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一屆大學聯招（JUPAS）接受申請之際，七所院校昨首次公布各課程首屆中學
文憑試收生成績，供考生參考。新制下 「成績通脹」 ，平均成績五科四級才有望躋身大
學，遠高於最低大學入學門檻三三二二加二。至於尖子追捧的環球商業學、醫學及計量
金融等課程，收生成績幾乎要全部達頂級的五**成績。全港收生成績最高的仍是香港大
學，文憑試考不到五科四級肯定入港大無望。

本報記者 劉家莉

港大最低門檻五科四級
七校公布首屆文憑試收生成績

二〇一二年十月六日 星期六A13教育責任編輯：唐偉雄

中大辦生命教育助中學生
【本報訊】新學年 「協助中學規劃生命教育計劃」，昨

日於香港中文大學開課。十一名導師組成的中大團隊，將攜
手二十間中學，助身處 「暴風期」和 「迷失期」的青少年，
找尋生命意義。

受教育局邀請，中大和香港教育研究所，設計為期十二
個月的 「協助中學規劃生命教育計劃」，於今年七月至明年
六月舉辦。

計劃統籌主任鄭漢文介紹，計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
段為各校高層和專責教師舉行生命教育工作坊，包括如何運
用生活情境，探討最近發生的青少年問題。第二階段中，四
十名教職員將前往台灣取經。最後一個階段是學以致用，導
師將前往二十間中學，從文化教育、心靈教育、價值教育三
個角度任選其一，推行主題教學。

鄭漢文說，計劃主要針對中學生，初中的青少年處於暴
風期，思想叛逆， 「我們要滿足他們心靈上需要，也要告訴
他們生活的價值」，而進入高中， 「暴風過後往往仍是一片
混沌，這時就需要告訴他們人生的方向。」

一直以來，教育局
都沒有一套長遠的教育
政策，忽視教育是任重

而道遠的工作。官員作風官僚的形象，早已深入我們
教育界同工的心裡。

二零零一年內地來港的學童減少，同時香港出生
率下降。但香港政府卻錯誤估計人口增長，大量興建
千禧新校，當時政府官員不單沒有承認自己的問題，
為了將責任推卸到學校及教師的身上，二零零二年教
統局頒布《統整成本高及使用率低的小學》文件，把
收生不足的學校，標籤為教育成效不彰。最後，那些
學校只可走上縮班及裁減 「超額教師」，甚至走上被
「殺校」的不歸路。我也成了 「超額教師」，經過千

辛萬苦才找到學校聘用，見工過程中，卻因為被標籤
為教育成效有問題，才淪為 「超額教師」的評語。

殺校過激拒承認
更悲哀的是那些莘莘學子，唯有無奈地選擇轉校

，與多年的同窗分別，或者只能眼巴巴看着母校班級
每年遞減而最終消失，當時這種風聲鶴唳的情景到如
今歷歷在目，有很多學校就在這情況下被 「殺掉」了
。特別嚴重的收生不足學校以北區為主，由本來四十

所減至餘下二十八間。近年因為港深兩地跨境學童不
斷上升，北區小學學位出現供不應求的現象。教育局
官員當然不會自我反省向社會承認當初殺校過激的事
實，只是事情發展至今很多問題呈現出來，北區小學
學位不足，就將部分居住在上水及粉嶺的學童，派往
距離居住較遠地區上學，即使有部分家長感到十分不
滿，也只是無可奈何去接受。

另一方面，德育及國民教育科事件中，國教科委
員會主席胡紅玉指國教科政策已修訂，改由校方自決
，亦不必獨立成科，更建議毋須按官方的課程指引，
目前 「課程指引失效」，她不斷強調校方可沿用現行
課程，或開發新的課程，也可自行更改有關科目名稱
，不必名為 「國民教育」等等。現任運輸及房屋局局
長張炳良也表示國教科可由學校決定教學的模式，又
認為教學是老師和學生互動過程，學生可以培養獨立
思考能力。曾任教育署署長的現任行政會議召集人林
煥光亦表示應將課程交由學校教師自決等等。

