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適逢新舊學制並行的 「雙班年」 。十
一萬高中畢業生中，僅兩成有望升讀香港
教資會資助的八間大學，其餘均需另謀出
路。為此，台灣一百四十餘間大學免試招
港生，預計今年將有三千港生赴台升學。
另外，因通識科未被台灣採為必修，文憑
試中通識科不及格的考生亦可於台灣念大
學。

本報記者 成野

台大學免試招三千港生
逾百四間院校來港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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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高中動向

【本報記者王一梅深圳二十日電】記者
從深圳大學獲悉，深圳大學 2012 年對港免
試招生今日開始網絡預報名。該校 2012 年
全日制本科免試招收香港學生的計劃為 30
名，涵蓋金融學、法學等六個專業，將在5
月上旬組織面試，8月下旬確認錄取。

今起網上報名
從今年開始，內地 63 所高等院校試點

免試招收香港學生，深圳大學是深圳唯一參
與該計劃的學校。深大發布的《深圳大學
2012 年全日制本科免試招收香港學生實施
辦法（試行）》稱，報名者須具有香港永久
性居民身份證或非永久性身份證及《港澳居
民來往內地通行證》，且所持證件均在有效
期之內，並符合兩個條件之一：2012 年香
港中學文憑考試應屆考生；2012 年香港高
級程度會考應屆考生，且願意按照內地高校
要求完成相應學制學習。

深大 2012 年全日制本科免試招收香港
學生的招生計劃為 30 名，分專業計劃如下
：金融學、法學、廣告學、工商管理、計算
機科學與技術以及自動化共六個專業，前四
個專業文理兼招，後兩個專業為 「理工農醫
類」。每個專業招生計劃都是5人，學制四
年。

港生可於2月20日至3月5日期間登錄
http://www.ecogd.edu.cn/lzbm/ks/index.jsp
網上預先報名。每位考生可在內地 63 所對

港免試招生高校中填報4所學校志願，每所學校可填報4
個專業志願。3月1日至15日到中國教育留學交流（香港
）中心進行現場報名確認，並按要求提交有關材料和繳付
報名費。

深大將於5月上旬組織面試。考生可於3月26日至31
日在深大網站（http://zsb.szu.edu.cn）及對港免試招生錄
取網（http://www.ecogd.edu.cn/pass/lzlogin.html）查詢面
試獲取資格。考生可於 2012 年 5 月下旬登錄 http://www.
ecogd.edu.cn/pass/lzlogin.html 查詢本人是否已被預錄取信
息，並於8月3日至5日進行錄取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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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校長、家長眼中，
到內地讀大學始終不是第一選
擇，但為什麼華潤（集團）有

限公司多年前特意為北上港生設獎學金？作為僱主，
又覺得港生內地畢業返來就業有何優勢？

在早前舉辦的 「內地 63 所高校展」上，華潤
（集團）有限公司人力資源部高級經理方賢斌與家長
和學生分享時，解答了他們關注的問題。本報記者近
日追訪，請他談談內地畢業生回港就業問題。

方賢斌說，華潤集團從事的行業都與大家生活息
息相關，對大學畢業生而言， 「只要專業對口就可以
接受」。華潤每年招大學畢業生超過 1000 人，土生
土長的又只在香港讀大學的畢業生考入華潤的機會較
少，因其背景太單一，公司認為其 「競爭性較差」；
作為國企，有海外或內地學習背景的畢業生更容易入
選，尤其從內地畢業的學生回港更有競爭力，因 「國
內畢業生人脈廣，語言環境熟悉，非常有用」。

早在2004年至2008年，華潤就與清華、北大合

作，成立華潤精英學生獎學金，選拔了一些香港學生
去內地學習。

針對今年 63 所內地學校免試收生，家長認為
「清華、北大招生很少，其他大學多為二、三線學校

，現在怎麼才能去？」方賢斌談到，學生及家長應該
改變一些看法：不要認為內地教育水平很差， 「考不
上香港才去內地」，這觀念是錯誤的；另外沒有人逼
迫香港學生去內地大學讀書，是學生自願的行為；而
且也不是內地大學提供了 2000 多學額，只要港生報
名就隨意可以入學的，要有一定的成績，不要顯得無
可奈何。

