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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正自資學士擬九月開辦
能仁注資一億發展私大

港生讀法律中醫前景佳 理工大學2012年度
卓越學生獎頒發，六名
成績優異的同學獲獎。
三年級學生梁麗婷獲得
是次的 「最卓越學生獎
」，長期病患而學習優
異，她表示應當積極地
面對生活困難，掌握自
己的命運。

堂堂正正談國教

推行國教十分重要
教育工作者 陳雪儀

梁振英首份《施政報告》對教育只眼於經
費的投放，對教育未來發展的方向只強調 「教育
政策應進入鞏固期，不作重大的政策改變，讓持
份者休養生息」，而 「教育規劃」方面也只提出
「保學校、保教師、保實力」等口號。作為一名

教師對這份沒有承擔的《施政報告》，感到十分
失望！

大部分家長贊成推行
現在國教科就成為了名存實亡科，對我們

下一代造成嚴重的影響。近日，人大副委員長
李建國表示非常關注香港青年工作的問題。事
實上站在台前很多反國教及反政府人士都是青
少年。人大代表王敏剛引述說： 「中央認為這
反映香港年輕一代對國情不甚了解，香港應多

做青年的工作。」
現在全港約有1200間中小學，只有幾間小學

推行國教科，其中鮮魚行學校在去年十月十九日
進行了國教科的第一課，當時約有十名家長在場
觀課並吸引逾30名記者到場採訪，該校表示由
2012年6月起，已開始籌備有關課程架構，並以
被擱置的《課程指引》作為參考。課程分為初小
和高小；上學期的初小主要是教導學生建立個人
品德，而高小則是教導學生多角度思考法。各級
任課教師至少隔周開會一次，以詳細討論教學內
容，並由課程主任監控教學質素、內容，以避免
有洗腦問題等等。該校在進行第一課的國教科前
已舉行兩場有關國教科的家長會，分別各有約二
十名家長出席，大部分家長表示贊成推行國教科
。從這個成功推行國教科的例子中，證明在香港
推行國教科不單沒有洗腦的可能，甚至對香港學
童有百利而無一害。

無論如何，由去年七月中至今反國教人士
可以若無其事 「拍拍屁股走人」。可是對我們

留港建港的市民，不知如何面對這個名存實亡
國教科爛攤子？我們的下一代又如何自處？希
望現在教育局成立專責委員會可以落實在學校
推行中國歷史及中國文化課程，讓我們的學子
可以在堂堂正正地認識國情國史。國教科以 「
從國情國史及文化藝術自我定位」的題目，從
中使港人借古鑒今。

讓學子認識國情國史
第一、二單元──國民教育應該由秦、漢、

唐、宋及明等朝代說明如何在大一統下提升國力
，及至近代的中國怎樣由中華民國的成立到成立
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整段歷史過程等等，最後香
港如何從殖民地回歸中國等。

第三單元──表揚孔子、老子及莊子等偉大
的學說，加上唐詩宋詞，使學生從小就開始學習
。中國的藝術非常有趣味，如果可以在美術科或
課外活動中學習，在耳濡目染下，使他們勇於承
認自己中國人的身份。

第四單元──中國近代偉大人物有很多，要
學生去認識近代中國科學家錢學森，他放棄豐厚
的美國生活，堅持回國在科學上貢獻自己的力量
。另外，著名的文學家魯迅，放棄從醫而寫作，
為了醫治人的心靈。我們新生一代要好好學習這
些偉人的典範。我們的香港才有強大的力量！

要港人歸宗認祖，現在就是政府表現做實事
的機會，不要再存有 「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
處事態度，要明白教育是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的
道理。也寄望那些自稱愛國親中議員將我們的請
求提呈到有關當局，泛民不斷要彈劾及向廉署投
訴特首等小動作，為什麼建制派不主動出擊，要
求梁振英設立委員會商討國教科內容？上星期日
約20多名市民參與反對內地奶粉水貨客來港搶購
行動，本來只是市民表達訴求的時候，但事件竟
演變為 「敵我矛盾的問題」，如果我們不團結起
來，那種 「敵我矛盾問題」將會愈來愈嚴重。