官員言行令人失望
如果那些官員真的尊重學校和教師的專業，為什

麼當年正值 「殺校」潮時，從沒有官員表示學校可以
自行選擇或彈性推行小班教學？使學校、家長及學生

可以有喘息的機會。甚至在教改下，學校要面對接踵
而來的外評報告，教師除了教學外，還日以繼夜寫報
告及準備考 「評核試」等等，即使當時有教師感到身
心俱疲而自殺，只換來教育官員一句： 「個別例子！
」有關教育官員很多的言行都令人失望，如果學校及
教師可以一切自決，是否不是撤科而是撤局？

現在反國教科來勢洶洶，請教育官員認真面對以
下的問題：

一，現在小學常識科，有六個學習範疇組織課程
內容，其中一個是國民身份認同與中華文化，常識科
的課程內容頗多，局方是否應將現有小學常識科的國
民教育課程內容抽出來並考慮增加中國歷史科？

二，對開展國教科的派出五十三萬津貼，有天主
教區學校表示不會用這筆津貼，更有學校不知如何運
用，如果一間學校五十三萬津貼，全港超過六百五十
間小學，合共政府白白浪費超過三千餘萬公帑。其實
政府應先收回津貼，等一切定案後，或開設中國歷史
或加插國民教育知識到其他科目等等，才指示學校如
何運用五十三萬津貼，而不是還未有定論時就交由學
校自行處理，這種簡直是本末倒置的處事態度。

每個國家地方都有國民教育，也不能一句學校自
決，問題就可以解決，現在國教科委員會避而不談國
教科，更說梁特首承諾在任內不修改國教科政策。身
為土生土長的港女，絕對不能再忍受官員為 「保住飯
碗」就犧牲我們的教育，特首梁振英曾引用覺光法師
指 「做大眾嘅事，總會有人說你，不用害怕，只要行
的是正道便好」，希望他和他的團隊都能行正道，這
才真正是港人的公僕，也是我們香港之福。

教育觀點

港大MBA蟬聯亞洲第一
【本報訊】實習記者彩雯報道：英國《經濟學人》雜誌

昨日公布二○一二年世界各大學MBA排名榜，香港大學居
全球第四十一位。港大雖較去年下跌五位，仍維持亞洲第一的
位置，成為連續三年蟬聯亞洲榜首的高校。多間亞洲高校排
名也下跌，唯獨印度Ahmedabad管理學院上升了二十二位。

全港共有三間大學MBA課程上榜，香港科技大學居全
球六十二位，香港中文大學則由去年的第八十八位降至第九
十四位。港大雖然排名下跌，但該校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院
長張介表示： 「港大MBA課程提供適切的商業知識之餘，
亦擴闊學生的國際視野及交際網絡，並提升軟技巧，以促進
學生在專業領域以及個人範疇的發展。我們相信這些商界精
英能靈活應用在港大所學的商業知識和管理技巧，為商界帶
來正面影響。」

經濟學人雜誌今年的排名榜中，美國本土院校共有四十
八所，佔近半數。在亞洲地區，共六所大學MBA進入世界
百強。除港大、科大及中大外，還有印度Ahmedabad管理學
院（五十六位）、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商學院（七十二位）
、新加坡國立大學商學院（九十二位）。而去年登榜的韓國
延世大學商學院及上海中歐國際工商學院，今年雙雙跌出一
百名之外。

中大地理系獲逾百萬捐款
【本報訊】實習記者彩雯報道：香港中文大學地理與資

源管理學系籌得逾一百萬元，連同政府第六輪配對補助金計
劃所得補助金，預計可獲一百五十萬元的款項，足以支持學
系成立多項學生獎助學金，並支援各項學生活動。

中大地理與資源管理學系近日舉行答謝禮，感謝包括內
地企業的捐贈。中建東方集團為學系捐贈三十萬，為此次捐
贈金額最高的企業。中建東方集團總裁高金良表示： 「內地
在資源開採方面有待改善，不單在技術方面需提高，在資源
開發的整體管理方面有更大的提升空間，這也是選擇中大地
理資源管理學系的原因。」他寄語學生： 「以開放的世界觀
，全面發展。更期望學生能立足中國，以後到內地成為我們
的接班人。」

