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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推首個航空工程課

【本報訊】記者胡家齊報道：香港專業進修學校計
劃於數年內轉型為可頒授學士學位的專上院校，今年將
率先推出九個與英國大學合辦的學士學位課程，明年則
開辦首個自資學士課程。

港專校長陳卓禧昨與傳媒午宴時表示，計劃數年內
轉型為可頒授學士學位的專上院校，本年率先推出九個
與英國大學合辦的學士課程，明年則開辦首個學士學位
課程，他透露，該校首個學士學位課程名為 「社會發展
學社會科學學士」，涉及社會、社工、經濟、政治等範
疇。為配合將開辦的學士課程，港專已決定申請早前教
育局推出的馬鞍山前五邑工商總會馮平山夫人李穎璋學
校空置校舍，並斥資數百萬翻新位於何文田文福道的校
舍。

計劃轉型專上院校
港專正申請以香港法例第320章《專上學院條例》

註冊，該條例註冊的專上學院可頒授學士或以上程度之
學位，並在其註冊名稱中使用 「學院」或 「大學」。陳
卓禧表示，若成功註冊，港專將更改校名。

另一方面，對於 「自資高等教育聯盟」去年成立專
責小組檢討大學雙班年的收生安排，身為小組委員的陳
卓禧稱，小組接近完成檢討工作，即將公布更新後的收
生指引。他透露，該指引對收生上限有清晰指引，適用
於本屆文憑試。

港專將於2013/14學年與英國列斯城市大學及中央
蘭開夏大學合辦九個在港修讀三年制英國學士學位課程
，涵蓋商業、資訊科技、旅遊管理等，一年級新生學額
合共20個，入學門檻為中學文憑試五科3級或以上，英
文需達2級或以上。不符合資格的文憑試畢業生可報讀
港專的一年級國際基礎文憑，學額100個，畢業生可銜
接至上述課程。該九個課程同時供高級文憑畢業生申請
入讀三年級，學額100個。上述課程現已接受申請。

【本報訊】記者劉家莉報道：2008年
因嚴重傷人入獄的阿婷（化名），未因在
鐵窗下生活而磨滅意志，在囚期間考取5
項證書課程，現正修讀公開大學社會科學
學士課程，希望刑滿後能投身社工，回饋
社會。

女囚奮進讀學士課程
為協助在囚人士重投社會，懲教署提

供職業訓練及進修機會，助他們考取認可
證書及練得一技之長，羅湖懲教所昨日向
135名所員頒發230多張證書，鼓勵他們過
往一年的努力。

懲教署、僱員再培訓局、公開大學和
善導會等機構舉辦多項課程，讓在囚人士
考取商業及零售技巧、美甲及美容等認可
證書。懲教署高級懲教主任（更生事務）
叢翠儀表示，署方為在囚人士提供的課程
涵蓋商業及零售、美甲、餐飲及宴會服務
，更開辦化妝助理及洗衣工場助理等課程
，鼓勵在囚人士投入學習及進修。

由於美甲及美容在市場上需求量大
，加上毋須學歷，故有關的課程最受囚
犯歡迎。署方並會與僱主聯繫，希望給
予在囚人士就業機會，希望他們獲釋後
更容易重投社會，另外在囚人士初期會
感到徬徨及出現負面情緒，署方亦會提
供輔導及跟進。

30歲的阿婷，來自單親家庭，自小
對婚姻及家庭生活充滿憧憬，中七畢業
後不久便與男朋友結婚，可惜幸福時光
短暫，08年因嚴重傷人入獄，丈夫其後
更提出離婚，阿婷頓時感覺被遺棄。她
表示，入獄初期情緒十分低落，幸得到
署方人員的心理輔導及家人支持，助自
己重新建立希望。

在囚期間，阿婷積極進修，先後考取
會計、英語、市場學等五個課程證書，現
修讀公大社會科學學士課程。她說，尚有
2年多刑期屆滿，計劃重返社會後投身社
工，特別關注輔導婚姻問題，希望社會人
士能接納自己，以回報家人對她的支持。

