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大學轄下明德學院，將於今年九
月開辦兩個自資學士學位課程，學費八萬
起貴絕全港。署理學院院長李焯芬稱，收
費較高可保證學校 「長期與獨立地發展」
。目前校方棲身於一間小學校舍內，正競
逐政府早前推出的柴灣地皮。若獲批，六
年後將啟用可容納四千人的新校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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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楊永剛、鍾婉玲昆明二十三日電】啟動九十
周年校慶的雲南大學，獲國家教育部批准成為六十三所免試
招收港生的內地院校之一，校方今年擬招三十名港生，正組
織報讀的學生在五月五日於廣州面試。另外，該校獲得二千
五百萬社會捐款。

雲南大學招生辦工作人員介紹，港生每人可報四個志願
。目前網上報名的統計數據顯示，從第一志願到第四志願人
數已達四十人，第一志願為優先錄取，最後招生人數根據填
報第一志願的學生人數確定。校方定於五月五日在廣州組織
面試，七月下旬錄取，八月二十日前，通過網絡服務平台公
布最終錄取名單，同時發放錄取通知書。

另外，雲南大學在九十歲華誕校慶年啟動儀式上，獲得
了二千五百萬元的社會捐款。雲南大學創建於一九二二年，
現有全日制在校本科生一萬兩千八百多名，研究生八千五百
多名，各類成人教育學生近兩萬名，現在設有十七個學院。
被列為國家首批 「211工程」重點建設大學。

【本報訊】香港理工大學與中國空間技術研究院簽訂合
作協議，集合兩地專家，共同參與國家探月工程第三階段的
科研工作，研發一具精密的登月取樣儀器。

國家探月工程主要分為 「繞、落、回」三個階段，第
一及第二階段的繞月探測科研工作已完成。在第三階段，
理大專家、最近獲國家航天局探月與航天工程中心委任為
國家探月工程第三期專家組成員的容啓亮會參與研發。中
國空間技術研究院副院長張洪太率領代表團日前來港，在
理大校長唐偉章、副校長（科研發展）衛炳江見證下，張
洪太與理大正式簽訂合作協議，研發一具 「表取採樣執行
裝置原理樣機」。

理大與中國空間技術研究院在二○一○年已合作建立一
所 「空間精密機械技術聯合實驗室」，向聯合實驗室贈送用
於研發空間設備的實驗基礎設施。參與今次研發工作的理大
專家容啓亮，曾為歐洲太空總署○三年火星快車任務研發
「岩芯取樣器」，為前和平號太空站研發太空鉗，以及為一

一年的中俄聯合探索火星任務研發 「行星表土準備系統」。

【本報訊】記者李盛芝報道：今年九月
新學年起，全港初中及小學中、英文及數學
科的教科書及教材將分拆定價。有中學校長
坦言，若長遠擴展至新高中所有科目落實分
拆教材定價，預料每年需支付約四十萬元購
買，不排除將開支轉移學生身上，由現時每
年二百九十元堂費，增加至五百至一千元。

教科書書商去年建議分三年分拆教材，
今年九月先分拆初中及小學中英數主科的教
材，第二年分拆初中及小學其他科目的教材
，第三年則擴展至新高中課程。香港教育出
版商會及中英文教出版事業協會，已就今年
新學年的教材分拆及定價發信通知學校，包
括學校向書商購買課本教材時，可選擇將各
項教材分項以 「單點式」、按教材性質 「套
餐式」組合、或課本連所有教材的 「一站式
」。

香港教育出版商會會長兼培生亞太大中

華區總裁黃嫻表示，電費、租金、製作成本
不斷上升，教材分拆及定價是按通脹而訂。
目前，初中及小學中英數主科的教材分拆仍
有阻滯，能否按時分拆是未知之數。

各校需自付所有開支
面對教材分拆，各學校需自付所有開支

。沙田崇真中學校長張文偉表示，新學年以
中英數分別每科一千元、初中共十五班計算
，就需付四萬五千元。 「若長遠擴展至新高
中所有科目落實分拆教材定價，每年需額外
支付三十至四十五萬元。」

在教育局堅持不會以 「專款專用」為書
商 「包底」同時，張校長不排除將開支轉移
高中學生身上，由現時每名學生每年繳交二
百九十元堂費，增加至每年五百至一千元，
估計額外有約十一萬元至三十六萬元收入。
他補充，購買教材是 「天文數字」，需要開

源節流，迫不得已下，有可能減少兩名教師
，每年可節省五十萬元開支。

油尖旺區家長教師會聯會會長劉李偲嫣
質疑，學校是否需要每年花大筆資源購買新
教材， 「若教材未過時，學校可循環使用，
節省開支。」東區家長教師會聯會主席趙明
認為，教科書價格高昂，令他困擾十多年，
現時學校資源不足，最終向家長開刀，分拆
教科書及教材形同虛設。