「教育不是注滿一桶水，而是點燃一把火。但是沒有油
，熊熊烈火如何持久燃燒。」中大地理系主任陳永勤引用愛
爾蘭詩人葉慈名言，感謝捐贈人為學系送 「油」，助力學系
培育社會未來的棟樑，推動本港地理學研究不斷進步。他告
誡學生： 「善用資源，努力成才，全面、茁壯成長。」

出席答謝禮的捐贈者除中建東方的高金良，還包括中大
地理系資深校友梁秉聰和何永恆、ESRI中國（香港）徐開
源。

【本報訊】 「送戲進校園」是近年國家文化部推廣京劇
傳統藝術的重要策略之一，昨日成立五周年的中文大學和聲
書院，創辦人李和聲也以一台京劇作為送給全院師生的 「生
日禮物」。

演出的上海京劇團先為師生進行觀劇導賞，介紹京劇的
臉譜、台步、水袖等特色，還替一些同學畫上 「大花面」；
接着由青年演員演出折子戲：《打焦贊》大演耍棍功夫，
《秋江》則在舞台上營造出水上行舟的場面；名角王立軍和
趙群合演名劇《四郎探母》之《坐宮》，身為京劇名票的李
和聲更親自操琴，不少座上來賓及中大師生只知李和聲是金

融界 「猛人」、熱心社會公益，不知他竟能為專業演出擔任
京胡伴奏，不禁鼓掌叫好，氣氛熱烈親切。

中大校長沈祖堯不僅到場主禮，還把年邁的雙親也請來
了；沈校長祖籍寧波，父母愛看京劇，與李和聲、尤婉雲伉
儷是老朋友。

沈祖堯在致詞中指出，京劇是傳統國粹，有豐富的文化
藝術內涵，年輕一代應該多去接觸和了解；而 「和聲書院」
之名，與弘揚京劇管弦聲腔之意正好脗合，而當前社會也需
要更多和諧的聲音。演出前，全體與會人士為南丫島沉船事
故不幸罹難者默哀一分鐘。

教育局要改掉官僚作風
教育工作者 小 雪

2012年各校文憑試收生成績榜
理工大學

課程

物理治療學

職業治療學

放射學

醫療化驗科學

眼科視光學

教育學院

課程

英國語文教育學士（中學）

小學教學學士─常識主修

通識教育學士

心理學

城市大學

課程／學院

能源及環境學院

法律學院

浸會大學

課程／學院

電影電視／新聞／組織傳播／
公關及廣告

中國語言文學／創意及專業寫
作／英國語言文學／人文學／
翻譯學

香港大學

課程

法學士

內外全科醫學士

藥劑學學士

工商（法學）

理學士（計量金融）

工商（國際商業及環球管理）

中文大學

課程

環球商業學

藥劑學

計量金融及風險管理

法學

嶺南大學

課程／學院

文學士

工商管理

社會科學

註：
理大視1級為0分、5**級至2級依次為6分至1分
城大，港大，教院，1級至5**級依次由1至7分
嶺大把中英科的1、2級一律換為0分，第3級至5**依
次計算3分至7分；數學、通識的2級則有1分

資料來源：各院校

平均分

21.7

20.0

19.7

19.2

18.6

中位數

20

20

20

20

中位數

33

30

中位數

22.94

22.47

最高收生分數

35

35

35

35

35

35

中位數

5**5**5**4+5**

5*55**4+5**

55**5**4+5**

5**5*55*+5*

平均分

4.15

4.05

4.16

學額

110

90

98

44

34

學額

10

70

10

20

學額

73

50

學額

122

168

學額

100

210

25

70

30

35

學額

18

55

20

70

學額

248

177

128

MBA排行榜

香港高校

亞洲其他
高校

資料來源：《經濟學人》雜誌全球MBA排名榜，詳見：
http://www.economist.com/whichmba/
full-time-mba-ranking