編者按：本版逢星期三設立 「堂堂
正正談國教」 專欄，歡迎教育界和社會
人士來稿，圍繞國民教育的原則、形式
、內容和取材各抒己見。來稿請寄：北
角健康東街39號柯達大廈2期3樓大公
報教育版，或傳真：28345104。

【本報訊】記者彩雯報道：香港八
大院校資助學位學額不足，每年令幾千
考生即使達到本科入學要求仍被拒諸門
外。因應內地七十間院校免試招港生，
本港33間中學28位校長、5位副校長近
日組團赴南京、上海、杭州的八間高校
交流，有校長參觀後認為港生赴內地讀
法律和中醫回港執業前景看好。

本港雖有八大資助院校每年提供約
一萬五千個學士學額，去年恰逢雙班年
，文憑試和高考考生競爭三萬學額。考
評局統計顯示，2012年文憑試符合大學
或院校入學要求成績核心科目 「3322」
的考生人數達到26636人，但通過大學
聯招獲取錄入讀學士課程的文憑試考生
共14848人。換言之，去年共有11788名
考生達到 「3322」的大學取錄分數線但
未能入讀八大院校。

為此國家教育部去年起對本港學生
推出 「內地高校免試招收香港學生計劃

」，今年參加院校由63間增至70間，港
生只要參加2013年香港中學文憑試或
2013年高級程度會考補考，達到四個核
心科目 「3322」，即可申請入讀。去年
經免試入讀內地高校的學生共有971人
。今年網上預報名時間定於5月6日，但
已有中學校長於上月參訪南京大學、南
京中醫藥大學、浙江大學、浙江中醫藥
大學、同濟大學、上海外國語大學、華
東政法大學、東華大學。

5月6日起網上預報
參訪團團長、浸信會永隆中學校

長譚日旭對內地大學城印象深刻，他
說： 「內地大中城市為大學提供土地
興建校園，內配備完善的硬體設施供
不同大學使用，令大學的硬體設施有
很大改善。」他認為，大學城因其規
劃得當，學生在學習、生活方面都能
享受到充足的空間，完備的公共設施

不差於香港高校。
新會商會中學校長黃冬柏深有同感

。八十年代曾到內地參訪的黃校長，直
觀感受內地高校在硬件設施方面的巨大
變化。 「以老師的角度看來，學生的生
活條件不差於在香港的高校。」

李求恩紀念中學校長賴炳華則提醒
家長和學生，應該有意識做好生涯規劃
，根據學生的不同特點做適當的打算。
他在與內地華東政法大學交流中了解到
，內地的法律專業學生大三即可參加內
地司法考試，進而獲得內地律師牌照。
大三考不過，大四可以繼續參加。

大多數港生希望內地大學畢業後
返回香港就業，如果就讀法律專業內
地考取律師牌，再就讀本港法律碩士
課程就可考取香港律師牌。賴校長說
： 「升讀中大、港大法學院成績要求
非常嚴格，但港生可選擇內地升讀法
律。有兩地的牌照和內地就學的背景

，將利於港生從事中港兩地執業。」
該校現在有三十到四十個學生比較有
興趣報讀內地高校。

中醫科回港不需考牌
中醫科近年亦成為港生升讀內地

高校的熱門選擇。相比本港兩間提供
中醫藥專業的高校，內地高校能為學
生提供更多臨床實習的機會。黃冬柏
表示，中醫科始終是一門經驗學問，
是次參訪的兩間中醫藥大學，都有為
學生提供中醫院實習機會。中醫科回
港亦不需考牌，本港對內地中醫專業
的認受性也比較高。

至於其他學歷認證，中國教育留學
交流（香港）中心總經理李勝利表示，
現在兩地高校學歷互認制度已經成熟。
至於醫科、法律等專業的互認，不單是
香港與大陸，到英美國家讀書，回港執
業都要再考相關牌照。

校長組團參訪內地高校

2012年度DSE正式
取錄資格分布（按組別）

組別
A
B
C
D
E

總數
申請人數：（包括學士學位／副學士學位／
高級文憑課程）64442
獲取正式遴選取錄資格的申請人數：16619（
25.79%）
資料來源：大學聯招處http://www.jupas.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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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55%）

