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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殺百校半數轉用途
偏僻細地交回政府處置

【本報訊】為吸引海外生來港升學，職業訓練局
擬自行籌募三至四億元，於青衣興建宿舍，最快五年
後提供一千個宿位。同時，該局今年九月首辦六個自
資學士課程，合共二百一十個學額，校方已計劃一三
／一四學年新增廚藝管理及食品設計、園藝建築等三
個學士課程，屆時將招收四百名新生。另外，新學年
的高級文憑課程學費，料隨通脹調升百分之五。

職訓局新任主席陳鎮仁與執行幹事邱霜梅昨與傳
媒茶敘時表示，職訓局目前約有一百五十個宿位，但
全日制學生達六萬人，計劃向政府申請於青衣分校附
近興建宿舍，校方會自行籌募三至四億元經費，預料
最快五年後才能落成，屆時將提供一千個宿位，校方
暫時傾向優先給海外生使用，但本地生亦可入住。

陳鎮仁又稱，本月初公布的《財政預算案》撥出
二十五億元作配對補助金，職訓局亦獲准參加配對，
校方已成立 「籌款小組」展開籌募工作。

其次，職訓局轄下的高等科技教育學院（THEI

），今年九月將率先開辦運動及康樂管理等六個自資
學士學位課程，學費約六萬元。陳鎮仁稱，已計劃於
一三／一四年新增三個學士課程，包括廚藝管理及食
品設計、園藝建築及保健課程，屆時THEI可招收四
百名新生，但強調無意轉型私立大學。至於高級文憑
課程方面，他表示，新學年學費仍有待教育局審批，
但學費會隨通脹上升約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六。

另外，特首曾蔭權去年十月在《施政報告》提出
撥款五億元興建國際廚藝學院，以及增設一所青年學
院，專收非華語及特殊學習需要學生。陳鎮仁稱，有
意於薄扶林中華廚藝學院附近，物色適合用地建校，
但要諮詢區議會及環保組織等意見，校方亦會考慮將
軍澳及柴灣。

至於青年學院目前選址於將軍澳興建，邱霜梅稱
，校方考慮尋求空置校舍改建，以便盡快提供課程。
她說，首年將提供二百四十個學額，學額逐步增至四
百二十個，學生初期或需於其他院校校舍上課。

職訓局擬建宿舍收海外生

稿稿特
六十三內地高校接受港生免入學試

報讀在即，學生雖可選報四間學校各四
個專業，切記報名後專業不可更改，所

以報名前必須認真研讀招生簡章。對於有心到內地讀
師範院校、將來希望做教師的同學尤其重要。

中國現有師範大學逾百所，今年參與免試收生的
師範大學有十一所。內地傳統意義上的 「師範大學」
，主要是指培養各類教師的高等院校，但就現代意義
來講， 「師範大學」不僅要培養高水平的師資，成為
國家教育事業的基礎，同時隨社會發展更成為綜合性
人才培養基地。是次各師範院校提供的收生專業與師
範類專業數目，都不盡相同。

1）全面開放收生，明確師範專業。如南京師大
提供九十三專業，其中師範類有九專業；福建師大六
十專業，其中師範類十七個；華中師範大學文史類二
十二專業、理工類二十八專業收港生，師範類文科七
專業理科九專業；雲南師大招生簡章中對是否師範類
專業及個專業方向很明確，使人一目了然。

2）收生專業明確，但沒區分是否師範專業。如
四川師大八十個專業，北師大十八優勢特色專業收生

，但皆未明確哪些是師範專業；報名時一定要向相關
單位諮詢清楚。

依經驗提供港生需要專業。如北師大珠海分校僅
十二專業、華東師大十五專業，但都有金融學、人力
資源管理、漢語言文學、廣告學等非師範專業。

3）專業相同，但收生文理側重不同。南京師大
地理專業為文理兼收，華中師大地理學科則為文史類
，華南師大以理科專業為主，文科類只有歷史與學前
教育專業收生。主要考慮入大學後是否能順利學習，
因理科專業對數學、物理、化學、生物的要求較高。

4）名為師範大學，但多為綜合院校，許多非師
範類專業的水平亦較高；還有一些專業是香港將來發
展必須專業如旅遊管理等，亦可以考慮入讀如華東師
大、福建師大等。

總而言之，同學填報志願時，先諮詢，如需要一
定要在報考專業後註明是 「師範類」或 「非師範類」
。另獲內地師範大學學歷後若回港任教，尚須通過香
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的學歷評審，通過後可向教
育局申請學校教職或成為註冊教師。

