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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會中學「我愛理」教科學

理大新銜接課育「機場管家」
邀前空管專家授課「贏在起跑線」料起薪1.8萬

中大講座論孫中山亞洲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為慶祝中文大學中國

文化研究所成立50周年，研究所的當代中國文化研
究中心將於1月17日及20日舉辦「陳克文中國近代
史講座」及座談會，邀得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近代史研
究所教授章開沅及朱英蒞臨中大演講。
首場講座題為「理想與現實─孫中山的亞洲
夢」，由章開沅主講，於17日下午4時於中大祖堯堂
舉行；而第二場座談會則分別由章開沅主講「文化危
機與人性復甦」，及朱英主講「章開沅先生與中國近
代史研究」，於20日下午4時半在中大潤昌堂103室
舉行，中大文學院院長及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梁元生
擔任主持。有關講座以普通話主講，歡迎各界人士參
加，毋須報名。講座摘要請瀏覽
http://www.cpr.cuhk.edu.hk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柴婧）未來隨着「三跑」落成，未來機場人手

需求將擴大，而政府早前宣佈興建的落馬洲河套區亦會推動金融科技發

展。為配合社會發展人才需要，理工大學工程學院將於今年9月增辦

「航空營運及系統學」及「金融科技」兩個教資會資助的高年級銜接

（top-up degree）課程。學院副院長（研究）陳東燊指，前者會邀請

前線航空高級管理人員授課，確保學生對日後工作有基本認識，有助

「贏在起跑線」，料畢業生起薪點可達1.8萬元。

八大收生額度
大學 2017/18學年 2016/17學年

理大 1,634 1,514

城大 1,395 1,395

浸大 585 521

中大 404 404

港大 338 338

教大 164 148

科大 150 150

嶺大 130 130

總數 4,800 4,600

資料來源：iPASS 製表：高鈺

理工大學積極利用新
增的教資會資助高年級
銜接學額，推出不同新

課程，以配合社會需要。事實上，有關高
年級銜接學額數目持續增加，為副學士及
高級文憑課程畢業生提供更多升學機會。
今年9月新學年有關學額將增至4,800個，
較本學年多200個，其中以理大及城大最
多，兩校共佔逾3,000個銜接學額。
政府近年積極增撥資源幫助年輕人升

學，包括2015/16學年起，連續4個學年將
逐步增加1,000個高年級學額，料每年涉及
額外4.75億元開支。
根據「經評審專上課程資料網」

（iPASS）資料，2017/18學年八大銜接學
額將由本學年的 4,600 個，增加 200 個
（4.3%）至4,800個。
八大中，以理大銜接學額最多，由本學年
的1,514個增加120個至1,634個；城大提供
1,395個銜接學額則與本學年一樣。其他有
增長的包括浸大及教大，前者會增加64個
至585個，後者增加16個至164個。
iPASS資料亦顯示，多所大學提供銜接
學額的課程，在新學年亦有所調整。其中
城大兩個課程包括國際商業及社會科學
（環保政策），將不再提供銜接學額。而
該校的公共政策與政治及中大文化管理，
新學年雖不再開設兩年制銜接學位課程，

但兩科仍在大學聯招課程（四年制）選項
之列。

續推新課程多元化
另外，有大學則推出新的銜接學位課

程，如城大的工商管理（管理學）、浸大
的數學及統計與創業學，中大的能源與環
境工程、科大的定量數據分析及港大的應
用兒童發展等。
城大發言人回應有關科目變動時指，校

方會不時檢討課程安排，包括將部分學科
合併或調整，以配合課程發展，但不會影
響整體高年級學額的數目。

■記者 吳希雯

銜接學額續增 理大城大最多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記者 高鈺）廠商
會中學近日舉行
「科學周」，今年
活動主題為「我愛

