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〇一三年四月四日 星期四B8教育‧文化責任編輯：唐偉雄

【本報訊】記者胡家齊報道：本港對醫護
人員求才若渴，護理系成為不少高中畢業生的
升學首選。今年，台灣多間大學護理系招收本
港副學位畢業生，提供逾100個學位，學生畢
業後可輕易留台就業。台中一所大學還為香港
學生提供獎學金。

但有本地教育界人士提醒，港台兩地大學
所授護理課程有差距，若學生打算於香港就業
，赴台前要考慮清楚。

位處台中市的弘光科技大學前身為 「弘光
護理專科學校」，於1967年創立，2003年升格
為大學，其護理系於台灣歷史最悠久，畢業生
佔台中地區總執業人數45%。該校設有醫科實
驗室、中醫護理教室、臨床技能教學中心等。

去年錄取了兩名港生的弘光科技大學護理
系是次為香港副學位畢業生提供35個學額，營
養系、幼兒保育系等五個學系則各提供30個學
額。該校設有境外學生獎學金，按學生副學位
畢業成績及首年銜接學位成績評核，學生每學
期最多可獲發台幣五萬元（約1.3萬港元）獎
學金。

另一招生學校輔英科技大學坐落高雄市，
於1958年創立，初期為高級助產職業學校，
2002年升格大學，現時為台灣唯一一間開設助
產系的大學。該校設有逾500床位的 「輔英科
技大學附設醫院」供學生實習，為屏東地區唯
一附設教學醫院的大學。目前，有10名香港學
生就讀該校護理系。

輔英科技大學共有10個課程招收香港副學位畢業生
，其中休閒與遊憩事業管理系將開設港生專班，名額40
個。其專長的護理課程僅以試驗性質提供學額，護理系
學額僅三個，助產系更只有一個。學術副校長黃啟貞說
，台灣與香港等地區一樣，對醫護人員需要極大，香港
學生畢業後若留台找工作，可望輕鬆達到3.7萬元台幣
（約港幣一萬元）的留台工作月入門檻。

除上述兩間大學，大仁科技大學、亞東技術學院、
美和學校財團法人科技大學護理系均有招生，分別提供
10至50個學額不等。

現時，海外護理系畢業生必須通過護士管理局筆試
及實習試才能在港執業。香港大學護理系助理教授李浩
祥提醒香港學生，外國院校與香港院校所教護理知識明
顯有差距，外國回流的護理系畢業生在護士管理局註冊
試的合格率並不高。此外，台灣大學採用中文教學，但
香港大部分醫院都是用英文做記錄，學生或需要一段時
間適應語言差異。李浩祥表示，現時香港四間大學、一
間專上學院及一些醫院都有開設護理課程，學生入讀護
理系的機會比以前大增，若學生計劃於香港發展，赴台
升讀護理系前要考慮清楚。

【本報訊】記者劉家莉報道：直資名校拔萃
男書院將於本月中上演首齣自編、自導、自演的
英語音樂劇 「希望與轉變」。該劇將演出4場，
門票的20%收益將捐予 「突破機構」，會邀請如
鮮魚行學校等基層中、小學免費觀賞。

負責編劇的男拔學生楊易霖表示，去年暑假
開始籌備音樂劇，首先是編寫劇本，9月陸續就
各個角色面試、10月展開綵排，並特別於聖誕節
及農曆新年加緊排練。他指出，是次音樂劇是校
內學生結合跳舞、演劇、唱歌等演出，台前幕後
動員逾50名師生，當中一名學生是著名音樂人雷
頌德的兒子，故獲雷免費為音樂劇編了12首歌曲。

監督廖靖峰指出，是次音樂劇獲男拔舊生會

、家校會等六大 「財源」資助11萬元，扣除開支
等，估計最少有逾一萬元可撥捐非牟利團體 「突
破機構」，支持其旗艦刊物 「突破書誌」的營運
開支。他又說，音樂劇除公演4場外，有一場的
表演會特別邀請教師、部分區內的基層中、小學
觀賞。

「希望與轉變」故事一所男子中學，因校長
年事已高離任，但新上任的校長為人獨裁，更辭
退所有女教師，一名熱愛教學及學校的女教師，
決定女扮男裝回到學校任教，啟發學生繼續追尋
夢想。在劇中 「男扮女裝」的主角羅信然笑說，
為了角色平日會觀察女教師，從而學習女性的行
為舉止，亦會練習穿上高跟鞋，難度甚高。

音樂劇全長約三小時，將於男拔 「Yunni
& Maxine Pao Auditorium」公演四場，尚餘少
量門券，有意購票可電郵boysschoolthemusi-
cal@gmail.com。

經歷會考洗禮的卓幸均，三年前轉
讀夜校中四，選科組合正是4+2x，2x
選的是生物、物理加化學，用港專夜校
主管李志忠的話算是以往通稱的理科生
。考過早前的中文科口試，她將於下周
一與八萬考生一道參加中文科，然後是
通識、英文、數學等科目。

