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申請酒牌續期啟事
花盃日本料理

現特通告：鍾秉輝其地址為九龍鑽
石山龍蟠苑龍璣閣 D座 2 字樓，現
向酒牌局申請位於香港銅鑼灣新寧
道 8 號中國太平大廈 2 期 2 樓花盃
日本料理的酒牌續期。凡反對是項
申請者，請於此公告登報之日起十
四天內，將已簽署及申明理由之反
對書，寄交香港灣仔軒尼詩道 225
號駱克道市政大廈 8 字樓酒牌局秘
書收。

日期：2012年10月16日
APPLICATION FOR RENEWAL

OF LIQUOR LICENCE
Hana Sakazuki Japanese Restaurant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Chung Ping Fai,
Paul of Room 10, 2/F., Block D, Lung Kei
House, Lung Poon Court, Lung Poon
Street, Diamond Hill, Kowloon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renewal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Hana
Sakazuki Japanese Restaurant at 2/F, China
Taiping Tower, Phase Ⅱ, 8 Sunning Road,
Causeway Bay, Hong Kong. Any person
who knows any reason why this renewal
should not be granted should send a written
and signed statement of the facts to the
Secretary, Liquor Licensing Board, 8/F,
Lockhart Road Municipal Services Building,
225 Hennessy Road, Wanchai, Hong Kong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Date:16-10-2012

申請酒牌續期啟事
車氏粵菜軒

現特通告：車沅沅其地址為香港
灣 仔 駱 克 道 54-62 號 博 匯 大 廈
1503 室，現向酒牌局申請位於香
港灣仔駱克道 54-62 號博匯大廈 4
字樓車氏粵菜軒的酒牌續期。凡
反對是項申請者，請於此公告登
報之日起十四天內，將已簽署及
申明理由之反對書，寄交香港灣
仔軒尼詩道225號駱克道市政大廈
8字樓酒牌局秘書收。

日期：2012年10月16日
APPLICATION FOR RENEWAL

OF LIQUOR LICENCE
Che's Cantonese Restaurant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Che Stephanie
Yuen Yuen of Flat 1503 The Broadway,
54-62 Lockhart Road, Wanchai, H.K.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renewal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Che's Cantonese Restaurant at 4/F, The
Broadway, 54-62 Lockhart Road, Wanchai,
H.K. Any person who knows any reason
why this renewal should not be granted
should send a written and signed statement of
the facts to the Secretary, Liquor Licensing
Board, 8/F, Lockhart Road Municipal
Services Building, 225 Hennessy Road,
Wanchai, Hong Kong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Date:16-10-2012

申請酒牌轉讓及續期啟事
Kisses Cupcakes

現特通告：張珮宜其地址為九龍土瓜
灣啟明街15號旺德大廈6樓G室，現
向酒牌局申請把位於香港中環歌賦街
24號地下Kisses Cupcakes的酒牌轉讓
給高敏諾其地址為香港小西灣富怡花
園第四座6樓G室及續期。凡反對是
項申請者，請於此公告登報之日起十
四天內，將已簽署及申明理由之反對
書，寄交香港灣仔軒尼詩道225號駱
克道市政大廈8字樓酒牌局秘書收。

日期：2012年10月16日

APPLICATION FOR TRANSFER AND
RENEWAL OF LIQUOR LICENCE

Kisses Cupcakes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Cheung Pui Yi
of Flat G, 6/F, Wong Teck Building, No.15
Kai Ming St., To Kwa Wan, Kln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transfer
and renewal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Kisses Cupcakes at G/F., 24 Gungh Street,
Central, H.K. to Ko Man Lok of Room G,
6/F, Block 4, Cheerful Garden, Siu Sai Wan,
H.K. Any person who knows any reason
why this transfer and renewal should not be
granted should send a written and signed
statement of the facts to the Secretary, Liquor
Licensing Board, 8/F, Lockhart Road
Municipal Services Building, 225 Hennessy
Road, Wanchai, Hong Kong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Date:16-10-2012