教育局接受幼稚園2013/14學年加
學費申請將於3月8日截止。教聯會顧問
麥謝巧玲估計，大批幼稚園將申請加費
5%或以上，她任職校長的聖文嘉中英
文幼稚園（華貴）全日制學費則每月加
約50元。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業務總監甘秀
雲亦透露， 「轄下9所幼稚園申請平均
加費5%至10%，預計家長每年須多繳
付100多元學費。」她解釋，通脹加劇
，水電等開支增加，麵包及餅乾等食
材開支亦不斷上漲，加上幼師資歷近
年獲全面提升，薪酬水平亦相應提升
，學界一直要求為幼師制訂薪級表，
但當局一直未有就此表態，學界須加
薪挽留人才。

香港幼稚園協會主席廖鳳香稱，初
步估計大部分會員學校會申請加費約
5%，以應付教師薪酬調整和通脹導致
茶點費上升等問題。她所屬的卓思英文
學校暨幼稚園（青怡分校）則申請加費
約4%， 「校舍租約將於7月期滿，業主

預告勢必加租，但未有透露加幅，希望
加幅不會太大，否則學校難以承擔。」

迦南學費約3萬元
女兒就讀迦南幼稚園（窩打老道）

N班（Nursery）的王太表示，希望女
兒繼續在迦南直升幼稚園K1，但由於
迦南新學年將脫離學券制，將失去了一
萬多元的學券資助，校方未有透露新學
年學費，但估計半日制學費約3萬元，
每月需付3000元學費，即多繳逾1000元
，她正考慮是否轉讀其他幼園，慨嘆 「
少了一個選擇」。

天主教聖瑪加利大幼稚園亦會退出
學券，新生及插班生學費將調高至每月
3000元，目前該校每月學費為2300元，
若家長申請學券資助每月可減收1680元
，只須付620元。

廖鳳香解釋， 「學券制設學費上限
，令唔少幼稚園經營困難，退出學券制
後可以大幅加學費，但當然要考慮家長
負擔。」她表示，所屬的學校於07年由

私立獨立轉為非牟利，暫時不會脫離學
券制，因考慮到家長新學年若選報幼稚
園將失去學券資助。

14所校脫離學券制
教育局發言人表示，2012/13學年

有14所幼稚園按班級退出學券計劃。為
減低對家長及學童造成不便，已入讀有

關幼園的合資格領取學券資助學童，仍
可繼續領取學券資助，直至離開幼園為
止。資料顯示，2013/14學年學券計劃
下的學費上限，半日制為每名學童每年
26,260元，全日制則為52,520元。至於
學券資助額，則由16,800元調升至17,
510元，增加710，按十個月計，即每月
多了71元。

【本報訊】回應有報道稱年前被殺的
上水鳳溪第二中學校舍擬開辦獨立小學，
教育局表示 「未收到有關申請」，又稱北
區正有一所36課室的小學校舍興建中，預
計可於2016年開辦，認為大量興建新校舍
並非解決問題最佳選擇，憂數年後北區可
能出現收生不足。

針對雙非、跨境學童迫爆北區小學，
教育局發言人表示，由於已落實 「零雙非
」政策，學位不足情況將於數年後獲得紓
緩。

有北區校長建議借用已被殺的中學校

舍，其中已結束的鳳溪第二中學校舍有14
個課室，建議在該校舍開設一所小型的獨
立小學以增加小學學額供應，協助解決區
內學額不足問題。教育局發言人表示，未
收到鳳溪公立學校為其轄下的小學提出在
鳳溪第二中學，加開小學班級的申請。由
於該校舍建於60年代並於2006年停辦，如
需重新用作開辦小學班級之用，為確保學
生的安全及教育的質素，必須作出適當維
修及翻新，符合現時建築及校舍註冊的規
則，估計過程需時。但局方對此保持開放
態度，樂意與鳳溪公立學校商討。

【本報訊】末屆高考與首屆文憑試重疊而產生的兩
批學生同時入大學，總算在去年九月軟陸，但 「雙班
年」真的功德圓滿？大公報等機構合辦的三月教育沙龍
，將於下周五登場，題目為 「暢談大學雙班年的現況與
前瞻」，歡迎大專、中學師生參加。

「暢談大學雙班年的現況與前瞻」教育沙龍，由大
公報與教聯會和香港學者協會合辦，講者包括教育界立
法會議員葉建源、香港大學學生事務長周偉立、浸會大
學中醫藥學院教學部副主任余堅文、將軍澳香島中學副
校長鄧飛和培僑中學助理校長（行政）伍煥杰。是次沙
龍定於3月15日（星期五）下午6時至8時，假教聯會所
（九龍旺角道33號凱途發展大廈17樓，近港鐵旺角站
A2出口）舉行，由教聯會副秘書長林樂主持。留座電
話：27703918（江先生）。

