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內地師範類
大學師範專業畢

業生，須在學期期末考試中通過學校開設
的教育學和教育心理學課程考試，並且要
在全省統一組織的普通話考試中成績達到
二級乙等（中文專業為二級甲等）以上，

可在畢業時領取教師資格證。非師範類和
其他社會人員需要在社會上參加認證考試
等一系列測試才能申請教師資格證。

內地教師資格證書有兩種獲得形式，
一是參加國家統考，二是參加地方自主考
試。兩種考試模式均為：筆試+面試。

免試收生師範類院校（師範類專業）
學校
上海

師範大學

南京
師範大學

華中
師範大學

華南
師範大學
資料來源：中國教育留學（香港）中心

類型

-

211

211
、985

211

收生要求
「3、3

、2、2」

「3、3
、2、2」

「3、3
、2、2」

「3、3
、2、2」

專業

地理科學、英語、數學

漢語言文學、歷史學、小學教育、學前教育、教育技術
學、數學、生物科學、地理科學、體育教育、音樂學、
美術學
特殊教育、學前教育、漢語言文學、英語、歷史學、生
物科學、地理科學、教育技術、數學、統計學、物理學
、化學

化學、生物科學、數學與應用數學、學前教育、心理學

本港教師學歷評估證明文件
1.教師培訓學歷及學士畢業證書／文憑；
2.成績單；
3.學分轉移書面證明；
4.課程小冊子／簡介資料（如有）；

5.由學歷頒發機構簽發的教學實習證明
文件，現時教學實習時數／周數及教學
實習地點。

【本報訊】記者劉家莉報道：
第二屆中學文憑試將於7月15日放
榜，職訓局（VTC）昨公布，截
至5月已有4.5萬文憑試考生報名，
較去年同期增加逾10%。競爭最激
烈是社會工作高級文憑課程，平均
26人爭一個學額。

職訓局2013/14學年將提供1.3
萬個高級文憑及500個自資學士學
額，供中六生報讀，目前已有4.5
萬人報名，超額2.3倍。VTC高級
助理執行幹事梁任城表示，13/14
學年將新增3個自資學士課程，包
括 「中華廚藝及管理」、 「園境建
築」及 「醫療護理」，自資學士學
額由本學年210個增加至500個。其
中， 「中華廚藝及管理」為本港首
個食物相關的學士課程，內容包括
食品科學及設計、中廚菜譜開發及
餐飲管理等。

新設10高級文憑課程
職訓局亦新設10項高級文憑

課程，包括 「雲端系統及數據中
心管理」、 「機場營運管理」及
「展貿及文化事業管理」等，有

關課程因應市場需求設計。熱門
科目平均10人競爭1個學額，高級
文憑競爭最激烈的是社工課程，
平均26人爭1席，其餘搶手學科包
括航空與客運、幼兒教育、酒店
管理等；新增的 「醫療護理」學
士課程亦大受歡迎，平均23人爭1

學額。
即日起至6月7日職訓局將接受

學生後補申請，而7月15日放榜當
日至17日則會舉辦 「統一派位計劃
」，職訓局13/14學年學費將維持
不變。根據校方的首屆文憑試收生
成績，學士學位平均成績達16分，
即5科成績平均 「43333」，高級文
憑則為平均14分，即 「33332」。

另外，當局早前估計2016/17
學年起學生人數大減，專上院校將
面對學額過剩，梁任城對收生謹慎
樂觀，職訓局未來或會視乎情況調
整學額，以及配合社會發展開辦課
程，如考慮增加應用科學等相關學
額。

內地師範免試招港生
本報記者 彩 雯

特稿
職訓局課程4.5萬人報名

內地教師資格證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IVE）的工程學系，由2009年起不斷改良自

行研製的 「太陽能電動環保車SOPHIE」，至今已發展至第四代，
SOPHIE車隊更將於10月參加澳洲舉行的《世界太陽能挑戰賽2013》。
參賽隊伍需由澳洲北部的達爾文港出發，橫越澳洲中部，到達南部的
阿德萊德市，全程約3,000公里路程。

太陽能環保車出戰澳洲

在香港要入職教師，必須先行取得學
位教師文憑證書（PGDE），但學費超過
四萬元港幣。四所免試招收港生的內地師
範專業類院校，上海師範大學、南京師範
大學、華中師範大學和華南師範大學，每
年學費為5000人民幣，並有港澳華僑專項
獎學金及內地免試收生助學金可供港生申
請。

兩萬港幣的高起薪點，令教師成為本
港學生的熱門選擇。學位教師教育文憑課
程（Postgraduate Diploma in Education，
PGDE）一直是本港大部分學生從事教職
的必經之路。現時，香港大學、香港中文
大學、香港教育學院、香港浸會大學、香
港公開大學五校已開辦有關課程，公大只
提供兼讀制課程。2012/13學年所提供的
學額總數為1560個（不含公大），較上一
學年PGDE總學額減少逾5%。2013/14學
年全日制一年學費在4.21萬港元。

