公佈。該會亦建議
當局每 10 年才進行一次全港性評估，期間只需每年抽
樣進行。

城專臥龍崗合辦 3 銜接課程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姜嘉軒） 城市大學專上
學院去年通過「賣盤」予澳洲臥龍崗大學後，兩
校最終結成合作夥伴，並於明年在港合辦商科、
電腦及傳理學共 3 個銜接學位課程，歡迎副學士、
高級文憑或持相同學歷申請者申請報讀。校方表
示，課程現已接受報名，預計每科收生 50 人，學
生可於 1 年內完成 3 個學期的課程，全年學費
84,600 港元。所有學生將於城專學院德福分校上
課，並可透過網上學習平台使用臥龍崗大學的網
上圖書館，獲取電子圖書及學術期刊等不同資
源。

推商科電腦傳理學迎港市場
臥龍崗大學國際合作與海外辦學事務首席主管
■Bill Damachis（右下）指 3 個銜接課程畢業生可到業界不同機
Bill Damachis 表示，校方決定推出商科、電腦及
構任職，亦可憑學位繼續升讀臥龍崗大學提供的研究生課程。
姜嘉軒 攝 傳理學課程，主要是考慮到本港市場需要，由於

不少公司渴求 IT 及商業人才，期望課程與實務工
作接軌，助畢業生順利搵工。
Bill Damachis 又指，臥龍崗大學在國際上擁有
不少合作夥伴，QS 全球年輕大學榜中亦屬前列，
相信上述 3 個銜接學位課程可獲國際認可，畢業生
可到業界不同機構任職，亦可憑學位繼續升讀臥
龍崗大學提供的研究生課程。
城專自去年起傳出「賣盤」予澳洲臥龍崗大學
消息，兩校後來結成策略性聯盟，並為城專設下 5
年過渡期，承諾由校名、校舍運作、學生的課程
架構、獲頒授的證書、學費，以及教職員的聘用
條款及準則維持不變。
校方形容結盟可大幅度增加城專學生升讀大學
銜接課程的機會，但當時有教育界人士及城專學
生質疑「賣盤」後學歷的認受性，及過渡期後校
方到底何去何從。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伊莎） VTC
轄下的香港知專設計學院（HKDI）4 名畢
業生憑着別出心裁的時裝及產品設計，獲
得香港設計中心頒發「DFA 香港青年設計
才俊獎」4項殊榮，共獲頒100萬港元獎學
金。4 人將遠赴海外著名設計公司或院校
實習及進修，朝國際設計舞台進發。

知專畢業生 贏百萬設計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教育局早前表示會
檢討全港性系統評估（TSA），並會在負責有關事宜的
「基本能力評估及評估素養統籌委員會」加入不同持份
者，局方昨日公佈相關委員名單，顯示新增了 6 名委
員，包括考評局秘書長唐創時、 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
委員會主席湯修齊、兩名小學校長和兩名中學校長。據
了解，委員會將於下周四開會。
有見 TSA 的執行引起爭議，局方決定交由「基本能
力評估及評估素養統籌委員會」作出檢視，並承諾會加
入不同持份者的意見，希望可於明年初發表檢討報告。
教育局昨日公佈最新的委員名單，顯示新增了 6 名委
員，除了唐創時和家長代表湯修齊之外，4 名學界代表
分別為小學界的聖公會聖雅各小學校長張勇邦、國民學
校校長賴子文，中學界的獅子會中學校長林日豐及嗇色
園主辦可譽中學暨可譽小學校長李雪英，令中小學界代
表的比例於委員會中大增。

製表：記者 姜嘉軒

擊敗 210 參賽者 會展展 DFA 作品

4 名 HKDI 畢業生分別於「服飾設計」
及「產品和工業設計」組別脫穎而出，擊
敗逾 210 名來自不同院校的參加者，獲得
4 項不同殊榮，得獎作品由昨日至本周六
於會議展覽中心舉行的「DFA 設計獎展
覽」公開展出。
獲獎者之一的 HKDI 時裝設計及產品開
發高級文憑畢業生陳景熙與拍檔去年創立
男裝品牌，他憑獨特的設計風格贏得「服
飾設計」組別的「創意智優青年設計才俊
獎」，將動用 50 萬港元獎學金赴英國深造
半年。產品設計高級文憑畢業生李翊呈則
憑作品「雲鶴」獲得「產品和工業設計」
組別的「創意智優青年設計才俊特別
獎」，其設計旨在協助長者、孕婦和關節
炎患者不用彎身就能穿脫鞋襪。
在「服飾設計」組別奪得「香港知專設
計學院青年設計才俊獎」的曾梓峰為時裝
設計高級文憑應屆畢業生，藉畢業作品
「Beauty in the War」向母親致敬，明年
將以 25 萬港元獎學金，赴英國修讀女裝碩
士課程。同科的畢業生練佩儀則憑改變線
條為主的作品「Distortion」，獲得「服飾
設計」組別的「青年設計才俊優異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