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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科系選擇多 紓解港學位不足
新學制催生離港升學潮

相對於海外升學，兩岸升學更能貼近新學制的發展
。不論新舊學制，海外升學主要局限於中產階層以上，
又對學生的英語能力有一定的要求。在新學制中，更多
中學畢業生主要以中文學習，較難以英文作大學學習的

語言，本港升學已難，更遑論海外。另外，中下階層的子女在完成六年中學後，成
績稍遜的在港修副學士等自資課程要付高昂的學費，由每年約4至6萬元（所列幣
值均為等值港幣），平均比本港資助大學學位的學費42100元還要貴。到台灣升學
，每年學費約由1至4萬元；內地學費每年不到8000元，只有香港兩成。再加上兩
岸大學均以中文學習，對大部分新學制的畢業生有一定的吸引力。

撰文：浸會大學教育學系高級講師 許為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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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大學都免試招港生，家長可先了解大學的
排名、學費及科系，再結合子女的能力和意願，
作出決定 本報攝

▲《鳳閣恩仇未了情》再演生角的何煥茵
（右），學會了如何帶領小「小生」演出

今年1月7日的 「東區兒童粵劇團」四周年
匯演比去年的演出更令我難忘，因為我又再一次
演《鳳閣恩仇未了情》了！雖然今次所花的時間
沒那麼多，但有不少人，包括老師和親戚朋友等
都認同我的做手技巧比上次好得多。

上次演出，我學了 「唱」和 「做」的配合。
由於做手僵硬的關係，我要盡量加緊練習、注意
需要改善的地方。因為已知道自己的問題所在，
所以今次我在唱、做兩方面都輕鬆很多，再加上
這劇目已有數次經驗，因此進步較明顯。雖然演
出的編排有點奇怪（兩對小生和花旦同台唱），
但我在演出時學到如何帶領一個年紀較小的 「小
生」去唱和做。

上次演出，其實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因
為我真是太緊張，忘記了自己所做過的事情。但
今次和上次簡直是南轅北轍，在整個過程中，連
我都不知道為什麼會完全清楚自己所做過的事情
，例如：在劇目的開首 「一葉輕舟去，人隔萬重
山，鳥南飛，鳥南返」，我用了的功架有劍子、
順風旗、掌和拳，還和上次一樣穿着同一套小靠
古裝，但感覺竟是一目了然般清晰！不過，今次
的頭套比上次重得多，簡直就像塊大石頭壓在頭
上，眼淚也忍不住流出來。但我認為這是好的，
因為可以磨練自己的耐性。

縱使我學 「小生」的日子不及花旦多，但做
了 「小生」後，我的自信心增加了不少，而且也
找到更多人生樂趣。因我有先天唱平喉低聲線的
優勢，再加上做生角時必須具備有氣勢而豪邁的
氣質，所以我選擇了生角，令我的自信心與日俱
增。在人生樂趣方面，我對以前的東西非常感興
趣，而且覺得粵曲唱起來的節奏比現代歌曲慢和
舒服，所以我便從 14 歲開始學習粵劇，又在粵
劇班裡認識了一些新朋友，十分開心。另外，我
亦盼望將來可以承傳這種中國傳統的藝術，帶動
更多人欣賞和了解多些關於粵劇的文化。

編者按：《活力校園》及《讀書樂》明天起休版，2月1日復刊

婆婆記得我愛吃嘉頓的朱古力味威化餅，託
母親帶回家，讓我在悠長的暑假中享用。婆婆也
愛吃威化餅，獨愛它那鬆化的口感，一咬下，威
化便在口中分散、滲出淡淡的朱古力味，讓人百
吃不厭。然而威化餅的外表卻不太討好，一層一
層的表面有着數不盡的格子，顏色是隨味道而變
，一會褐色、一會白色，但多變的顏色仍然無法
掩藏威化餅的 「老套」外形設計。算吧！畢竟它
是 「40後」的產物。

還記得第一次接觸威化餅的時候，我連誰是
牛頓也不知道。剛升上小學的我需要婆婆照顧，
婆婆為了展開我的笑顏，特意從超級市場買來一
包朱古力味威化餅。但一個六歲的小孩怎會被這
外形不討好的小食吸引呢！婆婆只好自顧地吃威
化餅，還一邊嚷着美味。於是孫兒的妒忌心被燃
起來，看着原本屬於自己的小食被其他人吃掉，
忍不住了！靜靜地偷一塊，默默吃掉。鬆化、甜
美、脆脆的餅乾在口中融化了。再偷一塊吧！坐
在旁邊的婆婆笑了，因為孫兒體會到她最愛的小
食的美味。