內地十一個省市、六十三所院校，即日起至三月
五日接受本港中學生在網上預先報名。考生在此期間
，可登錄聯招辦的免試招生報名網址www.ecogd.edu.
cn/lzbm/ks/index.jsp。三月一日至十五日到上環的中
國教育留學交流（香港）中心或灣仔胡忠大廈作現場
確 認 。 詳 情 可 瀏 覽 教 育 局 網 頁 www.edb.gov.hk/
expo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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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興大學的香港研究生陸
安琪講一口地道的 「台灣腔」
，走路和說話的節奏也慢過一
般的香港女孩，她笑言在台灣

生活了九年，回香港覺得 「什麼都好快啊」。
多年前，中五會考失敗讓她覺得在港升學無望，

轉赴台灣。先在台灣師範大學僑生先修部讀了一年預
科，後考入中興大學， 「大二的時候，幫一個學長清
理蜻蜓標本，清多了，飛過一隻我就能說出它的品種
」。她從此便喜歡上昆蟲，不但選擇和昆蟲研究相關
的專業，而且本科後又一口氣念到研究院。現在研究
的課題關於昆蟲與災難預警。

她說現在研究是她的心頭好，能做自己喜歡的事

情，實在幸福不過。可是，她回憶說， 「如果我在香
港讀書，就一定不會選這個專業了」。一來開設昆蟲
研究的學校少，另外， 「在香港你就會老是想，讀這
個專業怎麼能找得到工作？怎麼能賺得到錢？」香港
不斷給年輕人提供一種類似職業培訓的氛圍。讓人很
快的適應規則，很快職業化。教育和學習也不免以就
業為導向，但這中間流失的，是 「夢想」還是 「多元
化」？

陸安琪也不知道，她只是建議即將報考大學的中
學生們， 「給自己幾分鐘，找張白紙，先寫寫自己喜
歡什麼，再去匹配專業，再去想這個專業以後能賺多
少錢」。

特寫

找到興趣 潛心研究昆蟲

【本報訊】新高中
課程展開第三年，但仍
有不少家長及學生對學
制的課程內容、考試模

式、校本評核、應用學習課程、升學出路等未有清晰的了
解。有見及此，教育局對舉辦 「新學制．新高中課程及選
科簡介」家長講座不遺餘力，將在三月十六日（星期五）
下午七時至九時，在伊利沙伯體育館（灣仔愛群道十八號
）再次舉行。

教育局代表、高中書院代表、香港高等院校持續教育
聯盟代表、僱主嘉賓等將應邀出席講座，為全港各區就讀
中三至中五的學生及家長，講解有關新高中課程概覽、應
用學習課程、未來升學路向、高中書院特色課程及專上院
校升學途徑等。

有興趣報讀的學生及家長，可瀏覽教育局家長講座網
頁http://www.edb.gov.hk/parentstalk報名。

駐港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的許睿宏昨稱，今年香
港各大學學位不足，台灣高校 「優惠重重」吸引香港
學生。是次 「最大優惠」為，港生不用再參加台灣的
聯招考試。而是通過個人申請或聯合收生，兩條途徑
申報大學。

通識科不及格也可報讀
個人申請為考生用校長推薦和自我介紹信，自薦

申報台灣高校。聯合收生以新制文憑試、舊制高級程
度會考或中五會考（三擇一）成績為依據，隨志願發
至各院系，從高到低取錄，每個考生可以填報七十個
志願。

台灣海外招生聯會委員會副總幹事李信稱， 「雙
班年」收生人數一定多過往年。個人申請已於今年初
結束，全球一千一百人申請，七百人來自香港。去年
，總計入讀台灣高校的港生人數不過四百人，前年亦
只有六百人。

