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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觀點

中國高等教育自學考試
由我委委託香港考試及評核局承辦的中國高等教育自學考試，將於
2013年1月12日至13日在內地和香港同時舉行。有意報考者，務請
留意下列事項：
報名日期 - 2012年11月9日至14日（星期六下午及星期日休息）
辦公時間 - 星期一至五：上午8:30至下午5:00

星期六：上午9:00至中午12:00
報名地點 -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新蒲崗辦事處

（九龍新蒲崗爵祿街17號3樓）
報名手續 - 舊生須持本人准考證辦理續考手續。新生和尚未採集電

子相片的舊生須在報名時採集電子相片，以用於考試管
理和畢業辦證。

考 試 費 - 每科為港幣800元
查詢電話 - 3628 8711

廣東省自學考試委員會
2012年11月

【本報訊】香港中文大學 I．CARE 博群
計劃的支援下，八十名由中大學生及教職員組
成的義工團隊，昨日舉辦 「博群社會服務日」
，邀請約百名沙田區低收入家庭的小學生及殘
障人士到訪中大，參與互動工作坊及集體遊戲
，同時，參與活動的中大學生在服務前更接受
簡單訓練，了解本港弱勢社群的需要、學習溝
通技巧。

中大義工首先與一眾小學生進行熱身遊戲
，帶領他們分組參與一系列以時事常識為主題
的工作坊，包括科學小實驗、摺紙手作坊、時
事話劇及社會議題辯論等，題目包括大埔建沙
灘問題、歧視與平等問題。工作坊的設計以互
動及趣味為主，讓小學生在輕鬆愉快的氣氛下
學習。義工更安排各小學生及殘障人士於午飯
後一起遊覽校園，沿未圓湖旁的小徑散步，欣
賞中大美景。

同時，中大義工安排兩項集體遊戲，在
「區區有諗頭」圖畫創作中，參加者利用義工

們提供的各種物料，如樹葉、絨布、顏色紙及
筆等，運用想像力合作拼貼出他們心目中的理
想社區。在 「開店達人」角色扮演遊戲中，參
與者模擬經營一家大牌檔，須分工合作完成十
個不同的小任務，包括聘請殘障人士擔任不同
職務、捧着餐盤走過障礙的送外賣任務、考驗
算術的採購食材任務，以及模擬裝修工作的大
型拼砌任務等。

中大校長沈祖堯於活動開幕禮上致辭時表
示： 「我們深信學生在服務弱勢社群的同時，
可培養人文關懷的精神，建立對社會問題的認
知。雖然社會服務日只是一天的活動，但同學
在籌備過程中學會了體察別人的需要，啟發他
們思考如何以知識貢獻社會。而受助的小朋友

及殘障人士在遊戲中學習到的社交技巧，對他們的生活亦大
有裨益。」

中大I．CARE博群計劃由 「社會及公民參與督導委員
會」領導，是一個全面而整合的計劃，涵蓋五大範疇，分別
為：社會服務計劃及學生主導的社會及公民研究；非牟利團
體實習計劃；推廣社企及企業社會責任；博群大講堂、研討
會及工作坊；以及促進學生精神健康計劃。

修畢課程赴海外深造
【本報訊】記者成野報道：如果今年的免試收生

計劃與港生的切實需要還 「有待磨合」，那麼明年的
計劃，將更迎合港生喜好。

相較今年，明年免試收生計劃將增加八所院校，
包括港生熱衷的金融類院校：對外經貿大學和廣東金
融學院；應對就業率和薪資近年上漲的工程領域，同
濟大學、華南理工大學明年亦加入計劃。

針對有學生擔心，北上讀書是否影響英文水平，
明年不僅內地語言類學校的翹楚──北京外國語大學
、上海外國語大學將取錄港生。數所內地高校，明年
更將於計劃中熱推與海外院校合辦的 「二加二」、
「三加一」課程，即考生修讀完內地高校課程之後，

將前往合作的海外高校繼續深造。天津師範大學即推
出日語專業 「三加一」課程，考生最後一年可到日本
學習。內地高校亦可成為港生海外升學的跳板。

【本報訊】記者胡家齊報道：香港失明人協進會
昨發表 「視障學童參與 『其他學習經歷』與 『校本評
核』時所面對的障礙」研究報告，結果顯示不少視障

學生未能參與 「其他學習經歷」的所有範疇，其中五
成半學生曾被拒參與 「體育發展」項目。協進會表示
有關情況可能已違反《殘疾歧視條例》，將於日內去

信教育局反映及考慮向平機會投
訴。

協進會本年中與香港大學合
作調查，以面談方式訪問了二十
五名新高中學制中四至中七視障
生，了解他們在參與 「其他學習
經歷」與 「校本評核」遭遇的困
難。五成半受訪學生表示被校方
拒絕參與羽毛球、足球甚至跑步

