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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院換校徽迎正名
擬斥逾十億建宿舍

■主禮嘉賓於鄭裕彤樓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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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大提供圖

■張仁良
張仁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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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與一眾管理層
主持新春傳媒茶敘，
主持新春傳媒茶敘
，並向傳媒介紹新
校徽的初步設計藍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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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院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伊莎） 香港教育學院早前獲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批准授予
大學名銜，即將成為本港第八所資助大學「香港教育大學」。教院校長張仁良昨日在新
春傳媒茶敘上，介紹 6 個候選新校徽的初步藍本設計，又透露計劃斥資逾十億元籌建全
新的特殊教育綜合服務中心暨宿舍大樓；他期望正名議案可在 3 月 2 日立法會首讀後盡快
通過，讓本屆畢業生頒授畢業證書時取得大學證書，「拿到遲來的禮物。」

張仁良昨日聯同教院一眾管理層主持新春傳媒茶
敘，介紹 6 個候選新校徽的藍本，以及該校未

來的發展重點及方向。他表示，今年是教院躍進的一
年，獲正名為大學是肯定了教院達到其他資助大學的
水平，對師生是一大鼓舞。他有信心正名的議案可於
今屆立法會期內通過，並透露自己正約見與游說不同
黨派的議員，相信有關議案並無爭議。
被問及教院會否向政府提出調動議程，確保正名議
案可如期處理，張仁良回應指，因現時時間尚早，將
等立法會 3 月初完成議案的首讀後，再研究是否要向
政府提出。
他期望，正名可盡快通過，「讓本屆畢業生授憑時

可取得大學證書，拿到遲來的禮物。」

候選校徽 半強調「葉」半用「E」
為配合「教大」的形象，新校徽的設計進展亦如火
如荼。張仁良表示，校方已委託設計顧問公司，為新
校徽的初步設計提供意見，師生和校友可就現有 6 個
校徽的藍本提出建議，或提交其他校徽設計，「新校
徽應展示教大與教院以及 5 所前師範學院悠久歷史的
連繫；並應該帶出活力充沛、力求進步、自信及充滿
希望的感覺。」現有 6 個候選校徽中，有 3 個焦點突
出象徵 5 所前師範學院的葉狀圖案，另 3 個則以代表
教育的「Edu」或「E」字為核心圖案。

諮詢校訓「學行兼脩」熱門
張仁良表示，校徽設計須於3月11日前向大學正名
工作小組提交，經甄選後，校方將於 4 月透過網上調
查，收集師生及校友的意見，交由校董會作最後決
定，當立法會通過條例修訂後即可採用。
另外，教院亦正進行校訓的諮詢工作，目前最受歡
迎的候選校訓為「學行兼脩」和「厚德日新」。
至於教院未來的發展方向，他透露，校方正整合現
有校內特殊教育的相關資源和服務，將籌建特教綜合
服務中心暨宿舍大樓，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教師、家長及持份者，料需要斥資逾十億元。
他續指，該綜合大樓高 12 層，包括學生宿舍，並
為社區人士提供特教評估、教育、輔導及培訓等服
務，亦會進行研究工作。他又指，大樓落成時間要視
乎校方籌募建築費用的進度。
張仁良又補充指，該校將繼續加強與本地和海外大
學的夥伴及協作計劃，在提供課程、學分轉移、學生
交流、實習及聯合研究計劃等方面進一步合作。

雙非童申幼園學券跌逾九成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黎忞） 特區政府 2013 年實
施「零雙非」政策，對幼稚園適齡學生的影響今年開
始出現。將於新學年入讀幼稚園 K1 幼兒班的幼童，
其家長需要於去年底或之前申請學券，本報向在職家
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查詢的最新數字顯示，截至 1 月
31 日，申請 2016/17 學年學券學童有約 4.7 萬人，其
中雙非童更只得 420 名，較對上一學年大跌逾九成。
學界中人指，雙非「截龍」確令北區等地區的幼稚園
生源減少，但學界多已及早做準備，如將部分半日制
學額轉全日制，減少對學校營運的影響。
根 據 學 資 處 提 供 的 資 料 ， 在 2015/16 學 年 共 有
61,645 名學童成功申請學券的，其中有 4,594 名是雙
非童。而根據最新數字，截至 1 月 31 日，成功申請
2016/17 學年學券的學童總數為 46,575 名，其中只有
420人為雙非童，跌幅達90.9%。
面對雙非「截龍」，對家長來說入學競爭或可減
低，但有部分幼稚園亦要「諗計」減輕衝擊。上水培