按規定，若學校擬於新學年調整堂費逾
二百九十元，應向所屬的高級學校發展主任
申請核准，並須獲大多數家長的書面同意。
教育局發言人回應，若學校因資源不足而無
法購買教材，可向當局反映，當局會增撥資
源確保學校有足夠資源購買教材。

另一方面，各書商陸續向教育局提交新
學年書價，牛津大學出版社擬加半成，教育
圖書公司約為百分三。

【本報訊】內地聯合招生辦公室宣布，二○一二年內地
部分高校免試招收香港學生集中覆試安排在五月五日─六日
進行，覆試地點在深圳市深圳大學，地址：深圳市南山區南
海大道3688號。

另外，部分高校自行安排覆試或者不安排覆試名單如下
：自行安排覆試的高校（八所）：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復
旦大學、上海交通大學、中山大學（該五校在香港大學方樹
泉文娛中心地下層國際交流中心覆試）；肇慶學院（藝術專
業）、廣州美術學院、星海音樂學院的覆試安排詳見各高校
公告。不安排覆試的高校（十六所）：天津中醫藥大學、溫
州醫學院、浙江中醫藥大學、福建師範大學、湖北中醫藥大
學、汕頭大學、廣州中醫藥大學、韶關學院、成都中醫藥大
學、四川師範大學、雲南大學、雲南師範大學、廣州大學、
寧波大學、集美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珠海分校。

【本報訊】實習記者黃雯怡報道：壹傳
媒旗下免費報紙《爽報》自去年創刊以來，
因內容不雅遭裁定二十多項違規，但至今未
有任何一項刑事起訴完成判決。昨日，本港
十八個社會團體聯合發布 「青少年閱讀免費
報紙調查」，《爽報》被指最為誇張失實且
最多色情暴力內容。調查負責人表示，目前
對不良刊物處罰方式欠 「阻嚇性」，呼籲政
府加大懲處力度。

是次調查自去年十二月始，共訪問七
百六十一名青少年，其中超過七成受訪者
為中學生。受訪者從七個角度為本港五份

免費報紙評分。《爽報》在 「渲染色情」
、 「渲染暴力」、 「報道手法誇張失實」
、 「扮新聞的廣告」等負面指標中評分遠
高於其他報章，而在 「報道客觀」這一指
標僅得四點八五分（滿分十分），成為唯
一未達合格線的報紙。此外，超過六成的
受訪者認為《爽報》對青少年的道德觀念
負面影響最大。

屢遭投訴 屢教不改
小童群益會的助理楊芳結合自身經歷

，講述色情信息對青少年的負面影響。她

表示，不少朋友會因《爽報》上對某電影
「鹹濕」鏡頭的描寫，而去看這部電影，
「成年人都會好奇，更不用說中學生了」

。另一青年林家俊則指，中小學生缺乏判
斷力，易受外界影響，因此 「學校引導很
重要」。

明光社助理總幹事傅丹梅指，《爽報》
內容情色，屢遭投訴，卻屢教不改，很大原
因是 「罰款金額小，阻嚇性不夠」。 「不止
是《爽報》，其他報紙亦存在情色暴力等不
良訊息」，她希望通過此次調查，引起社會
各界的重視。 「畢竟單這五份免費報紙日流
通量就有三百萬份，對整個社會，尤其是青
少年的影響太大了！」

對於會否向立法會提案、促使政府嚴懲
不良媒體，傅丹梅則表示，仍需和其他社團
共同探討。

9月起分拆定價 每年書費40萬

香港科技大學開荒牛之一、教育
局課程發展議會主席高彥鳴猝逝。消
息震驚學界，全心全意推動教育改革
的有心人，又弱一人，能不令人傷感

唏噓？
○六年，香港家長教育協進會創

會會長梁中昀車禍身故；○八年，專
責外評以提升本港中小學教育質素的

教統局首席助理秘書長潘忠誠，退休
不久不幸患癌而離世。今年，在教改
臨門一腳的關鍵時刻─三三四學制
首屆畢業生即將上大學之際，高彥鳴

教授突告仙遊，誠為學界和社會的
損失！課程發展議會和轄下各委員
會昨天向這位教改主將致哀。

香港教改自二千年啟動到○六
年，是探索、動盪的六年，政策急
進、措施密集，加上殺校衝擊，令
大批教師吃不消，高官言論更激化
矛盾。高彥鳴受委託檢討教師工作
量，提出的紓壓建議全獲政府接納
，這位高教工作者進一步投入教改
，○七年起出任課程發展議會主席
，兩度連任。這期間，他參與教資
會、教統會、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
局委員以至教院校董，全是義工。

沙鷗與高教授相逢於城大。有次
報道了教資會對某校的教與學質素保
證視學報告，不意接獲這位副校長來
電肯定。其後目擊他在群情洶湧下明
確支持城大撤銷副學士課程。去年，
他應邀為教資會院校評選首批傑出教
學獎，讓 「教研並重」不再是空話。