就是這樣，我愛上威化餅，整個小學也充斥
着關於婆婆和威化餅的回憶：婆孫共坐在馬路旁
吃不同味道的威化餅；一起在巴士上喀滋喀滋地
吃威化餅和討論電視的卡通人物；合作研發威化
餅的新吃法，如浸牛奶、伴薯片等等。婆婆和威
化餅便慢慢交織成我的快樂童年，成為我的一部
分。

升上中學後，父母說我要學懂自立，不應再
要婆婆照顧。因此，我的威化餅放學節目也從此
消失；婆婆也再沒有陪伴我放學。最後，吃威化
餅的習慣也因而消失了。

今天，看到婆婆託媽媽拿回家的威化餅，童
年回憶全湧上心頭，與婆婆的情誼也從心靈盒子
解放出來。看！威化餅的包裝變了，變得新穎和
特色，成功吸引了我的注視。再仔細看看，威化
餅的量也變了，從以往的30塊變成24塊；價錢
卻上升了……打開包裝，拿起其中一塊威化餅。
咦！好像變了。我凝視威化餅的奇怪目光引起了
母親的注意。 「怎麼了，不吃了嗎？」她一邊咬
着威化餅，一邊問道。我答，它的外觀好像變了
，與數年前的不同， 「在香港這追求創新的地方
，任何東西也會轉變，何況一件商品、一塊威化
餅呢！」她說。對！只是幾年，很多東西、羈絆
也變了，威化餅的包裝、量，甚至是我與婆婆一
同放學的習慣。

把威化餅放進口中，鬆化的口感依然。一口
咬下，仍是讓人百吃不厭的感覺和味道。 「不是
，它的味道是不變的。」我向媽媽說。也許，很
多東西真正不轉變，我們不能控制，但仍有永恆
不變的存在──威化餅的味道，還有我與婆婆的
情誼。

「你真是個 IQ 零蛋！這樣簡
單的問題也答不到，怎樣讀好書？
怎樣入好學校？」一位急躁又憂心
的媽媽正在責罵測驗和考試都經常
不及格的小四女兒。

筆者留意到一個十分有趣的現
象，就是很多人相當重視智商測驗
分數（IQ test score），縱然他們
有些表面看似不在乎，但內心卻為
得分的高低欣喜若狂或耿耿於懷。
有些家長安排子女做智商測試，為
他們升讀名校 「加籌碼」。事實上
，無論在外國或香港，均有學校以
智商分數作取錄因素之一。

有很多人相信智商高低能預測
孩子的未來，也有人認為智商是固
定不變的；這個觀念，被最新的英
國智商研究結果否定了。研究結果
顯示智商改變可持續到青春期，
並可藉訓練或其他方式提高。這
即是說孩童期的智商分數，視乎成
長和發展，到青春期可能會升高或
降低。

另外，美國有腦神經學研究，
否定了人隨着年齡增長會腦細胞退
化、衰亡、永不再生的理論。學者
從電子顯微鏡觀察到萌出新芽的腦
神經細胞 「樹突」（Dendrite），

發現老年人的腦細胞雖然有某些群
組已衰老，但另些群組卻活躍起來
。也有調查研究發現人的健康狀況
對智力影響很大。年少多動腦學習
，老來仍能顯出才華，相反，年少
不用腦求進，可以未老而智力先衰
。對智力有決定性的影響還包括個
人的技能、職業、文化、修養、素
質、生活態度等。

一向對智商測試用於衡量孩子
聰明與否沒甚好感，若以它來判定
孩子的未來更屬荒謬，因為筆者認
為，人類至今對於自己的腦仍未十
分認識，以有限的知識來編寫測試
內容，去測試正不斷改變的人腦，
得出的所謂 「智商」，究竟反映了
什麼？這無疑是十分可笑的把戲，
浪費時間、金錢。繼續把智商分數
價值化、標籤化實在很不智，為何
不把資源轉投於研究不同的學習
方式上，令更多人，尤其是孩子
受益？