14848（89.34%）

總數
14343（8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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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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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大最卓越學生獎

號稱本港商科秘書搖籃的聖心商學
書院本周一宣布今年八月停辦，涉及一
百多名正修讀商業學高級文憑的學生，
校方已同香港專業進修學校等四間院校
協議安排她們轉校，港專更預備接收近
百人。（見另稿）

多間院校收生遜預期
百年聖心關門，震動社會，更令人

擔憂自資院校前景。教育局早前提交立
法會各院校本學年收生統計顯示，除了
嶺南社區學院、港大附屬學院超收外，
多間院校收生都大失預算，例如三育書
院原擬收生四十人結果只得一人，能仁
書院擬收三百人，實取十三人。（見附
表）

不過，事件無阻能仁和培正邁向
私立大學的計劃。能仁校長黃景波表
示，該校除了三千萬啟動費，去年又
籌得二千二百多萬，校董會本月初更
注資一億元，以合計一億五千萬的營
運費，據說與香港大學的明德學院和
東華三院的東華學院，分別相差三千
萬和二千萬而已。

能仁現有十三名副學士學生，分別
修讀中文、商科和設計，黃景波說有兩
個副學士和兩個學士課程正送審，順利
通過將在今明兩年的九月推出。簡言之
，能仁今年九月將有五個副學士課程，
明年則加入中文等兩個學士課程。 「我
們的學生都知道，副學士畢業後可以銜
接本校的學士課程」。

與此同時，培正專業書院原定去年
九月開課，由於評審進度不配合而暫停
開課，身兼培正中學校長的培正發展總
監葉賜添稱，兩個學士課程正進入最後
評審階段，可望五月定案，繼而展開招
生，爭取九月開課。

談及一開校就辦學士課程，葉賜添
坦言副學士課程已飽和，必須發展學士
課程以開拓學生出路。 「單一種類課程
已難以適應家長和學生的訴求，教育局
也表明副學士課程需要調整」。

副學士課程式微
黃景波也稱，副學士課程開始式微

，院校不大可能只靠單一種類課程而長
期維持，他舉例嶺大社區書院和港大專

業進修學院，近年所開課程都是系列化
，既有副學士又有學士，互相銜接相互
呼應，在財政上互相幫補。他慨嘆，聖
心商學書院停辦或因為資源不足。

另一方面，對於百年老校難逃收生
不足厄運，港專校長陳卓禧慨嘆， 「聖
心捱得過 『空隙年』，但反而過不了 『
雙班年』，亦反映小型自資院校在收生
、監管等方面備受壓力」。

關注副學位大聯盟發言人馮偉華批
評政府盲目提升專上學額，令到自資專
上院校有惡性競爭， 「副學位近十年不
斷膨脹，市場已飽和，甚至已經供過於
求，各院校在收生時 『搶學生』，令個

別小型院校更吃虧」。他建議政府為自
資專上院校提供按額資助，每名學生每
年資助三萬元，支援專上院校的營運。

【本報記者黃念斯倫敦二十九日電】正在英國訪問
的香港教育局長吳克儉29日表示，香港小學學位除了北
區小學派位出現暫時短缺的問題，但是全港小學學位供
求是平衡的。

吳克儉強調，政府已決定今年採取一些措施幫助解
決有關問題，例如在北區重新使用一些擱置了的課室、
該區有4家村校有潛力可多辦24個班，並採取向周邊學
校借學位的方法，跟一些已改成小班教學的鄰近學校商
議，彈性地增加學位。

吳克儉承認，香港的確受到人口政策的衝擊，香港
本身出生率低，人口老化等情況不可逆轉。政府計算過
，境外來港出生的嬰兒超過20萬。至於這20萬數字會不
會成為香港公共服務的負擔，他們何時會使用香港醫療
、教育等福利，還有待深入研究，政府現已成立有關委
員會為此作長遠研究策劃。