推中醫藥標準化
浸大呂愛平獲獎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黎忞） 香
港浸會大學中醫藥
學院院長呂愛平
（小圖）近日分別
獲中華中醫藥學會
頒發「2015年度李
時珍醫藥創新
獎」，以及中國中西醫結合學會頒發
「2015 年度科學技術獎」，以表彰他在兩
項有關中醫藥標準化研究項目上的貢獻。
由中華中醫藥學會頒發的「李時珍醫藥
創新獎」，是表揚呂愛平參與的《中藥編
碼規則及編碼》國家標準的研究與制定工
作。該項目實現了中藥品種、名稱與規格
的統一，並已於去年 12 月 1 日實施，有效
推動中醫藥標準化，加強政府對中醫藥市
場的監督和管理，以及保障公眾用藥安全
有效。
至於由中國中西醫結合學會頒發的「科
學技術獎」，則表揚呂愛平率領的團隊在
內地進行的中醫臨床實踐指南制定與評價
研究，有效促進中醫臨床規範化。研究團
隊亦完成香港醫院管理局的委託，在內地
的中醫臨床實踐指南基礎上，因應香港中
醫診療環境而作出適用性轉化，對中風、
失眠、慢性胃炎等三種香港常見疾病，制
定本地適用的中醫臨床實踐指南。

幼幼稚園校監蔡雯兒表示，雙非「截龍」對本港一些
接近邊境口岸，過往取錄較多雙非童的幼稚園而言，
收生確有影響，惟政府宣佈「零雙非」政策已數年，
學界都有時間做好準備，例如吸引本地和單非學童報
讀，以彌補減幅，另一方面近年本地出生率稍微上
升，亦可紓緩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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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日轉全日 減雙非「截龍」衝擊
蔡雯兒舉例指該校早有部署，因應約三分二跨境家
長傾向為子女報讀全日班，該校將在下學年起將部分
半日制學額轉為全日制，既回應家長需要又將總學額
減少，避免收生不足的情況。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上水幼稚園主任黃秀英則表示，
雙非「截龍」主要是影響學校收表情況，去年在報名
階段共收到約 200 份申請，今年下跌三成約 140 份，
不過實際收生人數其實與去年相若，該校現階段只剩
幾個學額。她表示，該校近年錄取雙非童比例約為全

校的一成，「零雙非」後校方亦可繼續吸納鄰近地區
本地學生。她又指，新學年整體幼稚園學額較「鬆
動」會令家長有更多選擇，但普遍家長較重學校是
否鄰近住處，「可能樓下收了就會轉校」，未必與對
學校觀感有關。

米芝蓮名廚獻藝 職訓局師生開眼界

■嚴志明（右七）及VTC執行幹事尤曾家麗（右八）為VTC國際雙周
揭開序幕，並委任 25 位本地及非本地學生擔任「國際學生大使」，促
進國際文化交流。
VTC供圖

■VTC 各機構成員院校在國際雙周期間展開一連串精彩活動，如文化
巿集、展覽、世界青年對談外，營造校園國際學習氣氛。 VTC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伊莎） 為了在
校園內營造國際化學習氣氛，職業訓練局
（VTC）昨日起一連12日舉辦國際雙周，
以「凝聚力量、邁向國際」為主題，在各
機構成員院校展開文化巿集、展覽、世界
青年對談等一連串精彩活動，又邀請米芝
蓮名廚示範歐洲菜式等，開拓師生國際視
野。
VTC 昨日舉辦國際雙周開幕典禮，副主
席嚴志明致辭時指，全球一體化消弭地
域、種族，以至文化的障礙，亦塑造教育
未來的發展，「職業專才教育重栽培具
技能互通的新一代專才，在本地教育體制
內已佔一重要位置。」
另外，有 25 名 VTC 學生在開幕禮上獲
委任為「國際學生大使」，他們將與首屆
獲委任「國際學生大使」協力推廣VTC的
國際交流活動，認識來自不同國家的學
生、專家和學者，體驗不同文化。
國際雙周由昨日起至 3 月 4 日舉行，重
點活動有「文化展覽」和「世界青年對
談」，鼓勵師生進行文化交流，培養他們
國際性思維；另有「外語學習工作坊」，
讓學生在輕鬆環境下接觸法文、西班牙
文、德文、意大利文等多國外語。至於
「國際美食日」亦會邀請曾為皇室成員、
世界級元首炮製美食的米芝蓮名廚 Max
Fischer，親身作烹飪示範，宣揚飲食文
化；英國白金漢宮皇室管家培訓導師 Patricia Paskins，則會教授學生一系列餐桌、
服飾及社交禮儀。