理」，該校科學、生物、化學、物
理、電腦及數學科老師們，都用心
預備了不同項目，讓學生可輕鬆愉
快地學習科學。
在活動期間每個上課日早上，該

校學生返校後都可以到陰雨操場閱
讀科學雜誌，認識不同的科學資
訊，有問題時亦可向在場的科學老
師提問。而午飯後時間，校方會安

排播放科學電視節目，吸引不少學
生欣賞，大家都對了解大自然不同
物品的由來有濃厚興趣。
而各學科也於禮堂安排活動供學

生自由參與，包括擺放了蜘蛛、蝴
蝶等不同生物標本的「生物放大
鏡」；利用簡單化學反應產生二氧
化碳，令小膠樽飛起的「火箭 Go!
Go!Go! 」；以電磁學原理製作轉
動器的「氹氹轉」，及電腦科VR
體驗等。
該校學生表示，能在活動進行的
一星期內體驗到不同範疇的科學知
識，實在難得。

����9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溫仲綺）免費優質
幼稚園教育計劃將在9月新學年推行，教育局
去年底公佈有745所幼稚園參加計劃，當中約
八成受資助半日制幼稚園將免學費。有見部
分提供半日制學位的幼稚園仍需收費，教育
局昨日回覆立法會議員質詢時表示，幼稚園
半日制班級需要收學費，主要是應付超出租
金資助的租金開支，但預計學費會處於低水
平。
教育局亦會檢討可行方法，提供更多政府
幼稚園校舍，以逐步增加半日制幼稚園的免
費學位。

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昨日以書面回覆議員張國
鈞質詢時指，當局估計免費幼教計劃下，約八
成的受資助半日制幼稚園會在下學年提供免費
學位，而部分幼稚園的半日制班級需要收取學
費，主要是應付超出租金資助的租金開支，但
預計學費會處於低水平。
他又指，當局會探討可行方法，提供更多優

質的政府幼稚園校舍。作為長遠策略，當局會
在新的公共屋邨預留足夠土地作幼稚園校舍用
途，亦會根據適當的既定選址及/或處所分配機
制，探討可否增加由政府擁有的幼稚園校舍，
以及研究有關幼稚園與小學共用校舍的可行

性。
他續指，約50%（約290所）全日制/長全日
制幼稚園，在新學年的初步預算學費為每月
1,000元或以下，與2016/17學年約5%比較，
比例大幅增加。
他又表示，政府會繼續推行幼稚園及幼兒中

心學費減免計劃，對有經濟需要的家庭提供支
持。
政府亦會為參加計劃的幼稚園提供一筆過的

啟動津貼，而幼稚園日常運作所需的開支則可
以當局為學校提供的經常性資助（如按學生人
數計算的基本單位資助）應付。

教局逐步增半日制幼園免費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去年底
浸會大學有學生因不滿宿舍食堂食物不
潔，而於校內發起食蟲行動抗議，引起社
會對專上院校食堂質素的關注。食物及衛
生局昨日回應立法會質詢時指，過去5年
食環署共接獲22宗有關專上院校食堂所
售食物不潔的投訴，當中兩宗因違反香港
法例而提出檢控。
署理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書面答

覆立法會指，現時《食物業規例》中「食
物業」一詞，並不包括學校內學生食堂及
工作場所專供員工使用的食堂，所以院校
食堂毋須申領食物業牌照。
她又指，不過有關食堂承辦商仍須遵

守《公共衛生及巿政條例》有關規管食物
安全的條文，如售賣新鮮牛奶和冰凍甜點
等限制出售的食物，亦須向食環署申領相
關的許可證。
另外，食環署人員亦會定期巡查院校

食堂，檢視其環境衛生情況及相關的食物
安全措施，並向負責人提供衛生教育及相
關食物安全的知識，如有發現違反食物安
全或環境衛生的法例，將考慮提出檢控及
通知院校管理部門跟進。
根據資料，食環署於過去5年巡查食堂

學校食堂或員工食堂的次數有3,700多次
至4,100次，但署方未有備存巡查專上院
校食堂的分項數字。

院校食堂「免牌」食物不潔照告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鄭伊莎）為提高
學生對升學及就業問
題的關注，明愛元朗
陳震夏中學早前為高

中學生籌辦了一連串的生涯規劃輔
導活動，以深化學生對升學及就業
的了解，並配合學生的興趣、能力
及性格，協助他們作出最合適的升
學及就業規劃。
該校中六級班主任及主科老師分