允許以電郵交功課
回顧夜高中三年，這位醫務助理白

天上班，晚上準時七點到九點四十五分
到毗鄰旺角火車站的伊利沙伯中心上課
，感覺上課程很趕，老師最初講得很快
，揀重點來教，堂上可以討論的時間不
多。

卓幸均估算一下，相比日校，她們
夜校沒有周末周日以至暑假補課安排，
課時差不多少了一半，形成課程緊而教
得急。雖然伊中校舍設備齊全，整個夜

高中選科組合多，夜間開放的兩個實驗
室則要供三個年級的理科生使用， 「中
四實驗課前要先講許多理論，然後一晚
連做兩個實驗。」當然，校方也因應夜
校生的實際環境，允許以電郵提交功課
，又將專題習作的提交時限延長至三個
月。

夜校生趨年輕化
她們這批在職人士，有的十七八歲

，有像她這樣二十左右的，也有四十開
外的。白天上班晚間上課，大家都明白
，夜高中課程緊迫，不能完全倚賴老師
，必須自發自強。大家於是交換做額外
練習、替別人補回因事缺席的課。 「自
己不但可以溫故知新，更建立一份深厚
的友情，有時更會互送小禮物作鼓勵。
」考試前夕，大家還相約回校溫習，把
仍不理解的部分弄明白，互相支持。

卓幸均發現全級同學由最初五十多
人，期間有人退學有人插班，有中七高
考生來選修一兩科的，也有重讀的首屆
文憑試考生，轉轉折折變成現時三十餘
人報考文憑試。港專夜校主管李志忠表
示，屬下四間資助夜中學（伊中、荃灣
官中、何東中學和九龍工業學校）共有
一百二十多名學生參加今年的文憑試。
比較往年，他發現新學制下夜校生趨於
年輕化， 「十五至十九歲學生越來越多

，許多是做了一兩年兼職，或者從日校
中五轉來，文憑試重讀生約佔一成，跳
船的日校生大約三成。」

另外，教育局近年委託港專等機構
營辦夜中學，每年學期結束後向合資格
成年學生發還學費，去年的首屆文憑試
考生共有二百零二人獲發還學費，涉及
九十萬元。至於今年的第二屆考生，申
請程序仍在進行，卓幸均表示有信心可
發還大約一半（五千元）學費。

夜校生考文憑試靠自強
課時少一半 課程緊教得急

八萬考生陸續參加第二屆中學文憑試，其中逾百人就讀於政府
資助夜中學。這批夜校生與日校生一樣，同樣可完成四主科加兩選
修（4+2x）課程，但港專伊利沙伯中心的卓幸均發覺夜校課時僅及
日校一半，大部分課堂都教得急，半工讀的同學要靠自發和自設讀
書小組互助。教育局資料顯示，首屆文憑試共202名夜校中六生，
共獲發還90萬元學費，今年則尚待統計。 本報記者 呂少群

男拔英語音樂劇公演四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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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劇動員逾50名師生，結合跳舞、演劇、唱歌等演出
本報記者 劉家莉攝

藝術館展百幅國畫藏品
勾勒中國繪畫由傳統步向現代歷程

文化責任編輯：王鉅科

【本報訊】台北柳琴室內樂團與
香港青年中樂團的精英樂手，於四月
六日晚上八時，在元朗劇院演藝廳，
參與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音樂事務處
主辦的 「雨後庭院」音樂會，演繹多
首中外名曲。

音樂會節目豐富，包括被譽為巴赫
最浪漫作品《歌調》；音樂輕鬆明快，
王丹紅的《動感彈撥》；表達海峽人民
親切友誼，彭修文的《誼之風，第一號
》；展示山東沂蒙山地區美麗，林偉華
、張式業的《沂蒙山》；描寫外地生活
點滴，蘇文慶、鄭翠蘋的《雨後庭院》

；其他還包括劉鐵山、茅沅家傳戶曉的《瑤族舞曲
》；及兩首台北柳琴室內樂團委約作品，羅健邦的
《點點幻響》和劉至軒的《夜之綺想》等。

音樂會由台北柳琴室內樂團常任指揮劉至軒、
音樂事務處導師徐英輝及郭健明擔任指揮。台北柳
琴室內樂團的戴佩瑤、陳怡伶及李詩韻將作柳琴獨
奏。

台北柳琴室內樂團於一九九三年成立，旨在探
索中國彈撥樂器組合形式的創新與突破，培養優秀
演奏人才。樂團自成立以來，演出場次超過百餘場
，曾獲邀到關島、三藩市、拉斯維加斯、香港、北
京、廣州等地演出，也曾獲邀與香港新聲國樂團及
香港中樂團合作。