李信認為，今年赴台升學較熱門的原因除了免試
之外， 「採選科目不同也是一個原因」。本港學士學
位課程文憑試入讀門檻為中文、英文、數學、通識四
科成績為 「三、三、二、二」。通識一科首次列入必
修，因無先例，不少考生大感棘手。而台灣聯招僅設
中、英、數必修，另外自選兩門選修。申請人可以依
照所報專業要求，擇成績最好的兩門。 「也就是說，
即使通識科不及格也可以用其他選修課的成績申報台
灣的大學」。

可選專業逾2600個
今年，港生可選擇的專業超過兩千六百個。李信

稱，專業選擇多元是台灣教育的優勢，不少考生選香
港高校沒有的專業。 「獸醫是香港學生的熱門選擇，
經常是幾十個學生爭一個學額」。台灣大學的獸醫專
業全球知名， 「（台大獸醫專業）畢業了就可以直接
開店，其他大學還要通過認證考試」。今年，該系供
聯招的名額一共八個， 「一半撥給香港學生」。

醫科學費最高約九千港元
「台灣升學，學費比香港便宜很多。」李信說，

目前台灣公立學校中，醫學學費最高，約九千港幣。
私立學校為一萬七千港幣。文科專業的學費公立學校
僅四千八至六千九。 「香港一年的學費，台灣可以讀
四年」。另外，與內地生限制打工不同，港生可以在
台灣打工賺取生活費。

談及為港生提供種種優惠，是否有搶生源之嫌。
李信坦言 「當然想優秀學生來報讀啦，但是香港、內
地、海外都在收生，每個地方都有不同的優勢，拔尖
不大可能」。她續稱，相比 「拔尖」，台灣聯合收生
更傾向於 「給海內外的中國子弟多一個選擇」。

英國教育展周六起舉行
【本報訊】英國一向是港生熱門留學地點，英國文化

協會將於本周六及周日（二月二十五至二十六日）於灣仔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 「英國教育展」，講解今年港生到
英國升學的新途徑及各院校的收生要求。今年參展院校多
達九十多間，較去年增加約三分一。查詢網址：www.
educationuk.org.hk/events。

【本報訊】最新公布的香港統計月刊顯示，本港公共
圖書館登記讀者十年勁增一百四十五萬人，但外借圖書和
多媒體資料都呈先升後降，網上續借和預約數目變化也相
若。分析指出，圖書館環境改善，到館人流增加而多選擇
在館閱讀，其次是大多數學校有自己圖書館，學生集體借
閱服務需求減少。

康文署屬下現有六十七間固定圖書館和十間流動圖書
館。最大的中央圖書館館藏超過二百萬項，五間主要圖書
館均有獨立參考圖書館；二十九間分區圖書館為十八區市
民提供多元化服務；三十二間小型圖書館為所屬地區提供
基本服務。流動圖書館新界獨佔六所。二月號統計月刊透
露，去年公共圖書館登記讀者為三百九十九萬多人，外借
圖書多達五千五百萬項。（見附表）

對比二○一○年，外借書籍在二○○九年達到空前的
五千八百多萬後，去年降為五千五百多萬，多媒體資料則
在二○○七年達到空前的三千七百萬，去年減為三千餘萬
。外借圖書中，中文書籍佔八成，語言學及文學佔四成四
，又以小說最受歡迎；英文書籍佔兩成，最受歡迎為語言學
、兒童圖畫書及兒童小說。網上圖書館服務受到歡迎，去
年有一千六百萬次網上續借，另有七十萬網上預約。

另外，公共圖書館由去年底開始，試驗應用無線射頻
識別技術為讀者提供自主借還書服務。康文署又推行延長
開放時間，在中環等地鐵站設還書箱，提供電腦化圖書館
服務等。

【本報訊】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沈
祖堯率領中大代表團到訪浙江大學，
與浙大校長楊衛一同為兩校共建的
「香港中文大學與浙江大學肝病及消