行年五十九歲的陳玉樹，為知名財務學教授。零七年在科技大學擔任學術副校長
，後跳槽嶺大出任校長，一任五年，剛於去年十一月獲校董會續聘五年。不過，他於
今年初患病而休假多個月，剛於上月復工主持新學年開課，前日更主持一年一度嶺南
籌款活動，卻在昨天向校董會遞交辭呈，令各方詫異，最後獲接納。

去年獲續聘五年
嶺大校董會主席陳智思昨晚九時許聯同陳玉樹會見傳媒。陳智思稱，陳玉樹呈辭

同近日嶺大社區學院和持續進修學院超收事件無關，他幾個月前已獲陳玉樹透露辭職
念頭，基於當時校長抱恙，他游說對方先行休息再行考慮。昨天校董會經商討，對陳
校長決定雖感惋惜，但決定予以尊重，同時議定成立八人小組，擬用一年時間物色繼
任人，陳玉樹也答應履行工作至找到新校長為止。

陳玉樹表示，辭職是健康理由，考慮了幾個月而決定退下火線，主要是衡量過健
康、年紀和工作。 「我明年六十歲了，做了大學行政工作二十年，希望多花一點時間
陪伴家人和做自己感興趣的事。」問及呈辭同嶺大屬校超收幾千學生有關，他和陳智
思都否認，強調只是時間巧合而已。

談及繼任人選，陳智思強調對方必須認同嶺大的博雅教育和全人發展，校董會已
決定成立八人小組全球物色新校長，八人包括校董會正副主席、司庫，嶺大諮議會主
席，嶺南教育機構主席，校董會校外成員、嶺大校董會教職員代表、嶺大教務會校董
代表，另加一名學生校董出任觀察員。他說校董會將廣泛聽取師生意見而展開招聘新
校長工作。

嶺大師生對陳玉樹辭職同表驚訝，但基本肯定他五年來對嶺大作出的貢獻。陳智
思讚許他為學生爭取到四年全宿，令一半學生在校期間可出外交流。嶺大學生會會長
陳樹暉也說，陳玉樹辭職同超收事件無關，認為他願意聽取學生意見。

勢加劇大學校長荒
教育局發言人稱，尊重陳玉樹辭職決定，又肯定他對香港高等教育貢獻良多。

「陳教授擔任嶺南大學校長期間，聲譽日隆，其博雅教育理想廣受社會認同。」至於
招聘校長事宜，發言人稱尊重大學自主，而聘任校長屬於院校自主權範圍的事宜。

不過，陳玉樹辭職勢必加劇本港大學校長荒。事緣幾年來各大學都追求世界級排
名，目前除了嶺南，香港大學和教育學院都在物色新校長。嶺大民調學者李彭廣坦言
，新校長既有國際視野又得有區域焦點，絕非易找。側重一樣，勢必形成錯配。

陳玉樹突辭嶺大校長
稱健康理由 無關超收風波

二〇一二年十月十六日 星期二B18教育責任編輯：唐偉雄

科大EMBA畢業生年薪冠全球
【本報訊】記者胡家齊報

道： 「惠州市人民教育家培訓
課程」昨日開始。三十八名來
自惠州市的教育工作者將在香
港逗留五天，與本地教育人士
交流教育心得。有參與老師希
望藉是次活動擴闊視野，啟發
新思維。

活動為期五日，除出席講
座、教學課堂外，參與老師將
獲分配到一間 「跟崗學校」，
於該校實地考察及交流。 「跟
崗學校」共有四間，包括基督
教香港信義會宏信書院、風采
中學、香港教師會李興貴中學
、沙田崇真中學。

中港台澳學校聯會主席兼
崇正中學校長姚省潘稱，隨
全球一體化，教育工作者需要
走出課室，面向世界。香港資
訊自由，是舉辦人民教育家培
訓課程的好地方。他希望兩地
教育工作者互相學習，達致教
學相長的目標。