科大鄭裕彤樓開幕

張仁良盼議案盡快通過 贈本屆畢業生「遲來的禮物」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高鈺） 香港科技大學昨
天舉行鄭裕彤樓開幕典禮，以答謝鄭裕彤慈善基
金的捐獻，協助該校興建全新的教學及研究大
樓。鄭裕彤樓高 8 層，面積達 10,000 平方米，內
設先進顯示與光電子技術國家重點實驗室、機器
人研究所，以及由科大與微信聯合成立的「微信
香港科技大學人工智能聯合實驗室」等部門。大
樓屬開放式設計，高度靈活，以促進跨學科研
究，並設有大型多用途演講廳，可用作教學或藝
術表演，又提供工作空間予科研人員使用，實驗
室支援區則配備共用的特殊器材和服務。

鄭裕彤：平台倡導創新創意

科大表示，新大樓設施參照世界頂尖學府包括
牛津大學、劍橋大學及加州理工學院設計，備有
最高國際水平的設施，將有助科大締造富啟發性
的教研環境，提升教研實力。鄭裕彤慈善基金董
事鄭家純致辭時表示， 新建教研大樓擁有國際水
平的設備，還構建了本港與內地、海外的科研平
台，倡導創新和創意，希望同學珍惜這個學習機
會，把握機遇，一展所長，日後有能力就回饋社會。科大
校董會主席廖長城及校長陳繁昌感謝基金的捐贈。
出席開幕典禮的嘉賓包括周大福慈善基金主席及鄭裕彤
慈善基金董事鄭家成、科大校董會副主席查逸超、首席副
校長史維、副校長(大學拓展)翁以登、副校長(研發及研究生
教育)李行偉、副校長(行政)賀致信等。

■鄭家純(左二)由科大校董會主席廖長城(左一)及校長陳繁
昌(左三)陪同，參觀大樓內的機器人研究所。 科大提供圖

各國升學費用
各有慳錢良方
談到海外升學，不能不考慮學費、
雜費等支出。如要以節省升學費為首
要考慮，同學可因應各國不同的情況
作選擇，筆者有以下一些建議。
英國中學方面，不少家長的概念
中，英國傳統中學或國際學校的升學
海外升學秘笈
費用比升讀大學支出還要高，動輒每
年花費 40 萬至 50 多萬港元；但另一方面，英國其實不少政
府學院亦會開辦 A Level 及大學基礎班課程，每年學費約在
8,000 至 8,500 英鎊左右，學費加上生活費，每年的總支出
約 20 萬港元左右而已。此外，英國不少大學均有開辦一年
制的大學基礎課程，此課程就讀時間比 A Level 短 1 年，同
樣可以視為省時慳錢的升學選擇。大學方面，英國大學的
學費幾乎與他們的排名成正比，同一學科類別在不同大學
就讀，支出亦大有分別。
美國方面，本港學生多在中學畢業後到美國升學，當地
四年制大學中，同學可以選擇首兩年於社區學院就讀，之
後再升讀大學第三及第四年。由於社區學院的學費並不
高，同學每年的學費及生活支出一般在 20 萬港元或之下，
相較於在大學學習的每年 30 萬至 40 多萬港元支出，首兩年
可以節省不少。另外，美國大學數目眾多，不同地點加上
私立、公立、州立大學性質不同，令留學費用有很大差
異；一些地區不在主要城市而程度高的大學，為吸引優質
學生，會設立較多獎學金供學生申請，這也有助同學節省
支出。

澳洲各省物價大有不同
澳洲方面，不同省份的城市在地理上距離十分遙遠，各
省物價及生活費有明顯分別，例如生活費以悉尼及墨爾本
較高，南澳的阿德雷得較低，同學找工作的機會最高在西
澳的柏斯等也可納入考慮之中。就算同一個省，不同的地
區也可以節省支出，例如在距離悉尼約兩小時火車程的紐
卡素讀大學，生活費及學費支出有機會比在阿德雷得升學
還要便宜。中學方面，澳洲與英、美不同，澳洲政府的中
學同樣接受海外生就讀，學費比在私立中學就讀便宜很
多，也值得同學考慮。
加拿大現時的匯率不高，升學支出較數年前已減省很
多，如希望再節省些，可以考慮在多倫多或溫哥華之外的
其他城市或省份升學。新西蘭亦有類似情況，只要離開該
國最大城市奧克蘭，便會發現升學費用可以節省不少。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黃奕星
學林社海外升學中心總經理
作者簡介：20 年經驗協助學生到海外升學，定期探訪各
國中學、大專
及大學，十分
樂意分享協助
同學到海外升
學的心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