【報讀內地高校須知系列之二】

報讀內地師範專業須知
本報記者 于敏霞

8間將重做校舍的停辦學校
學校名稱

東華龍岡馮耀卿夫人
紀念小學

五邑工商總會馮平山
夫人李穎璋學校

柴灣天主教海星小學

荃灣信義學校

佛教劉天生學校

救世軍三聖邨劉伍英
學校

聖德蘭學校

佛教大光中學

地區

東區

沙田

東區

荃灣

屯門

屯門

南區

大埔

學校停辦的學年

2009/10

2009/10

2010/11

2010/11

2010/11

2010/11

2011/12

2011/12

繼去年十一月後，教育局局長孫明揚昨再度回覆
立法會議員質詢的中小學停辦後空置校舍的善後問題
。他透露，自○四至一一學年，全港共有八十六間官
津小學收生不足而關門。在此期間，也有十五間中學
結束。

總計這批一百零一間停辦中小學所騰空的校舍中
，有三十六間已獲明確安排。其中，有二十一間再做
校舍，三間做臨時校舍，十二間做其他教育用途。資
料顯示，葵涌的樂善堂劉世仁學校已改作考評局電子
評卷中心；港島東區的東華三院李志雄紀念小學、馬
鞍山耀安邨的嗇色園可暉學校則撥給香港專業進修學
校做專上校舍。尚有校舍撥作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
審局辦事處，及職業安全健康局訓練中心。

部分校舍仍作教育用途
孫明揚說，另有十六間空置校舍已預留再作學校

或其他教育用途。教育局昨天提供其中八間資料，分
布港島、沙田、屯門和大埔，包括經歷殺校合併後仍
要結束的柴灣東華龍岡馮耀卿夫人紀念小學，以及力
抗殺校但失敗的南區唯一津小聖德蘭學校。（見附表）

談到其餘四十九間停辦學校校舍存留，孫明揚稱
它們 「校舍細小，又位於偏遠地區，並不適合再作教
育用途。」教育局已交還政府有關部門處置。綜合資
料，其中四間是大埔的基正小學、黃大仙的基心小學
、沙田的育才中學和離島長洲漁會公學。

回應何俊仁議員提問，政府會否因應二○一二年
的龍年效應而擴充或重置校舍，以容納大量龍仔龍女
的入學需求，孫明揚說會透過向鄰近校網 「借學位」
，或增加網內學校小一班級來應急。教育局近日表示
，已決定將上水清河村一幅教育用地，興建一所設有

三十六個課室的小學，預計在二○一六年完成，可容
納九百個學生。

教育團體申請接手無回音
另一方面，與聖德蘭學校同處港島赤柱的千禧學

校香港鄭氏宗親總會鄭則耀學校結束近四年。雖然眾
多教育團體，包括國際學校和專上學院等紛紛申請接
手，但一直未獲當局理會，結果四年來一直丟空。

同於○八年結束的鯉魚門海濱學校，在九龍社團
聯會社會服務基金向政府承租，將空置校舍改作創意
館，用以舉辦教育、文化、保育和藝術等活動。

【本報訊】考評局在一萬七千人應考的文憑試
熱門選修科 「企業、會計及財務概論」，刻意以
「腦筋急轉彎」手法要考生識別 「資產負債表」對

與錯，卻被前線教師批評弄巧反拙，令學生無辜失
分。

考評局昨日為數百名企會財教師舉行練習卷學
生表現分析講解會。當局在會上公開承認，在卷二
某一題目 「故意」將圖表 「資產負債表」製作成錯
誤的橫式，希望考生 「腦筋急轉彎」能寫出正確的
直式。但有教師怒斥，當局從來未曾提過不可使用
橫式，一直是直橫式均可用。

「企會財」文憑試設兩份試卷，卷一為多項選
擇題及短答題，佔總分四成；卷二則是會計或商業
管理選修單元，佔總分六成。企會財課程關注組召
集人的科任教師麥肇輝昨日在會後表示，考評局官
員在卷二甲第六題的資產負債表製作出俗稱 「T字
形帳戶」的橫式，原意要求學生寫出正確的直式。
「但弄巧反拙，不少考生都未能及時意識到題目如

此刁鑽，所以他們都白白失去五分。」
同時，同一卷的第九題，要求考生製作同有直

橫式的損益表及財務狀況表，但考評局的答案亦只
有直式，考生在三年的新高中課程亦對不能寫橫式
毫不知情。考評局發言人回覆，資產負債表可以接
受直或橫式作答，當局期望學生判斷題目資料對與
錯，並就有關項目作出更新。

麥肇輝表示，其任教的學校下星期會舉行校內
模擬試，他憂慮未有足夠時間糾正學生的錯處。同
樣任教該科的馮劍騰表示， 「印象所記當局是未有
提過不可用橫式，估計是近年會計界帳目格式有變
，當局希望考生將來能學以致用，所以一改作答標
準。」他擔心，無暇出席講座的教師可能未能糾正
學生，令失分人數增加。