姚省潘透露，是次活動是一個持續
性計劃，暫定為期兩年，每月一至兩次
，每次安排約四十名惠州市教育工作者
來港交流。

惠州市第一中學音樂教師譚京表示
，香港是一個中西文化交匯的地方，她
期望藉各種交流活動開闊視野，啟發新
的教育思維。

活動開幕禮昨日舉行，邀請中港教
育專家出席，討論香港的教育議題。惠
州市嘉賓有外事僑務局科長呂淑歡、教
育局副局長范衛萍、教育局繼教科科長
謝茵等。香港專家有香港大學榮休教授
趙令揚、前教育署高級助理署長徐守滬
、香港教師會會長郭文亮、副會長譚錦
銘等。

【本報訊】天主教學校國民教育關
注組聯盟昨日聲明，將全面監察中小學
其他科目的課程指引及教材，並要求政
府公開與國教相關的交流團活動及教材
的資助條件、審批程序。聯盟稱，對政
府堅持不肯撤回國民教育科表示失望，
現時需要自發監察政府，並支持天主教
區學校不動用五十三萬元國教科津貼。

天主教國教聯盟稱監察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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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香港公共圖書館將於本
周六下午二時半假中央圖書館地下演講
廳舉辦 「都會香港」專題講座，探討香
港與珠江三角洲的發展，歡迎有興趣市
民參加。講座由香港理工大學公共政策
研究所所長、中國商業中心主任陳文鴻
主講，除了探討發展，也會回顧過去、
展望將來以及審視香港所扮演的角色。
講座以粵語進行，免費入場，座位先到
先得；查詢可致電二九二一零二二二。

【本報訊】記者成野報道：英國《金融時
報》昨公布今年 EMBA 全球排行榜，香港科技
大學與美國西北大學 Kellogg 管理學院合辦的
EMBA 課程，第五度位列全球第一。學員畢業
三年後的平均年薪，高達四十六萬美元，稱冠
全球。自今年增加學費一成半後，校方預計一
三年將再提百分之五的學費，至一百一十六萬
，可謂香港教育界的 「Gangnam Style」（韓國
江南風）。

《金融時報》二○一二 EMBA 全球排名，
根據二○○九年畢業生的表現作為評分標準，評
估畢業後三年的事業發展。亞洲學校今年表現不
俗，Kellogg／科大合辦的 EMBA 課程分別於○
七至○九，以及二○一一年，位列榜首。今年第
五次奪魁的科大，畢業生年薪在畢業三年後達到
四十六萬美元。較修讀前勁升四成，更遠拋第二
名（哥倫比亞大學與倫敦商學院合辦課程）的二
十六萬美元。

平均年薪四十六萬美元
科大合辦課程位列第一，又惹來香港中文大

學不忿，中大昨宣布，該校獲《金融時報》評選
為全球第十七位的 EMBA 課程。雖然是十七位
，確是全部 「本土製造」的獨立課程。該校
EMBA課程主任陳志輝表示， 「我們首創了全港
第一個EMBA課程，真正是香港製造」。

中國內地高校亦表現不俗，清華大學與
INSEAD商學院的合辦課程，首次參加排名，就

獲得全球第五的佳績。其中 「FT 博士評級」
（根據過去三年每所商學院畢業的博士人數來計
算）一項位列全球第一， 「工作經驗評級」一項
位列全球第三。清華經管學院院長錢穎一表示，
該校 EMBA 課程排名靠前，有賴強大而敬業的
師資陣容，以及充滿凝聚力的校友網路。而復旦
大學亦躋身三十五位。

針對區內同類課程興盛，kellogg／科大
EMBA課程學術主任高偉翰於昨日慶功會上表示
， 「不害怕競爭，我們面對是全球市場，亦是全
球勁旅」。該課程畢業生瑞穗證券亞洲有限公司
董事總經理及運營總監黃慧玲，以及香港寬頻網
絡人才關顧部主管黎汝傑亦到場分享修讀心得。
黎汝傑認為，校方在課程設計上頗為費心，曾請
一位破產公司的負責人來講述失敗經歷，比如過
於自信而做出錯誤判斷，這讓他受益匪淺。