別為每名中六學生進行「一對一」
的個別輔導，以讓學生進一步發掘
其事業及人生目標，為他們踏入人

生另一階段作好準備。同時，老師
亦鼓勵學生在中學文憑試爭取好成
績，指導學生訂立清晰明確的升學
目標。
此外，該校亦參加了由扶貧委員

會籌辦的「友導向」小組師友計劃
及友師夥伴計劃。計劃邀請了具豐
富的社會經驗人士到校園，與學生
互動，提供涵蓋多個範疇的全方位
職志活動。
校方亦為中五退修學生提供生涯

規劃小組輔導，並引入職業理論，
深化學生對個人事業理想的認識，
為他們搜羅適合的行業資訊。

元朗陳震夏校助學生尋出路

為讓副學士及高級文憑課程畢業生提供
更多升學機會，理大新學年將增加

120個資助高年級銜接學額。其中，該校
設計學院早前已宣佈會以有關學額新辦社
會創新設計學銜接學位課程。
理大工程學院昨舉行傳媒茶敘介紹學院
最新發展，包括新設兩年制的高年級銜接
課程，當中「航空營運及系統學」主要培
養具備軟工程實力的專業人員，供工程、
物流等課程副學位畢業生報讀；「金融科
技」則供資訊及通訊科技或金融等相關課
程副學位畢業生報讀。兩課程均即日起至
2月20日接受申請，各收生約40人。

引進空管模擬器教學
陳東燊表示，理大已打造航空營運及控
制實驗室，引進香港首個作教學用途的空
中交通管制模擬器，讓學生對基本知識了
解；亦招聘有豐富經驗的高級航空管理人
員授課，把實戰問題帶回學校。
同時，課程亦邀請物流及航運學系和酒
店及旅遊業管理學院參與課程設計和教
學，提供涵蓋機場、航空公司、民航處等
方面的運作、管理、效率提升內容，目前
課程已獲亞洲空運中心、香港國際機場、
國泰航空等業界公司支持。他預料，2030
年機場受僱人數將由現時約7.3萬人升至
14.1萬人，課程可及時培養具軟工程實力

的專業人員，滿足市場的人力需求。

金融科技課程應需求
理大電子計算學系副教授陳峻斌表示，

電子科技、網絡眾籌等都是金融科技發展
的證明，但英國政府有關全球金融科技業
的分析報告顯示，香港金融科技人才供應
在全球主要經濟體中排名最後。
香港金融科技市場預計提供8,000個相

關崗位，落馬洲河套區亦或創造4萬多個
職位，金融科技領域便涵蓋其中，「修讀
課程學生不僅能在傳統金融界求職，亦可
在金融科技界發展，出路眾多。」
陳峻斌又指，將安排不同專業背景學生

在課程第一年補底，確保資訊及通訊科技
（ICT）和金融領域知識都了解充足。內
容包括金融科技應用程式編程、商業金
融、電子支付及加密貨幣、眾籌及電子金
融、大數據分析等，另有金融科技研討會
及案例研究科目，邀請業界專家分享經
驗。
面試方面，陳東燊提醒申請者可準備航

空相關的基本常識，校方會按申請學生的
成績平均積點（GPA）篩選學生面試，要
求GPA 3分或以上並對航空業有熱情者機
會較大。陳峻斌則指，金融科技課程面試
主要考察申請人興趣、相關知識及將來是
否有意投身相關行業。

■老師與學生一起放紙飛機，寓意彼此一同努力，向目標邁進。
校方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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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對不同生物標本非常感學生對不同生物標本非常感
興趣興趣。。 學校供圖學校供圖

■■學生透過轉動水桶認識力學學生透過轉動水桶認識力學
原理原理。。 學校供圖學校供圖

■■學生體驗學生體驗 VRVR裝置帶來的裝置帶來的
33DD感受感受。。 學校供圖學校供圖

■理大工程學院將於今年9月開辦兩個教資會資助的新銜接課程。 柴婧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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