幼教界預期，在通脹、校舍租金及教師薪酬急增下，大部分幼
稚園13/14學年要加學費5%或以上，促請當局大幅調高學券資助額
，以及盡快落實15年免費教育，以減輕家長負擔。此外，迦南幼稚
園等10多所幼園將於九月新學年退出學券制行列，家長若選報上述
幼園將失去學券資助，估計每月需多繳逾1000元學費。

本報記者 劉家莉
港專申辦自資學士課程

懲教表揚在囚人士進修

教局稱未收鳳溪申辦小學

雙班年論壇下周五舉行

【本報訊】記者彩雯報道：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再
度回應李惠利舊校舍地皮爭議，表示局方諮詢各政府
部門，確認該地皮沒有其他用途才拿上城規會要求重
新規劃，過程有規有矩，透明和公開。

特區政府近日就九龍塘李惠利舊校舍地皮用途與浸
會大學隔空交鋒，教育局連發聲明批評浸大。吳克儉昨
天出席首屆 「無煙青少年大使領袖訓練計劃」頒獎禮時
表示，浸大確在2009年提交報告申請李惠利地皮作中醫
專業教育學院。但當時報告亦同意如果有交通方便的其
他地方也可考慮。到去年九月浸大提交的完整報告，是
以尖沙咀地址為主要發展地皮，而非李惠利舊校舍南部
地皮。教育局今年二月收到浸大關於李惠利南地皮做中
醫院的正式建議書。 「浸大與教育局一直有保持個別接
觸，二月提交的建議書亦有提交教資會，各方會繼續保
持接觸」。

另外，400名來自逾40間中學、青少年中心及制服
團隊的14至18歲青少年，參與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舉
辦的首屆 「無煙青少年大使領袖訓練計劃」。吳克儉表
示吸煙對香港的影響巨大，教育青少年拒絕吸第一口煙
意義重大。

香港每年有約7000人因煙草而死亡，其中有1324人
死於吸食二手煙，每年因吸煙而耗費的醫療等費用達53
億港幣之多。香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調查顯示，中一至
中五學生吸煙人數雖自2003/04年的9.6%下降至2010/11
年的3.4%，仍有約1500名青少年在吸煙。是次比賽由聖
士提反女子中學奪得冠軍，主禮嘉賓衛生署副署長黎潔
廉鼓勵獲獎學生，通過自己在計劃獲得的知識，鼓勵朋
輩和身邊的吸煙人士戒煙。

浸大二月始選址李惠利

▲港專校長陳卓禧（左三）表示，港專計劃於數年
內轉型為可頒授學士學位的專上院校，下年將開辦
首個自資學士課程 本報記者胡家齊攝

▲幼教界預期，在通脹、校舍租金及教師薪酬急增下，大部分幼稚園13/14學
年要加學費5%或以上 資料圖片

【本報訊】記者成野報道：回應特
區政府施政重點放在鞏固和提升香港國
際航運中心地位上，香港科技大學今年
春季開設航空工程輔修課程，已獲太古
集團捐贈一千萬成立太古航天工程教授
席，將全球聘請領先教授坐鎮，為成立

本港首個航空工程本科課程鋪路。

全球招聘領先教授
據波音集團發布的調查，全球二十

年內需要飛機工程師一百萬，包括飛機
維修人員六十萬。香港作為全球航運中

心，至今尚無航空相關本科課程。昨日
，科大工程學院宣布，已成立航空工程
輔修課程，本科主修課程亦已提上日程
，正全球招聘領先教授，另將聘請教授
四名。未來將由院校審批及教資會批覆
，冀兩年左右可正式推出，屆時預計收
生約三十人。

目前，輔修專業主要面向工程學院
學生，總平均成績GPA達到2.5就可報
讀，科目包括空氣動力學簡介、飛機結
構、燃氣渦輪及噴射推進、飛機性能等
，並將遞增，課程名稱亦將改為機械及
航空航天工程。系主任袁銘輝介紹，課
程將提供實習機會，學生可以前往海內
外相關機構交流。

科大機械工程學系大三學生蔡亞雄
表示，曾於2011年到國泰及香港飛機工
程公司實習，其後到西雅圖的美國波音
公司總部實習半年。修讀該專業之前，
他對飛機工程的印象局限於 「新」和 「
難」，學習後才發現，飛機工程不僅有
趣，也是畢業後就業前景很好的專業，