昨日出席講座的教師最想了解其他學校考生的
表現。不過當局以樣本試題數量太少為由拒絕透露
。據悉不少學校的練習卷成績差強人意，及格率非
常低，有人在一百分滿分的試卷只獲十數分成績。

繼十八間大埔區中學及二十
五間官立中學，參與保安局禁毒

處本學年 「健康校園計劃」驗毒計劃後，最近再批
出廠商會中學及伊斯蘭脫維善紀念中學參與，分別
獲得四十多萬元資助推行驗毒及防毒計劃。廠商會
中學昨日舉行啟動禮，禁毒專員許林燕明、廠商會
會長施榮懷等主禮，校方更請來校園防毒計劃禁毒
大使到場，與百多名學生宣揚禁毒信息。

【本報訊】實習記者彩雯報道：香港科技大學正
式成立 NIE 社群媒體研究中心。該中心研發的 「拖
曳技術」，可在未來使人們通過晃動智能手機，輕鬆
獲取大街小巷的整張廣告海報圖片，並藉社交網絡與
人分享，該技術已獲兩項專利。

NIE社群媒體研究中心開幕典禮昨於科大盧家驄
大學中心田家炳廳舉行。典禮上展出中心最新的 「拖
曳技術」（Drag in Technology）。該技術通過手機
應用程式，將屏幕圖片與智能手機連接，用戶只要簡
單晃動手機就可以將屏幕圖片 「拖曳」到自己的手機
中，並通過手機在社交網絡上與好友分享。

研究人員表示，該技術尚未成熟，仍未投入市場
，將來會進一步完善文檔、圖表等多種形式文件的傳

輸。但它的應用與推廣將方便人們獲得並分享廣告海
報信息，避免拍攝或抄錄信息帶來的不便，有助企業
透過社群媒體作品牌行銷。

此技術是由科大 NIE 社群媒體研究中心總監許
丕文教授與工學院一名在校研究生共同研發，於去年
獲得兩項專利，而另一項Social Media Poster技術
也在申請專利中。許教授認為，科技發展始終要以人
為本，未來的社群媒體不會只停留於手機，所以研究
中心還會注重如何使人們更好地與周圍環境互動。

NIE是亞洲第一所網絡社群媒體文化研究中心。
中心主要由上海通盛時富投資管理有限公司行政總裁
聶樂輝資助二百萬成立。科大工學院也為該中心資助
十萬，目前中心共籌得三百萬資金。科大校長陳繁昌
昨天在典禮上表示，科大成立該研究中心旨在培育科
研及社群媒體專才，推動香港成為區內創意媒體及資
訊科技中心。

殺校政策的連鎖效應浮現。八年來有
八十六間小學和十五間中學結束，其中三
十六間校舍獲轉換用途，包括考評局評卷
中心和香港專業進修學校校舍，但尚有四
十九間限於校舍細小兼偏僻，被教育局退
回地政總署等政府部門另行處置。

本報記者 呂少群

企會財卷刁鑽
考生無辜失分

二○一二年，是舊制中
七和新制高三重疊並行的雙
班年。近十一萬新舊制學生
，同在今年三月參加公開試
、也為七八月放榜後的出路
而忙碌。

《大公報》是本港現有
四張特設教育專版的報紙之一，關注雙班年、新高
中、三三四變革是本職也是義務。為此，本報在三
年前，也是新高中推行的那一年，與教聯會和教育
圖書公司合作推出《解構334──備戰新高中》，
走訪教育局、考評局、中學校長、教師，希望讓師
生和家長對新學制有所了解，以作配合。

三年來，本報教育版以至相關的通識版和校園
版，從不同方面關注學制改革。在教育版，除了持
續報道新高中課程考核外，還定期設立 「新高中動
向」專欄，及時介紹新高中講座，應用學習課程以
至升學資訊，去年十一月起，校園版還特意逢星期
四開設 「新學制，新家長」，由資深教師從本地，
兩岸以至海外升學，職業取向等層面，與家長和學
生分享心得，指點迷津。

本報由○六年起，逢周二和周五推出 「通識新
世代」專版，配合新高中通識課程，又廣邀師生撰
稿，與學界分享交流。沙鷗不厭其煩，在此呼籲各
校師生以至校長多多來稿，互勵互勉。

配合末屆中七高考和首屆中學文憑試，教育版
將持續跟進，採訪師生，關注社會各界對這兩批中
學畢業生出路的措施。我們同樣期待各方的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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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實用資訊迎轉制
沙 鷗

科大研發分享海報手機程式
校園驗毒

◀職訓局主
席陳鎮仁表
示，計劃自
行籌募三至
四億元於青
衣興建可提
供一千個宿
位的宿舍

本報記者
劉家莉攝

▲其中一間千禧學校香港鄭氏宗親總會鄭則
耀學校結束近四年一直丟空

本報記者呂少群攝

▲香港科技大學 NIE 社群媒體研究中心昨日
正式開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