大學

香港大學

香港科技大學

香港中文大學

印度Ahmedabad管理學院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商學院

新加坡國立大學商學院

韓國延世大學商學院

上海中歐國際工商學院

2011年

36

64

88

78

69

86

76

91

2012年

41

64

94

56

72

92

─

─

大學資訊日一覽
【本報訊】第二屆中學文憑試將於十月十一日截止報名

，參加大學聯招的各大院校即日起分別舉辦資訊日（見附表）
，歡迎應屆中六生及各級師生和家長參加。

日期

10月6日

10月13日

10月20日

10月27日

11月3日

11月10日

院校

理工大學

科技大學

城市大學及嶺南大學

浸會大學及中文大學

香港教育學院及公開大學

香港大學

和聲書院五周年
上京送戲進校園

▲李和聲（中）京胡伴奏後和演員王立軍（右）、趙群一起謝幕
本報記者葉中敏攝

首屆文憑試有二萬六千人考獲大學門檻（中英
三級、通識和數學二級），但當中只得一萬四千八
百人經大學聯招入讀八大四年制課程的學位課程、
一千七百多人則獲聯招副學位取錄，明年應考的第
二屆中學文憑試的學生可於十二月四日前透過
JUPAS網上報讀課程。除科技大學外，七所院校昨
同日公布各課程文憑試收生成績。整體而言，文憑
生平均須有五科四級成績，才能穩入大學。中文大
學及港大部分課程更須考取五*級成績，才算以中
位數成績 「穩入」。

各院校計分方法不同
文憑試各科主要以一級至最佳成績的五**為學

生分數評級，但各院校收生時計分方法不大相同，
如理工大學視一級為零分、五**級至二級依次為六
分至一分；港大以一級至五**級依次由一分至七分
計算，考生獲二十分才等同平均五科四級水平。

以理大為例，收生平均分較高的物理治療學理
學士課程，考生平均達二十一點七分，以五科計算
，即須考獲兩科五*加三科五級。收生成績較低的
社會科學廣泛學科則要十四點三分，即須考獲四科

四級及一科三級。嶺南大學的社會科學課程平均每
科亦要四點一六級。至於港大各課程收生成績最低
五科也要二十分，即平均各科要獲四級，否則獲取
錄機會極微。

不少受尖子歡迎的課程入學門檻極高，以中大
的環球商業學課程，收生中位數高達中、英、數及
一個選修科須達五**。港大的法學士和醫學的收生
門檻繼續高企，最高收生高達三十五分、即五科須
全考獲頂級的五**；最低收生亦要三十分、即平均
五科五*級。

理大學生輔導網絡主任崔日雄指出，考生不能
盡信各院校的收生成績，特別是採用大類、學院收
生的課程，由於學院收生的課程學額可多達數百個
，加上收生人數眾多，即使大學一如以往提供收生
成績中位數等資料，但實際收生成績差距可以很大
，故有關成績只可作初步參考。他建議，考生應參
考課程收生的四分三位數，以評估自己的成績是能
否達到心儀學科收生成績。

第二屆料要求更高成績
崔日雄又指出，由於首屆文憑試收生較為混亂

，部分考生高估收生要求，可能會
出現錯配，第二屆考生應定期留意
聯招網站課程的最新消息。他說，
首屆平均需四核心科加一科選修至
少四級才算 「穩陣」獲取錄，估計
第二屆考生必須有更高成績，才能
躋身八大，但現階段較難評估實際
情況，提醒來屆考生必須有心理準
備，而只考獲大學最低要求 「三三
二二」的學生，無可能升讀大學，
不應存有幻想。

另外，理大等院校今天起分別
舉辦入學資訊日。

各校四年制課程入學成績參考網頁
理大

城大
中大
港大
教院
嶺大

浸大

http://www38.polyu.edu.hk/aseprospectus/jsp/entrance_req.jsp?
websiteId=1&schemeId=201210&langId=1
https://www.admo.cityu.edu.hk/hkdse_scores/scores_2012
http://www.cuhk.edu.hk/adm/jupas-grades/2012/
http://www.als.hku.hk/admission
http://www.ied.edu.hk/degree/admission_scores_dse.htm
http://www.ln.edu.hk/admissions/jupas/4-year/scores.php#06
http://buar2.hkbu.edu.hk/pros/admiss_schemes/jupas_hkdse/
admiss_grade/2012/

◀▲文憑試收生成績要求最
高的是香港大學（左圖）。
上圖為中文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