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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444豁首年學費 成績達標可半免三年

公大新校舍明年1月啟用
【本報訊】香港考試及評核局將於日內寄出2013年

高級程度會考的 「准考證」，考生收到 「准考證」後，
須核對 「准考證」上的個人資料、報考科目、試場名稱
及地址，如在2月28日仍未收到 「准考證」，須立即向
考評局學校考試及評核部查詢，查詢電話3628 8860。

此外，考評局表示，考生須依照 「准考證」上所示
日期、時間，前往指定試場應試，而應考各科考試時，
亦須出示 「准考證」及身份證。

考評局派發高考准考證

隨334新學制落實，恒生商學書
院兩年前升格為恒生管理學院，提供自
資學位和副學位課程，並銳意發展為私
立大學。恒管署理校長方梓勳昨於傳媒
春茗上表示，校方計劃於2014/15學年
開辦5個商科學士課程，包括金融分析
工商管理、數據科學及商業智能學、管
理科學與資訊管理、企業管治工商管理
、工商管理管理學學士課程，每課程提
供60至70個學額，現正接受學術及職業

資歷評審局評審，學校更期望最快
2015/16學年申請 「升格」成為私立大
學。

學費加至六萬五
去年為大學 「雙班年」，逾10萬名

新舊制考生同時畢業，結果恒管亦超收
486人，令新生達到1981人。由於 「雙
班年」過去，中學畢業生大減，恒管
2013/14學年料將提供約1000個副學士

及學士學額。
恒管副校長（機構發展）陳羅潔湘

表示，新學年學費將加3,000元，由6.2
萬至6.5萬元。但她補充，校方將同時
新增 「入學獎學金」，若學生獲派公帑
資助學士課程，以及文憑試中、英、數
、通識及一個選修科，任何5科達 「
54444」，將可豁免首年學費，其後若
平均積點（GPA）達3.3以上，學費亦
可獲得半費資助，希望可吸引更多學生
入讀，包括一些雖獲派資助學士學額但
並非心儀課程的學生。

校方斥10億擴建
校方亦積極擴大生源，方梓勳指出

，目前恒管約有6至7名內地生，希望9
月新學年可取錄約20名內地生，初步計
劃到深圳及廣州等廣東地區招生，校方
將為內地生提供首年宿舍，但學費會較

本地生貴50%，即約9萬元。
為應付課程及收生需要，校方斥資

逾10億元擴建，其中新宿舍將於2014年
第四季，屆時可提供1200個宿位，並會
重建現有舊宿舍。談到政府去年推出第
六輪配對補助金，首度納入恒管等自資
院校，方梓勳期望透過計劃最少籌得最
低配對額6000萬元。根據政府規定，院
校籌得的首6000萬元，每1元捐款可配
對1元補助金。

另一方面，合約原於2015年才屆滿
的恒管創校校長崔康常，去年12月宣布
提前離任，轉任不受薪的 「榮譽校長」
，由常務副校長方梓勳接任署理校長。
陳羅潔湘預計，今年3月可成立校長遴
選委員會，稍後可全球招聘校長，估計
暑假有候選名單，校方期望新校長可於
明年初上任。

【本報訊】記者劉家莉報道：前身為 「高考狀元搖籃」 的自資
專上院校恒生管理學院，新學年學費將由6.2萬元加至6.5萬元，加
幅約4.8%。加學費之餘，校方首度以不限名額的 「銀彈政策」 搶
收八大學生，新設 「入學獎學金」 ，若學生經大學聯招（JUPAS）
獲派公帑資助學士課程兼文憑試成績達 「54444」 ，改投恒管將可
豁免首年學費，而其後3年成績達標更可豁免一半學費，暫定名額
不限。

仁愛堂教院研改幼兒課程
【本報訊】實習記者陳晨報道：去

年9月開始，香港教育學院兒童研究與
創新中心推行 「探索及實踐以實證為本
的 『3C』幼兒課程研究計劃」，通過
提高前線教師教學能力及在幼兒園進行
實地測驗、樣本分析，幫助幼童提高 「
3C」能力。