六年來，香港社會發展停滯，教
改並未中止，高彥鳴是少數為教改站
台和發聲的領袖。○九年，他應本報
邀請出席 「大學三改四」教育沙龍，
分享大學收生和課程規劃，仿如昨日
。去年為辛亥革命百周年，香港大學
在葵青劇院公演 「鐵獅子胡同的迴聲
」紀念孫中山，散場後高彥鳴叫住沙
鷗，質疑 「把孫中山寫得很負面」，
攀談幾句，匆匆道別。上月底通識科
文憑試開考，沙鷗與高教授第一次以
手機通話，談興甚濃，約好五月茶敘
。不料，電話收線後，竟成永訣，天
人相隔！

明德學院最低入學要求
高級程度會考

─AS英文、中文達E級

─1科AL、2科AS達E級

─會考3科及格，英文、中文達2級

文憑試
英文

3

資料來源：明德學院

中文

3

數學

2

通識

2

選修

2

悼教改有心人高彥鳴
沙 鷗

理大專家將參與國家探月

內地16高校將不安排覆試

雲大將於下周六廣州面試

「學在此，樂
在此」，從俄羅斯

來到香港科技大學當交換生的（左四起）博士生 Mikhail、
Nataliya和Elena，全是二十二歲，都愛上科大濃郁而上進的
學習氣息。Mikhail 還打算在香港創業或者加入跨國顧問公
司。其餘三位本科交換生（左一起）Mariia、Diana 和
Veronika也為香港的繁華與郊野醉倒，最欣賞香港的規矩與
秩序。老友鬼鬼的Mariia和Veronika還唱起普通話歌曲哩！

俄羅斯交換生愛香港

今年三月才成立的明德學院似乎頗得眷顧，三月
初財政預算案推出二十五億元配對補助金計劃，即容
許當時還未通過註冊的明德學院，按《專上學院條例
》註冊的院校參加。

通過註冊後，學院計劃今年九月開辦兩個自資學
位課程─專業會計學士及文學士。預計收生七百人
，包括入讀一年級的新、舊制高中畢業生，和入讀三
年級的副學士畢業生。（見附表）

學院目前以香港仔華富邨前廣悅堂基悅小學校舍
為校址，並斥資五千萬翻修原址上的六層三翼大樓。
整棟大樓擁有十六間課室，最大課室可容納百餘人。

儘管裝飾一新，但是學院並無餐廳等生活配套，
圖書館僅相當於一個閱覽室，規模有限。校方需向香
港大學租用圖書館等設施供學生使用。 「小學規模」
的校區至多容納千餘師生，限制學校發展。

李焯芬透露，明德學院正申請政府推出予私校競
逐的柴灣地皮，該幅土地位於永泰道及盛泰道交界，
最多可建四萬三千平方米總樓面面積。已知職業訓練
局亦屬意此地。當被問及是否有信心競逐成功，校方
僅回應 「未來肯定能拿到一片土地供學校長期發展，
至於是不是柴灣，要看政府怎麼決定」。

李焯芬：降學費可能虧蝕
學院規模有限，學費卻高出其他院校一大截。今

年首批入讀的一年級及三年級學生，分別要支付每年
八點二萬元和九點二萬元學費。公開、樹仁、明愛等
本港自資院校，學費均為五至六萬。

李焯芬解釋，私立學校要自負盈虧，降低學費可
能要虧蝕。校方又有意修建新校舍，曾有媒體估算，
柴灣校區若獲批，建設費用高達十五億。

談及學校資歷淺、學費貴，如何吸引生源，李焯
芬表示其優勢在於 「發展通博教育（libral art），兼
顧就業」。他認為，每個自資院校都應該有自己的定
位，如恒生管理學院側重金融管理、東華偏重社會服
務。而明德將着眼於跨學科教學，拓寬學生知識面。
其中，文學士有四個主修範疇，包括綜合商業、語言
及穿衣、中國研究、環球研究。學生可以遲至第三學
年才選擇主修專業。

同時，明德校方宣布推出四百萬獎助學金，根據

成績與面試表現，兩成學生可獲新生獎學金，一年半
兩萬兩千元，三年班三萬三千元。

香港大學則成明德另一塊 「金字招牌」，李焯
芬稱 「明德學院將傳承港大對教學質量的嚴格要求
」，同時，學院亦將聘請港大或其下屬自資學院的
退休教授任教。學院已有教職員二十名，未來將增
聘四十名。而早前有媒體認為，畢業證上將附加香
港大學的名字，才是港大為自資學院帶來的真正
「實惠」。

▲來自教育、宗教、家長教師會等18個社會團體發
布 「青少年閱讀免費報紙調查」 ，圖為團體代表合影

▼李焯芬（右
）稱，對於拿
到一塊適合學
院發展的地皮
信心滿滿

◀明德學院現
棲身六層大樓

本報記者
成 野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