等 「體育發展」項目。協進會認為現今已有視障人士
能完成四十二公里馬拉松，卻仍有學校公然拒絕視障
生參與體育活動，情況絕對不能接受。

調查亦發現分別超過七成及五成受訪視障生於通
識科及中文科 「校本評核」過程中遭遇障礙，困難主
要是難以閱讀資料中的複雜圖像，及往往較遲才收到
供視障生閱讀的學習資料，缺乏時間完成習作。

失明學生Sam是首屆新高中課程畢業生，他表示
多次被老師以「缺乏人手照顧」為由拒絕他參與參觀、
海外交流團等活動，令他的 「其他學習經歷」時數只
有一百多小時，遠低於教育局建議的四百零五小時。
另外，他於通識科 「獨立專題探究」拍攝影片的部分

遭遇重大困難，令他最終未能完成
報告。他解釋由於教育局指引規定
老師不能幫助同學完成報告，缺乏
支援下只好無奈地放棄影片部分。
只有一成視力的中六視障生 Mark
則表示在英文科的錄像評估中得不
到剩餘時間的提示，影響表現。

內地高校免試收生自去年啟動以來，今年已通過
計劃取錄近千考生。為配合明年的免試收生計劃，內
地高校於九龍灣國際展覽中心開展，七十所高校代表
到場 「擺攤設點」，為港生解難答疑，而主辦方更通
過多場講座提問和問卷調查等方式，增強學生和家長
的互動，展覽於昨日落下帷幕。

來屆入學門檻更靈活
與今年的計劃相比，明年各院校將有更多便利港

生的措施，一方面，入學門檻更靈活，藝體生只需
「二二一一」就可入讀，而曾參加過文憑試的學生，明
年可以拿出兩屆考試中每科最好的成績申報。另一方
面，志願填報與取錄程序將向本港聯招考試看齊。意
味着，今年讓不少考生手握幾個取錄通知的平行志願
錄取，將轉向順序錄取，以增加考生和院校的匹配率。

國家普通高校聯合招收華僑、港澳地區及台灣省
學生辦公室（聯招辦）副主任孔智軍介紹，由於順序
志願將先取學生第一志願投放相關院校，由院校按照
學生選讀專業進行評核，主要是看學生是否達到學校
及相關專業的文憑試成績要求。如果學生達不到第一
志願院校的文憑試成績要求，則要根據學生第二志願
，投放到其選擇的第二志願院校。這時可能出現的問
題為，如果第二志願選擇的院校已經招滿學額，那麼
該學生即使滿足了第二志願院校的文憑試成績要求，
都無法入讀該校。

逾千人報讀中山大學
孔智軍舉一例解釋： 「可能兩個同學都有報讀A

校，但甲同學是第一志願報讀A校，乙同學是第二志
願報讀A校。如果A校在錄取第一志願填報該校的學
生時已經錄滿學額，那麼即使乙同學成績好過甲同學
，A校也不會錄取乙同學。」

孔智軍強調，順序志願是志願優先的 「梯度志願
」，建議考生考慮報讀院校是否 「熱門」，結合自身
條件綜合考慮。因此，考生更應慎填志願。據聯招辦
公室統計出的今年第一志願報讀六十三間院校的人數
，廣東省幾間熱門院校第一志願報讀人數最多。中山
大學第一志願報讀人數逾一千一百人。有家長當即表
示重新考慮是否要第一志願填報廣東省的幾間院校。
劉先生的兒子現就讀聖道迦南書院，聽完講座後就表
示： 「本來主要是考慮給仔仔報讀中山、暨大等院校
，現在就要根據學校的情況好好選一下第一志願學校
，不能為了離家近而頂着廣東不放了。」而李太聽完
講座，不單叮囑兒子要開始認真溫書，更表示： 「要
考慮學校的質素，距離不是問題。」

雖然今年是平行志願，但明年起的順序志願與第
一志願的選擇密切相關，孔智軍表示： 「所以總結今
年的數據給家長參考。」對於 「衝一保二」的志願填
報策略，他尊重家長和學生自身的選擇。而學友社統
籌主任蔡浩麟建議： 「『衝一』要考慮自己的風險承
受能力。」