仍然利用智商於生活中是人為
的基制，它當然絕不可能反映出大
腦莫測高深的真正智慧。

集仁琛
psyche9191.reader@gmail.com

近年香港的學校與內地的學
校有較多的接觸和交流。去年
12月7日，我校接待了杭州勝利
小學 15 名小四的同學，他們在
兩位老師帶領之下，體驗了香港
上課的模式、離開父母四天的滋
味，也到了香港海洋公園遊覽及
學習，是一個難忘的學習經驗。
他們也是我校接待年紀最小的一
群，我校的小四同學即將在今年
4月訪問這間杭州的姊妹學校。
從前，遊學是中學生的專利，也
通常安排在暑假，現在小四的學
生也有此機會，確實難能可貴。

15 個杭州小朋友與我校 15
個香港的學生，當中女生較男生
多一些，他們的個子高矮也與香
港同齡的孩子差不多，男孩子通
常都是剪短髮，女生就以長髮為
主。他們都很活潑可愛，只是初
見面時有點害羞。他們在不同的
香港家庭生活了兩天、睡了兩晚
。家長們都為他們安排活動，坐
電車、遊港島、坐纜車、到山頂
看夜景、到尖沙咀看燈飾、到科
學館探知，受到熱情款待，有的
在香港吃港式的家庭飯，有的帶
他上館子、吃日本菜，不過小朋

友吃不慣魚生，只是吃了少許熟
食。小朋友在家互相認識、談天
說地、一同 「打機」、一同上下
課，很快便熟絡起來、成為朋友
。可惜他們只是匆匆在港留三四
天，大家都希望四月份再見面。

我校特別讓每一位杭州的同
學進教室，做一天優才的學生、
隨堂聽課，也特別為這 15 位小
朋友安排用英語教授的實驗課和
烹飪課，一起學做 「無字天書」
和 Happy Sandwiches。午膳過後
，大家分別加入四年級的各班，
進行班際閃避球比賽。星期五早
上，是他們的告別時間，同學代
表為我校的同學介紹西湖的十景
。之後，每個小朋友也分享感受
，短短的接觸充滿新鮮的感覺。
香港人要認識祖國的人，中國地
大，除了東部，我校也有前往四
川，探訪北川的災後重建。國民
教育是要推廣的，中國民族人口
眾多、歷史悠久，我校也有中國
歷史課，小四開始、每周也有一
節，簡介中國上下 5000 年；另
外，也會辦內地交流，讓孩子有
親身經歷。

天才教育協會會長 陳家偉

當大家今天看着種種不同的發明，有沒有想過在很
久之前，已經有人以一個想像的形式表達出來呢？當大
家看着電影中看似超出現實的情節時，又有沒有想過這
些情節將來會變成事實呢？

隨着近年科幻電影成為熱潮，「科學幻想」的概念再
次成為大家探討的話題。著名的社會學及哲學家 Jean

Baudrillard說過，活在21世紀的我們，是確實 「活在科
幻社會的第一代人類」。為什麼這樣說呢？當我們看看
身邊就會明白。曾經在從前的科幻文藝當中出現，看似
天馬行空又遙不可及的想像，例如電子貨幣、人工智能
，甚至太空漫遊登陸月球等等，現在已經在我們這一代
一一實現。其實我們可以說，科幻文藝是超前的，也是
開拓人類精神思維的重要一環。

走出物質生活 探索世界
為將文學和藝術結合、激發學生的多角度思維，香

港新一代文化協會科學創意中心從去年開始舉辦 「香港
青少年科幻小說創作大賽」，並邀請到香港科幻協會、
香港科學創意學會及香港中央圖書館一同協辦。比賽
目的是希望透過寫作，讓同學有一個更大的發揮空間
，將創意和科學精神結合，創作出更多新鮮的意念；
又能讓文學與科學融合，給予同學一個全新的平台來
發揮創意思維。

「香港青少年科幻小說創作大賽」是現時香港唯
一一個同類型比賽，熱愛科學又具有文藝創意天分的
同學可以好好利用這個機會來一展所長。從去年的比
賽可見，香港學生在科幻創作上有很大的潛能；同學
們能夠好好地將科學精神融合到創作，寫出不少新穎
且思想超前的作品，少數更是具有一定的啟發性。從
當代社會可見，科技發展無疑為科幻小說提供了重要
的素材，但科幻小說展現的想像力和創意，其實也成
就了不少的科學研究。今年，科創中心繼續推動第二
屆 「香港青少年科幻小說創作大賽」，並希望能吸引