「3C」計劃是教院執行，仁愛堂
資助，旨在提高幼童的創意、溝通以及
合作能力。在專業發展方面，通過派幼
師參觀本地幼稚園及前往新加坡考察，
與業界交流心得；教院則派出專家顧問
，定期到訪參與計劃的學校，舉行講座
、工作坊和分享會，給前線教師團隊專
業教學支援。同時，選取仁愛堂轄下兩
所幼稚園暨幼兒園，另加一所沒有採用
幼兒校本 「3C」課程的幼兒園，合共
為90名幼童進行一系列實地測試和訪問

工作，藉此研究和對比分析，來評估 「
3C」課程的成效。

首半年的研究結果顯示，兩所採
用幼兒校本 「3C」課程的幼稚園暨幼
兒園之幼童，在創意、溝通和協作能
力等表現都勝於沒有採用相關課程幼
兒園。

《仁愛堂蔡黃玲玲教育基金》──
探索及實踐以實證為本的 「3C」幼兒
課程研究計劃發布會近日舉行，教院兒
童研究與創新中心總監及幼兒教育學系
副教授鄭佩華期待，找到一套以實證為
本、切合本港幼童需要的 「3C」課程
，從而培訓全球化知識型經濟社會的人
才。教院副校長（學術）李子建期望，
「3C」幼兒課程研究計劃能為本港甚

或亞太地區的幼兒教育課程發展帶來長
遠影響。

【本報訊】實習記者馬文煒報道：由香港藝術發展
局、香港浸會大學創意研究院及教育局聯合舉辦的 「藝
術同行」計劃昨日舉行結業禮，頒發5個獎項共7名得獎
者，其中，麥曉彤同學兼得最積極進取獎及最佳導賞員
兩個獎項。

「藝術同行」計劃為期近6個月，由20多位浸大學
生擔任藝術學長，帶領90位由藝發局委任、就讀中學的
校園藝術大使參與一系列活動，包括藝術欣賞與評論座
談會、藝術評賞實戰、參觀展覽，培養藝術欣賞和藝術
推廣知識和技巧，以及透過藝術活動去服務別人。

結業禮主禮嘉賓、浸大校長陳新滋指出 「藝術對人
來說相當於維他命」，是生活必需品。是次計劃是首次
跨部門跨學系合辦的新嘗試，主辦單位希望來年能繼續
舉辦，他更以 「人生道路多歧路，藝術同行勝獨行」勉
勵眾參加者。教育局官員李沙崙表示，未來香港的發展
路向會需要很多藝術人才，例如西九龍文化區。

「藝術同行」計劃的最後階段是結業作品展覽，展
示學生的個人作品。展覽由即日起至本月28日在浸大林
護國際會議中心展覽廊舉行，作品包括油畫、攝影、拼
貼作品等。

【本報訊】記者胡家齊報道：公開大學校
長梁智仁稱，校方已啟動新校長的遴選程序，
希望校長能於下半年上任。被問及會否考慮留
任，他表示自己已3次續任，擔任校長9年，認
為公大需要加入新思維。

談及在公大9年的工作點滴，梁智仁稱自
己在香港大學任教38年後，2003年轉到公大任
校長，體會到港大與公大的最大分別是 「港大
的錢多到不得了」。他說，公大不像教資會資
助大學般每年有數十億撥款，而是在自資營運
的環境下開辦新課程、建設新校舍，對他而言
是一個很好的經驗。

梁智仁又說，公大於2001年響應前特首董
建華施政報告所提增加專上學位，開辦副學士

課程，但並不成功，首兩年均只錄取數十名學生。到
2003年尾，公大謀求突破，開辦4年制學士課程，首年
錄取200人，至現在6000多名學生，發展迅速。他笑稱
，公大於2003年已開辦4年制學士課程，比教育局推行
大學4年制早了8年。