吳克儉應英國官方邀請，28日出席在倫敦舉行的世
界教育論壇。全球超過70個國家和地區的教育及科技高
層參與該教育論壇的會議，交流經驗和政策。吳局長此
行除了向國際介紹香港教育進展和新一屆香港教育施政
計劃，一個目的是向國際推介香港致力成為國際教育中
心的角色。 「英國大學及院校招生事務處」最近確認香
港中學文憑考試5**級的對照分數為145分，我們感到十
分鼓舞。這個對照分數比 『英國普通教育文憑高級程度
考試』（140分）及 『國際文憑大學預科課程』（130分
）的最高等級還要高。這項新發展將進一步提升香港中
學文憑在國際上的認受性。」

「這是香港很難得的成績，如果回顧過去幾年香港
教育在國際的發展，可以說是很不錯的。」吳克儉29日
在倫敦會見記者說。

【本報訊】記者劉家莉報道：創校108年的嘉
諾撒聖心商學書院，因收生不足，日前宣布今年8
月停辦，逾百名正修讀兩年制商業學高級文憑課程
的一年級生，九月需轉校到明愛專上學院及香港專
業進修學院等四間院校，港專已預留100個高級文
憑二年級學額供受影響學生轉校。校方昨晚召開家
長會交代事件，但鎖上大門阻止記者內進，至截稿
時，家長稱校方答允一周後決定會否延辦一年。

位於中環堅道的嘉諾撒聖心商學書院，主要開
辦 「商業學高級文憑」，學生可選修會計學、管理
學或市場學的全日制和晚間兼讀課程，現有逾220
名全日制學生，估計逾110名學生修讀兩年制商業
學高級文憑課程最受影響。教育局發言人表示， 「
書院曾向局方查詢有關停辦的事宜，已要求書院為
受影響的學生提供適切的安排。」

書院學生昨早如常上學，受影響的高級文憑學
生一年級生表示，校長日前與全體一年級學生會面
，表示已與四間院校聯繫，九月新學年可以提供類
似商科課程，但無確實承諾一定有學額，她對此感
到徬徨。四所包括明愛專上學院、明愛白英奇專業
學院、港專及公開大學，有關院校同意接納該校完
成一年課程的學生，入讀他們個別二年級課程。

港專校長陳卓禧表示，去年12月底聖心已透露
有停辦危機，並磋商為未畢業生的轉校安排，港專

將提供會計學、工商管理等3個課程，約100個高級文憑二年
級學額，供成績合資格的學生銜接，完成課程後將由港專頒
授畢業證書。公開大學表示，聖心的學生可選擇修讀公大相
關學科的遙距課程，校方會酌情給予學分豁免，如符合全日
制課程入學資格的學生，可報讀工商管理學士學位課程。

聖心商學書院昨晚召開 「家長諮詢會」交代事件，逾
130名學生及家長出席，多間院校代表亦出席講述銜接安排
。為阻止記者入內採訪，校方鎖上大門，導致部分遲到家長
未能進入，經交涉後才獲放行。有家長得悉停辦消息後，感
到徬徨，憂慮中途無故轉學會令學習進度受阻，更擔心影響
其升學銜接前景。但有個別學生稱滿意轉校安排。

能仁書院和培正專業書院，無懼百年老校嘉諾撒聖心商學書院
一朝關門的衝擊，如常邁開發展私立大學的步伐。能仁校董會本月
一口氣注資一億，使運作經費增至一億五千萬，直逼東華和明德學
院；培正則爭取一鳴驚人，九月開校即辦自資學士課程。學界認為
，副學位課程已式微，只開單類課程難以支撐和適應時代需求。

本報記者 呂少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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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3學年收生
失預算的自資院校

院校

香港三育書院
香港能仁書院
楷博商業
及會計學校
耀中社區書院
青年會專業書院
職業訓練局
資料來源：教育局

預計收生
（人）

40
300

160

220
105
5270

實際收取
（人）

1
13

14

58
48

2980

◀港專已預留
100個高級文
憑二年級學額
接收嘉諾撒聖
心商學書院學
生

網上圖片

吳克儉指學位供求平衡

▲▲本港中文中學聯會參訪內地高校本港中文中學聯會參訪內地高校 香港中文中學聯會提供香港中文中學聯會提供

▲培正爭取九月開校辦自資學士課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