香港青年中樂團於一九七八年成立，現有團員
約九十人，曾多次在香港參與多項大型節目的演出
，如香港同胞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四十七周年
文藝晚會、九七回歸音樂節及二○○二年 「龍聲飛
揚」萬人青年音樂會等。樂團曾多次遠赴外地演出
，包括二○○○及二○○七年分別前往北京、西安
、南京、無錫及江陰市作外訪交流演出，以及於二
○一一年九月首訪台灣，參加在台中彰化舉行的 「
2011當代國樂節」演出，均獲得高度評價。

音樂會門票現於各城市電腦售票處發售，節目
查詢：二五九八八三三五。

【本報訊】香港與廣東因地理和文化
上的接近，香港藝術館在藝術和文物收藏
上亦受此影響，因此，該館的中國書畫藏
品中，不少為廣東書畫及近現代中國繪畫
。為介紹其館藏豐富的中國繪畫，香港藝
術館即日起至十月三十日舉行 「館藏一百
─香港藝術館藏中國繪畫特展」，精
選一百幅由明末至當代的中國繪畫藏品，
以期透過這批內涵豐富的藏品，勾勒中國
繪畫由傳統步向現代的歷程，並反映該館
收藏的時代意義。

展品分為五個部分
廣東繪畫在歷史中一直在轉變、改革

、創新，構成了中國畫壇中重要的一章。
香港藝術館從一九六六年購藏首件清代梁
于渭的山水作品開始，一直致力收藏重要
的廣東畫作與文物，以及近現代中國繪畫
，透過購藏和捐贈，該館至今已收藏的書畫
作品達五千八百多件，得以整理出一個涵
蓋明初至二十一世紀的豐富藝術資料庫。

為突出中國繪畫藝術在歷史中的發展
，該館在是次展覽將藏品依中國不同時期
的繪畫風格劃分為五個部分，展出中國畫
壇具代表性的大師作品，展現他們獨特的

風格和表現手法。當中包括張穆、蘇仁山
、居巢、居廉、高劍父、高奇峰、何漆園
、趙少昂、楊善深、齊白石、徐悲鴻、林
風眠、李可染、吳冠中、石虎、胡永凱、
盧輔聖、李研山、黃般若、張大千、黃永
玉、丁衍庸、呂壽琨等大師之作。

早期廣東名家，如張穆、黎簡、梁于
渭、蘇六朋和蘇仁山等，其作品的創意與
變化開創了廣東繪畫的新面目。後來 「嶺
南畫派」的始祖居巢、居廉兄弟，就以其
破格的技法為日後的 「嶺南畫派」奠定基
礎，形成了中國繪畫史上舉足輕重的畫派
。其傳人 「嶺南三傑」─高劍父、高
奇峰、陳樹人，及其弟子等，皆以理論和
實踐力求引西潤中。此外，還有一眾廣東
畫家，包括潘龢、姚禮脩等，均以發揚和
保存國粹為宗旨，提倡改革國畫，造成了
當時畫壇巨大的回響。

近代畫家突破傳統
及至二十世紀新中國的成立，近現代

中國繪畫亦顯露出嶄新的一面。來自五湖
四海的畫家在西方思潮的衝擊下，致力突
破傳統，如齊白石、黃賓虹、徐悲鴻、潘
天壽、林風眠、李可染、陸儼少，以至近

代的吳冠中等，都銳意突破傳統，他們或
調合中西、或借古開新，形成了畫壇百花
齊放的局面。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改革開放，內地
「新文人畫」崛起，石虎、胡永凱、聶鷗

、盧輔聖等畫家，發展出一種自由取材的
獨特時代風格，其影響持續至今。

香港由於其特殊的歷史條件，中西文
化的融合給畫壇造成另一衝擊。五十年代
以後，香港成為各地畫人的匯聚之地。既
有承接廣東傳統的李研山、黃般若和 「嶺
南畫派」的後進何漆園、趙少昂和楊善深
，亦有如彭襲明、張大千、黃永玉等人才
輩出。同時，現代都市文化亦促成了丁衍
庸、呂壽琨、劉國松等畫家各自創出個人
面目，帶領了新水墨的潮流。

「館藏一百──香港藝術館藏中國繪
畫特展」給觀眾一個機會從歷史中探索中
國繪畫的變遷，也從中國繪畫中看到歷史
的痕。

香港藝術館位於九龍尖沙咀梳士巴利
道十號。開放時間為平日上午十時至下午
六時，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上午十時至
晚上七時，逢星期四休息（公眾假期除外
）。

▲「雨後庭院」音樂會由台北柳琴室
內樂團與香港青年中樂團樂手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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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奇峰一九一六年的畫作《
巫峽飛雪》

◀蘇仁山畫作《白雪征途》

▲林風眠畫作《秋色》

▶黃般若畫作《木屋之火》
▲盧輔聖於一九九○年的
畫作《秋水夕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