內地升學非墊底選擇
【本報訊】北京外國語學校和華南理工大學的招辦老

師都不約而同表示，本來想着拿學校的優勢專業吸引港生
，但前來詢問的港生亦多數對經濟金融類非常感興趣。過
去一直聯招的北大清華招辦老師則表示，學生過去也是對
金融、醫學、法律等學科感興趣。

雖然熱門專業未變，但學生質素是逐年提高。近年隨
着內地經濟的飛速發展，學生尤其是就讀經濟科的學生，
對內地經濟發展了解不斷加深，已經將到北京上海求學放
在第一位，替代了英美求學。

就讀聖言中學的何同學和李同學，昨日早上十時已來
到清華展位。兩人同為經濟科中六學生。面對清華北大全
四，甚至有科目特別要求五以上的分數要求，兩人自信表
示： 「以目前的成績絕對滿足清華北大要求，只是擔心面
試的考試內容」。

此次觀展兩人目標明確，除了進一步了解學校情況，
更想從學校老師嘴裡 「挖料」，以便做面試的準備。何同
學去內地求學源於學校的經濟科學系，以及學校的通識教
育。 「現在內地發展很快，已經是亞洲最大經濟體。但都
是書本、網絡知識，我要到內地拿到第一手資料。」

今次的展覽，主辦方多方努力，增加了講座、問卷調
查、內地留學交流區以及各校的香港校友等多種方式，加
強與港生交流。昨日的赴內地升學經驗分享，引起家長的
強烈反響。有曾就讀內地高校的港生，從內地讀書晚上熄
燈還有用充電燈學習、早練等等生活細節，分享內地求學
點滴，引來家長陣陣歡笑，莞爾一笑間增加對內地學生以
及生活細節的了解，緊鎖眉頭的家長亦漸漸舒眉展目與講
者交流。

作為一名殖民地土生土長的港女，當米字旗徐
徐落下，換上五星紅旗，以為我們的下一代可有更
多機會了解中國的國情、政事、人物及歷史，可惜
期望成空。當那些有組織、有計劃的集團，想方設
法地反共反國教，我們的特區政府的官員竟然為保
眼前一時的喘息，向反國教人士投降，那些自稱親
中人士及議員也都紛紛利用 「根本唔應該將國教科
獨立成科」或 「教育回歸教育」等等的口號來脫身
，如果他們醒覺到，取消國教對我們下一代影響深
遠，他們應該感到羞愧，為何回歸十五年來，他們
變成既得利益者，而不是為香港回歸作出貢獻？

記得我念小學時，有一篇課文教導我們認識美
國華盛頓總統，他小時候不小心砍斷了父親最喜愛
的櫻桃樹，他勇於承認一切，這位美國總統誠實的
美德，讓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後來入讀一所基督
教中學，當時受宗教影響下，深信世上只有一位獨
一的真神。

中國藝術博大精深
另外，在學校的美術科中，只能學習有關西方

藝術，就這樣與中國文化藝術差不多是絕緣。即使
有中文及中國歷史科，我們都只會花功夫在考試上
，很少有時間去深思自己的國家民族或去尋回自己
的根。在我印象裡，很多港人總以英美為典範，更
以天主教基督教教義為道德最高點。幸好，偶爾因
家人帶我去欣賞中國書畫展覽，從此就愛上書畫藝
術，好不容易找到老師學習，開始時，只是依樣葫
蘆，從學習濃淡乾濕焦的五彩用色，或是沉迷在疏
密有致的筆觸裡，才漸漸體會我們中國文化藝術博
大精深的一面。

在臨摹的過程中，加深對中國藝術的認識。因
為畫面裡往往流露出畫家雅淡飄逸的情懷。從中產
生對中國繪畫歷史的興趣，在不斷研習後，明白中
國歷代深受儒家思想影響。孔子學說的要點是如何
通過修養達到君子 「成人」。《論語》曰： 「志於
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 「遊於藝」的
「遊」，不是消遣娛樂，而是指通過藝術的薰陶去