化病聯合研究中心」揭幕。
出席聯合研究中心成立禮的包括

浙大附屬第一醫院院長鄭樹森、傳染
病診治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李蘭娟，
以及浙江省相關部門領導。沈祖堯及
楊衛又分別代表中大和浙大簽署成立
兩校肝病及消化病聯合研究中心的協
議，落實合作計劃。

中大與浙大自 1991 年簽訂校際
合作協議後，重要的合作項目包括：
人類生殖及相關疾病聯合研究中心、
天然藥物與毒理學研究聯合實驗室、
先進光子學聯合研究實驗室，以及生
物醫學工程聯合研究中心等。兩校早
於 2003 年簽訂交換生協議，合作推
進本科生交換及暑期交流活動、企業
體驗項目等。

【本報訊】記者呂少群報道：每校三十二萬元的
新高中通識教育津貼將隨首屆文憑試舉行而在本學年
結束，學界憂慮最少四百名通識合約教師因此失業。
香港通識教育會和教育評議會促請教育局續發津貼，
避免削弱通識教育質素。

通識教育科與中英數並列新高中四大必修必考主
科，一旦失手則無望升讀本地大學。○九年迄今，通
識科考生由八萬增至廿三萬，教師則由二千三百增至
四千多人。

一如中英文考生，通識學生都要參加公開試，另
須提交佔總分數兩成的獨立專題探究。但專題探究從
擬題、成文以至完成，都要由通識教師指導和監督，
以每班三四十人學生，即教師要指導三四十份，若一
教三班，就要指導一百多份，多次調查都反映專題探
究是教師除教學和考評外的最大壓力來源。

由於通識是所有學生必修必考，對語文和邏輯思
維要求高，教師要花心力明顯高於其他學科，學界在
通識科醞釀成新高中必修科之際就呼籲每班學生減半
以便分組講授，但未為當年教統局接受，直至通識施
教第二年，教育局才應學界要求，由一○年起推出為
期兩年的一筆過現金津貼，供全港中學用以增聘通識
科人手或添置教材。

這筆三十二萬元的現金，每間學校可用兩年，普
通用以增聘教學助理或合約教師，風采中學校長曹啟
樂估計，全港四百五十間中學皆有聘請，為數約四百
五十人，這批教學生力軍在協助指導學生專題探究上
角色吃重。一旦通識資助津貼停止，恐怕這批有熱誠

有朝氣的教師要失業。 「這兩年有一批教學助理在修
讀兩年制PGDE（學位教師教育文憑），學校沒了教
育津貼，將影響這批教師的實習安排。」

通識教育會會長許振隆說，三十二萬元的通識教
育津貼，講明專科專用，是配合通識科史無前例成為
新高中必修科，當修讀通識科的學生由一個年級增至
三個年級，教師承擔的工作和課節也越來越重，學界
用這筆津貼聘請的人手就發揮了作用。 「經過文憑試
後，相信有關合約教師也開始適應環境，一旦因為津
貼到期而不再繼續，恐怕是學校的損失，也是教育人
才的浪費。」

身兼教評會執委的曹啟樂說，該會同通識會昨天
聯合致函中學校長和通識科主任，呼籲支持向教育局
爭取每年發放最少二十六萬以聘請一名相當於中學
文憑教師支援通識科，兩會更要求將通識教師教席
常額化。

不過，教育局回覆， 「通識教育科課程支援津貼
」的目的是支援學校在課程實施初期為通識教育科奠
定良好基礎，為期至2011/12學年。

發言人稱，當局並沒有為學校的常額教師指定任
教科目的機制。 「政府已為學校實施新學制課程增撥
資源，學校可因應本身需要靈活調撥運用。」

公共圖書館登記讀者
十年勁增一四五萬人

▲深圳大學首次免試招收香港學生 本報記者王一梅攝

學界促續撥津貼免削通識教師

▲新高中通識教育津貼將隨首屆文憑試舉行而在
本學年結束。為此學界憂慮最少四百名通識合約
教師因此失業 資料圖片

特稿

內外兼備畢業生競爭力強
本報記者 于敏霞

新高中課程簡介下月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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