他計劃到海外進修碩士課程，或在飛機
工程領域發展。

科大工學院又與內地科研單位和業
界於航天工業方面多有聯繫，袁銘輝說
，校方和哈爾濱工業大學、北京航空航
天大學，都有航空航天科研上的合作，
近年暑假更有學生赴北京交流參與小衛
星科研計劃。開辦航空工程課程，將對
參加國家科研計劃有所助力。

袁銘輝續稱，中國航空工業發展迅
速，十二五規劃之後，國家對航空的投
入多達數百億，是該領域發展的契機。
中航工業預測，到2020年中國通用航空
飛機的數量將從現在的1000多架次增加
到9000多架次，新增市場價值接近600
億美元。是全球都看重的市場，香港作
為航運樞紐，應該把握機遇。

談及香港理工大學近年開設機械工
程（航空工程）碩士課程，並與波音公
司簽署合作備忘錄，是否與科大構成競
爭，袁銘輝表示科大重科研，理大在應
用上很強，兩者應該是互補而非競爭。

執掌香港財政大權的曾俊華，上周三公布
其任內第六份預算案，教育仍是香港以至特區
政府最大公共開支，來年總經費為769億元。
雖然不是空前大手筆，仍有若干重大開支，包

括注資近五億設尖子獎學金以提升語文師資，撥款近五千萬獎勵奮進的特
殊學習學生，以及注資五十億於語文基金，再如壯大海空運培訓基金以吸
引人才。耐人尋味的是，學界對這份預算案似乎毀多於譽，僅僅過了一星
期就少見公開議論了，難道真是不談也罷？

正如本報上周報道，學界對預算案褒貶不一，教聯和教協這兩大教育
團體罕見地矛頭一致，又同表失望。一份關乎近百萬師生福祉的財政計劃
、一大筆超過七百億開支的教育開支，為何只得到寥寥的掌聲（除了教統
會主席鄭慕智、語常會主席程介明等諮詢委員會的禮貌表態），喝倒采者
卻非少數？究其原因，或與預算案有遠景而忽視學界近火所致。

歸納而言，學界近火包括雙非童壓境（北區喊救命）、中學縮班（教
師心慌慌）、幼師前景暗（薪酬波動大）、雙班年暗湧（副學士爆煲），
融合教育變師生困獸鬥，有如燃眉之急但未受關注。雖然政府對學界的資
訊科技投入一度領先亞太，但已是十年前的故事，普遍學校面對的是器材
老化、網絡落伍，教評會曾建議向每校撥款幾十萬元助升級換代，可惜未
獲回應。教聯會隆而重之對預算案提出八點建議，竟然全部投籃，難怪其
主席黃均瑜無言以對。

大手筆根本不可能
平心而論，在量入為出的財政大原則下，要教育預算案再來空前大手

筆根本不可能，一則六年來政府開支勁增八成七，二則施政報告表明休養
生息，預算案乃為付鈔結帳，不可能再有多大破天荒之作。但這不表示教
育局可以無所作為，近幾年教育經費總有盈餘要上繳，局方就不能來個特
款特用，例如配合電子教學，而一口氣為各中小學更新設施，再而為重新
裝備師資，當校園環境和師生都準備就緒，相信五千萬電子教學試驗計劃
就不會輕易爛尾吧。

再如通識教育界要求的延長教學津貼，這是有利師生有利學界和社會
的德政，局方又何必斤斤計較一小部分學校備而不用而要全部學校都捱餓
呢？七年前討論新高中學制時，學界已指出通識科不可能只由一名教師帶
三十多名學生，強烈要求十五人小班教學，但被局方忽略，終於鬧出教時
不足，課程過多等亂子，最後該科以九成及格率的表現風光而暫告一段落
。但新高中之下近乎人人必升，個個必修的通識科，能力不一，一個教師
如何帶得好最少三幾十個學生，別忘記他們還要逐一指導學生完成獨立專
題探究這浩大工程。

關於尖子獎學金，正如中大副校長侯傑泰指出，確實不應只限中學生
，應擴大至現職中小學英語教師，一則他們投身學界經年，二則了解學生
實況，三是工作熱誠和能力有目共睹。還望政府和教育局汲取這個積極建
議。羅馬非一日建成，良師要時日培育，尖子學生未必最心儀教育，這是
現實，何必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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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案的遠水與學界的近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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