獲得高尚的品格修養和達到一種至高的精神境界。
因此，我感受到國畫裡，除了表達畫面的情景

外，還有畫家的道德品格，借高山峻嶺表現畫家的
心胸博大、胸懷寬廣的文化修養等等。每次翻閱歷
代古畫時，總令人肅然起敬。在研習書畫時，印象
最深刻的人物是宋徽宗，無論他那剛柔並濟的瘦金
體，還是瑰麗堂皇的工筆花鳥畫，都使我着迷，在
不斷臨摹的過程中，深深感受到他的作品在優雅之
中又帶有瑰麗之氣，滲透出帝王氣魄，散發出肅穆
、莊重、典雅及大氣……。

還記得在讀書時，對宋徽宗的評語是一位荒廢
朝政的君主，當時，我對這位昏君，恨之入骨。後
來，我才知道他在藝術上，不但有個人卓越的成就
，在整個中國畫史上都留下輝煌的一頁，一直影響
到現在。他在位時，將畫家的地位提升到在中國歷
史上最高的位置，成立翰林書畫院，即當時的宮廷
畫院。以畫作為科舉陞官的一種考試方法，這些都
極大地刺激了中國畫發展。現在，我才真正明白世
界上的事物沒有絕對性，總有正反兩面。因此，當
評價事情時，不應道聽途說，要全面去了解，才可
作出正確的判斷。

可是，我們這一代港人一直接受英美的教育薰
陶下成長，對自己國家的一切一切總是不以為然，

社會上很多人喜歡以英美的道德標準作為最崇高的
人生方向，我們很容易地不假思索就去跟隨，或有
人 「恐共」，我們就認為凡是有關中國的事物都是
來自共產黨等等。歸根究底，都是我們的特區政府
沒有做好國民教育的工作，回歸十五年，港人對有
關中國的事情都不太了解，在我們學校的課程方面
，涉及有國家的事物都不夠全面，大家好像只關注
升旗禮唱國歌，就等同於進行了國民教育。

作為一名從事十多年的教育工作者，即使現在
擱置國教科指引，但教育局對於推行有關中國國情
仍然是責無旁貸。有關當局應該將中國近代偉大的
人物編入中文課程中，並且，規定在視藝科增加有
關中國藝術課程。最後，應該將現在的小學常識課
中的國民身份認同與中華文化課程抽出來，加上中
國歷史的元素。希望有關的議員將我們小市民的訴
求提交給有關當局。

港人被英美思想侵略
在我的經驗中，我們在殖民地長大的港人，好

像被評價為港英餘孽，但有沒有人想過我們一直被
大英美思想侵略，而那些自稱愛國人士、議員為國
家為民族做過什麼？

一直以來我努力學習優秀的中國文化藝術，在
我內心深處，作為中國人，實在是無比的驕傲和光榮
，也堅持在教學上向學生解釋有關中國文化方面的
認識。可是，十多年後的今天，眼前的特區高官，只
抱怨日子沒有以前港英時代好過。其實，在港英時
代，他們返工只是磨洋工，拿着原本只給英籍高官厚
祿，臨別前反手賄賂這批高官，而這批高官一心只
掛住退休後咬着長糧度假，根本無心為港人工作。

大好的十五年過去了，他們一遇到小小困難就
使出太極推手，如今我們唯有寄望這批新上位愛國
愛港人士及議員，不要再掛住什麼票后票王之爭，
應該好好組織一下自己的工作目標，應該認真深入
去認識及解決特區政府官員大大小小的問題及困難
，從而一心一意去建立我們美麗的香港特區。

其他學習經歷歧視視障生

驕傲的中國人
教育工作者 小雪

中
大
義
工
服
務
弱
勢
社
群

◀左起：香港失明人協進會會長
莊陳有、香港大學融合與特殊教
育中心總監袁文得、香港大學教
育學院高級研究助理鍾耀斌

本報記者胡家齊攝

▲沈祖堯讚投入作畫的小朋友

今年熱門學校與報讀人數
學校

中山大學

暨南大學

復旦大學

武漢大學

資料來源：中國教育留學交流（香港）中心

首志願報讀人數

1117

780

243

205

總報讀人數

2439

2559

757

887

內地高校免試招收港生院校展昨日結
束。七十間涵蓋不同學科的內地高校攜兩
千五百學額赴港，兩日共吸引了逾八千學
生及家長觀展。中國教育留學交流（香港）
中心有限公司董事長李勝利表示： 「免試
收生將成為國家教育部主推的內地高校招
收港生的途徑。」

本報記者 彩雯

◀就讀聖言
中學的何同
學（左）和李
同學，同為
經濟科中六
學生
本報記者
彩 雯攝

▲順序志願取代平行志願，家長需認真考慮今年熱門報讀院校 本報記者彩雯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