梁智仁補充，公大的遙距課程有嚴格的質素保證，
加上面授課程，已成為一所提供多渠道教學的大學。他
表示，希望公大的所有基建項目盡快落成，令學校走得
更遠。

【本報訊】記者胡家齊報道：香港
公開大學校長梁智仁昨表示，位於忠孝
街的第3期校舍可望明年1月啟用，公大
將可增收2400名學生。加上原有學生，
全校面授課程學生將達9000人，為嶺南
大學之三倍。此外，公大去年購入葵興
九龍貿易中心第2座8至12樓，作為李嘉
誠專業進修學院新教學中心，預期於9
月裝修完畢，為學院提供12萬呎空間。

公大昨舉行傳媒新春團拜，校長梁

智仁、副校長梁鎮明、李嘉誠專業進修
學院院長呂汝漢、候任教育及語文學院
院長張國華等出席。梁智仁表示，位於
忠孝街的第3期校舍工程已完成25%，
期望於今年底落成，明年1月啟用，涉
及開支逾7億。他指出，若不包括李嘉
誠專業進修學院學生，公大約有7000多
名面授學生，新校舍落成後公大可增收
2400名學生，屆時面授課程學生將達
9000人，為嶺南大學之3倍，可與科技

大學比肩。
公大副校長梁鎮明補充，樓高12

層的第3期校舍主要配合香港原有6大
產業其中3項，供文化創意、檢測認證
及護理學3大課程學生使用。校舍設有
護理學實驗室、電影編輯實驗室、攝
影工作室、可容納約500人的禮堂等。
公大為此增聘數十名教師，以配合新
校舍發展。

梁鎮明續稱，校方去年購入葵興

九龍貿易中心第2座8至12樓作為李嘉
誠專業進修學院全新教學中心，期望
今年5月前新鴻基地產可以交樓，校方
屆時立即開展裝修工程，預計9月啟用
，涉及開支達七億七千多萬。他透露
，新教學中心總建築面積達12萬呎，
實用率比學院現時位於上環信德中心
的教學中心多3倍，設施包括模擬機艙
、病房、酒店房，學院將不需再外租
地方給學生實習。

公大早前申請位於何文田佛光街
與常盛街交界建宿舍，預計可提供近
千宿位。梁智仁稱，該土地為住宅（
乙類）用地，校方正委託顧問公司研
究改變土地用途的可行性，再決定下
一步行動。

課程發展方面，公大將於2013/14
學年新增創意廣告及媒體設計、動畫
及數碼特技、攝影數碼藝術3個榮譽學
士課程，每個課程收生約錄取80名新
生，學費約5萬元。校方會在新學年增
設中國文學及文化和保育旅遊兩個文
學碩士課程，又會同協康社合辦自閉
症譜系障礙深造文憑課程，為本港首
個有關自閉症相關理論、識別、治理
的課程。

另一方面，政府去年推出第6輪配
對基金，若院校籌得首6000萬元，可獲
政府 「一對一」配對。梁智仁透露，校
方已為配對基金籌得近7000萬元，成績
理想。

【本報記者袁秀賢廣州二十二日電】記者今天從廣
州舉辦的全省教育 「創強爭先建高地」動員部署會獲悉
，到2020年，廣東要初步建成以珠江三角洲地區為核心
，具影響力的南方教育高地。未來幾年將推動粵港澳高
等學校辦學合作與科研合作。

廣東今天公布關於推進全省教育 「創強爭先建高
地」的意見中提到，進一步擴大教育開放，切實提升
教育國際化水平；充分發揮該省地處改革開放前沿和
毗鄰港澳的區位優勢，進一步擴大教育開放；同時要
深化粵港澳台教育交流與合作，推動粵港澳高等學校
辦學合作與科研合作，引進台灣優質職業教育資源，
多形式合作舉辦高等職業教育；鼓勵企業支持粵港澳
台職業教育合作。

廣東要積極參與區域性或全球性教育交流合作，支
持和鼓勵高等學校、地方政府引進世界知名大學合作舉
辦獨立設置的高等學校。加大選派教師到境外培訓的力
度，提高教師境外培訓的質量。建立與國際高等教育質
量評價與認證機構的合作，積極探索國際評價和認證。