當然，EMBA課程被詡為精英班，除了百萬
以上的學費，收生要求亦讓人望而卻步。高偉翰
稱，學生均有十年以上工作經驗，平均年齡在三
十八歲左右。 「我們選擇的學生，會對其他同學
有幫助，一方面他在學，一方面他亦有所貢獻」
。才能結成一個龐大的 「精英」網絡。談及是次
漲價原因他表示，是因為增加了包括數字市場營
銷在內的五個新課程， 「我們的學費，在全球的
課程裡絕對不算最貴的」。

《金融時報》的世界排名榜列出全球一百個
最佳 EMBA 課程，根據課程的校友質素、學院
及課程質素，以及學院研究成就作為排名。

金融時報排名前五的EMBA課程
排名

1

2

3

4
5

資料來源：金融時報
註：薪酬指畢業三年後平均年薪，薪酬增幅為畢業三年後年薪與修讀前年薪之比較

開設機構

Kellogg管理學院與香港科
技大學

哥倫比亞大學與倫敦商學院

斯特恩商學院、倫敦政治經
濟學院和巴黎HEC商學院
清華大學與INSEAD商學院
UCLA與新加坡國立

項目名稱

Kellogg-HKUST EMBA

EMBA-Global Americas
and Europe

Stern Trium Global EMBA

Tsinghua-INSEAD EMBA
UCLA-NUS EMBA

畢業生年薪
（美元）

465﹐774

265﹐596

307﹐992

287﹐630
250﹐940

薪酬
增幅

42%

89%

52%

7%
77%

都會香港講座周六舉行

【本報訊】嶺南大學屬下社區
學院（LUCC）及持續進修學院
（LIFE）正式就超收問題採取補
救措施，承諾補回所有被削減課時
予學生，增聘人手、為教學中心添
置電腦。

嶺大社區學院及持續進修學院
副總監周婉雯，昨日致函 「關嶺行
動」，表示原定每節課堂三小時減
至兩小時，校方將為同學安排累計
四小時的補課。

而位於尖沙咀華懋廣場和好
時中心的新教育中心，將於十月
二十二日啟用。荃灣豪華廣場教
育中心將陸續添置電腦至約一百
部。

周婉雯又指出，兩院已按服務
需要陸續增添各行政部門的人手，
加快處理行政工作，兩校已招聘足
夠教學人員，整體平均師生比例為
一比三十五人。

若學生欲申請退學，可向所
屬學院提出書面申請。另校方稍
後會向同學公布詳細選科安排及
流程等。

◀香港科技
大學與美國
西 北 大 學
Kellogg 管
理學院合辦
的EMBA課
程，第五度
位列全球第
一

出掌嶺南大學踏入第六年的陳玉樹，昨以個人及健康理由辭任
校長，但會留任至明年八月底。嶺大校董會主席陳智思宣布成立八
人委員會物色陳玉樹繼任人。雖然嶺大師生普遍肯定陳玉樹貢獻，
但他辭職或加劇本港大學校長荒，事緣香港大學和教育學院校長都
懸而未決。

本報記者 呂少群 實習記者 張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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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任美國南加州大學講座教授時僅三十七歲，
成為佳話

一九九零年成為科技大學開荒牛，十六年間由
財務教授，做到學術副校長

二零零七年出掌嶺大，籌劃三三四課程，推動
博雅教育，落實四年全宿

陳玉樹簡歷

八大校長任期
院校

中大沈祖堯

科大陳繁昌

港大徐立之

城大郭位

理大唐偉章

教院張炳良

嶺大陳玉樹

浸大陳新滋

任期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三年八月底，約滿後最多延任十八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八年底

二零一二年六月離任加入政府任房屋及運輸局長，教院正全
球獵頭

原定二零一六底，今辭任

二零一五年

▲陳玉樹剛於去年十一月獲嶺南大學校董會續聘五年 本報攝

▲嶺大師生對嶺大校長辭職同表驚訝，但
基本肯定他五年來的貢獻 本報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