更多有興趣進行科學和文藝創作的同學參與，更重要是
鼓勵同學多透過閱讀，學習更多科學知識。

我們常說香港的學生沒有創意、欠缺突破框框的思
維，這除了是教育方法的問題外，也是香港環境造成的
。現在的父母都非常疼愛子女，在物質上很大程度地滿
足他們；而且現在的年輕人的娛樂實在是太豐富了，電
子或網上遊戲、社交網站和電視動畫等等，都已經佔據
了他們的生活，這種現象令年輕人根本沒有興趣去閱讀
和探索世界。他們失去了增長自己的知識和拓展自己思
想領域的機會，更重要的是重複沉迷於電子遊戲玩樂，
使他們的思維被局限了，長期都缺乏刺激，因此現在的
學生都沒有獨立思考能力，更遑論對科普常識的認知了
。此外，長期依賴電子產品和遊戲，令他們沒有機會去
和身邊的人交流、不懂得觀察周遭的事物，造成他們不
願意積極探索身邊的未知元素。正是上述的現象，使香
港的年輕人的創意和解難能力都每況愈下。

科創中心希望透過推廣不同的比賽令同學們重新投
入學習當中，並藉此拓展學生的思維空間，無論是 「青
少年科技創新大賽」、 「青少年3D動畫創作大賽」還
是 「青少年科幻小說創作大賽」，科創中心都希望同學
能夠從比賽當中激發自己的創意思維，在競爭當中互相
學習和進步。

記得在第一期我曾經說過，現在的孩子的創意都被
扼殺了，這是有多種原因造成的。我們所要做的就是釋
放孩子們思維，讓他們重新對身邊的事物提起興趣，讓
創意重新啟動！

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科學創意中心總監 黃金耀

在科系選擇方面，在內地和台灣就讀亦能解決本港
大學科系學位不足的的問題。例如同學在內地可修中醫
、水利工程，甚至冷門的高爾夫管理專業；在台灣修獸
醫、農業等，這些都是在港難以修讀的課程。在台灣大
學讀完獸醫之後，回港便可即時註冊執業，也難怪台大
獸醫系是港生在台升學的熱門選擇。

參考排名 了解學歷認受性
在今學年內，兩地大學都不約而同公布了免試招收

港生的安排，只須報名費便有多個升學機會，免試升大
學這個政策相當吸引。在公布的內地免試招收港生安排
中，免試招生的內地院校將由現時北大、清華、復旦、
華僑大學及暨南大學5所，增至11個省市共63所，將
提供至少 2700 個學位。要作選擇，家長也必須對中國
高等教育有基本了解。

內地的普通高等教育分為專科教育、本科教育和研
究生教育三個階段。其中專科（相類於本港的副學士）
學制為兩至三年；本科（即本港學士課程）學制通常為
四年；醫科和少數工科為五年。港生要進內地名校的競
爭也很激烈，部分院校對新中學文憑試入學成績遠高於
基本要求，北京大學門檻是四科必修科全達第4級，上
海復旦大學更列明須擁護 「一國兩制」和《基本法》。

雖然港生可報多達 16 個學系，但必須下工夫做資
料搜集，因各所大學長處不同。以北京大學為例，競爭
最激烈的竟是考古學科，38 名報考者只取一人，令港
人意想不到！

另一方面，今年港生赴台升學也可以免試申請：申
請者可依新制之香港中學文憑考試、舊制中七之香港高
級程度會考或舊制中五之香港中學會考成績（三擇一）
作為分發各大學院校的分數依據。台灣的大學數量高達

156所，現時提供的學額已是供過於求，故此有部分大
學亦要開拓生源。去年十月，在本港舉行的 「台灣大學
聯招暨高等教育匯展」中，便有不少本港中學與台灣的
大學結盟，可以直接推薦畢業生就讀，部分更有獎學金
的名額，有興趣的家長應與校方聯絡了解。

兩岸升學的學歷認受性和出路始終是家長不放心的
地方。當然，兩岸眾多大學亦有其排名；排名在前列的
如北大、清華、台大等均受到國際的認定。故此，家長
應了解到升讀大學的排名*，有些更要細緻到升讀科系
的水平及畢業出路，然後再結合子女的能力和志願，作
出綜合的考慮。
（*因排名的部分準則未必與學生出路有關，故此只能
作參考之用）

▲2011年 「香港青少年科幻小說創作大賽」 頒
獎典禮後，大家齊來大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