浸大藝術同行行結業禮

粵港澳高校加強科研合作

▲恒管署理校長方梓勳，盼於2015/16學年申
請「升格」成私立大學 本報記者劉家莉攝

▶恒生管理學院，新學年學費將由6.2萬元加
至6.5萬元，加幅約4.8%

本報記者劉家莉攝

【本報訊】記者彩雯報道：香港公
開大學專門成立 「大學研究中心」，以
角逐政府為本港自資院校特設的20億研
究基金。校長梁智仁表示，現時學校雖
設有碩士、博士學歷課程，但仍多以授
課為主，研究成為薄弱環節。

梁智仁昨出席公大春茗時，表示希
望明年年中至年尾時，申請到政府的研
究基金。而公大何文田忠孝街新建教學
樓中，有兩層樓設有實驗室，一層用於
護理學系實驗，另一層則用於學院新設
立的檢測驗證學科，其中電磁波檢測驗
證實驗室更屬全港首個。

公大科學院院長何建宗介紹，在
環保研究領域，學院將重赤潮及水
質研究。學院將繼續與政府渠務署的
合作，今年將在渠務署轄下的污水處
理廠進行相關實驗，並將手赤潮基

因圖譜的研究工作。學院又將與豐
、IBM等公司員工合作研究全港河流
生物的多樣化。

公大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今年將推
出針對珠三角地區的證書課程。該學院
院長呂汝漢表示，將以珠海為第一個推
行證書課程的城市，以面授為主要授課
方式，主要參考澳門開辦同類課程的經
驗。他說內地申請開辦學歷課程審批嚴
格，所以學院選擇與內地辦學機構合辦
證書課程。

教育及語文學院因應幼兒教育政策
的發展，特別加強幼兒教育教師專業培
訓。將於下周一履新的院長張國華表示
，幼兒教育還會因應現時教師特殊教育
培訓不足，加入特殊教育部分。該院會
在教學語言上增加普通話授課，方便與
內地交流及吸引內地學生入讀。

公大設大學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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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大學春茗
，校長梁智仁（
右四）、新任教
育及語文學院院
長張國華（左二
）、科技學院院
長何建宗（右一
）等出席

本報記者
胡家齊攝

【本報訊】香港教育學院將於3月22日頒授榮譽院
士銜予六位傑出領袖，包括陳謳明主教、資深教育工作
者馮壽松、林惠玲、李敬天、戴希立和丁毓珠。

教院發言人稱，六位榮譽院士以各自的專長和莫大
的熱誠，在教育、社會服務及推動文化藝術等方面取得
非凡成就。其中，陳謳明主教先後就讀於葛量洪教育學
院及英國紐卡素大學，2011年當選為聖公會西九龍教區
主教，2012年接受祝聖及就職。他現為聖公會（香港）
小學監理委員會主席及多間中學的校董會主席。

馮壽松在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執委會工作50餘年
，先後任該會副總幹事及正、副主席，管理轄下中小學
及幼兒園60餘所。林惠玲從事小學教育40年，1986年獲
擢升為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執教鞭，成為少數出掌鄉村學
校的女校長之一。退休後，她於去年同其他同工一起成
立香港校長中心，目前還擔任婦女事務委員會委員、教
院院校協作與學校體驗事務處顧問及兒童死亡個案檢討
委員會委員等公職。

李敬天現為香港通利琴行總裁及通利音樂基金董事
，管理港澳23間店舖及超過500名員工。他是教院持續
專業教育學院人事及財務委員會主席、香港浸會大學音
樂系顧問委員會主席、香港演藝學院音樂系顧問委員會
委員。

戴希立是香港教育改革推動者之一，多年來被委任
多項重要公職，包括教院校董、基本法推廣督導委員會
委員、教統會委員及全國政協委員等。丁毓珠1964年在
香港葛量洪教育學院畢業後，翌年開辦第一所私立維多
利亞幼稚園，更發展為聞名全港的維多利亞教育機構，
轄下超過10間幼兒園、幼稚園及小學，分布本港、深圳
及上海等地。她自1989年起擔任過11屆市政局議員，
2000年起連任東區區議會主席達12年。

教院下月頒榮譽院士

恒管銀彈奇招搶優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