從事教職必經之路
相較香港，內地免試升讀師範類院

校，亦有機會在港獲得PGDE同等資歷認
可。由於本港教師資格認證需具備教學
資質、學歷、實習經歷、語言能力四項
。PGDE或教育學院的教育榮譽學士（專
業及職業教育）課程（BEd）。而內地升
讀師範類院校，要取得本港教師資格，
可在獲得學歷及學位證書、本科成績單
、內地學校實習證明及內地教師資格證
後，向香港職業及學術資歷評審局（

HKCAAVQ）申請學歷評審，經評審與
教育學院BEd相若，再向香港教育局提出
教師註冊申請。

職業及學術資歷評審局表示，教育局
對申請人是否能成為香港註冊教師有決定
權，非本地學歷的評估結果是教育局評審
註冊教師的考慮因素。教學實習周數等資
料亦是評審局評估的重要條件。另外學前
教育師資培訓學歷還需提供相關學科教學
大綱或簡介。語言教師的學生還需通過普
通話或英文基準試。

已取得評審局PGDE認證的羅同學，
本科畢業於內地985師範院校，他提醒考
生並非師範類院校的所有專業都可獲認證
。 「一定要成為師範類院校的師範類專業
才能報考內地的教師資格證，進而來港申
請評審局評審。」他補充， 「如果要順利
經過評審，建議港生內地升讀師範類，應
多做教學實習，起碼不應少於香港教育學
院BEd所要求的8個星期。」

小資料

▲VTC高級助理執行幹事梁任
城 本報記者 劉家莉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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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大社科 平均194人爭1學額

教師基準試 達標率回升
【本報訊】香港考評局昨公布2013

年英文及普通話教師語文能力評核（基
準試）成績，九個科目中，除英文的聆
聽卷外，其餘較去年皆有回升。普通話
聆聽與認辨，達標率由去年的三成勁升
至今年的七成三，增幅最大。

今年二月舉行的基準試，參加英
國語文科評核的考生有1,739人，另有
2,226人參加普通話科評核，與去年相
若。根據教育局規定，考生必須全部
考卷獲得第三級或以上成績，才能達
到語文能力要求，否則須於明年再補

考不達標的考卷，學校亦不能聘任未
達標的準教師，任教相關語文科目。

在今年的英文科五科中，四科成績
較去年佳，往年愁煞考生的寫作卷達標
率由35.8%，升至45.2%，為近三年新高
。換言之，即約有55%不合格。至於閱
讀卷、口語卷及課堂語言運用卷，達標
率分別是89.4%（去年88.3%）、52.1%
（去年50.1%）、98.3%（去年95.4%）。
只有聆聽卷微降至77.8%（去年82.5%）。

此外，普通話科4份試卷中，每份
達標率都創下近年新高。以聆聽與認辨

卷增幅最大，達標率上翻一倍。其餘拼
音、口語、課堂語言應用，均有微升。

普通話達標率升一倍
不過，針對是次考試結果，教聯會

昨日發布聲明稱，若將考試成績與教師
語文能力的畫等號，將致誤讀。雖然參
加英文科評核的考生有1,739名，但只
限教師應考的 「課堂語言運用」僅有
288人，達標的百分比高達98.3%；而普
通話科評核方面，在2,226名考生中，
當中只有433名教師，達標率亦超過8成

，顯示教師的語文能力達到一定的水平
。並促請考評局立即更正 「教師語文能
力評核」的命名。

評核報告將於今年七月上旬在考評
局網址（www.hkeaa.edu.hk）及教育局
網址（www.edb.gov.hk）發布，報告分
析考生的表現，並說明考生表現出色的
強項，以及有待改善的地方。考生如欲
覆核成績，可於評核結果公布後的七個
工作天內（即5月24日至31日）辦理申
請手續。提出覆核成績的考生，將會在
6月25日或以前接獲覆核結果。

【本報訊】實習記者楊晴報道：沙田培僑書院第三
年推出學習營活動，旨在將學生與網絡環境隔離，助學
生提高自理能力。今年的學習營為期七周，4月9日入住
的學生預計本月底出營。

學習營址在 「青年會將軍澳青年營」，位於綠樹掩
映的半山腰。自習室的兩邊分別是生活區與飯堂。學習
營負責教師謝卓豪說， 「營地雖偏，但設施齊全方便安
全，學習營設立在這裡是為了讓學生遠離電腦網絡，實
現自我管理與合群互動。」學生逢星期一至五放學入營
進行夜間自習與寄宿生活，翌日返回學校。自習期間會
有學校老師前來營地進行輔導，解答學生的提問。除了
溫書做功課以外，學習營還安排一男一女兩名舍監負責
管理學生日常生活，如安排學生在餐後幫助整理，以及
每周四組織團體遊戲來豐富課餘生活等等。

今年的學習營有三十多名學生報名，其中很多是家
長督促前來，另外也有一些學生參加了去年的學習營後
今年仍舊報名，Emily就是其中一位，她說來學習營就
不能每天更新facebook了，但可以認識很多不同年級的
新朋友，現在跟大家都熟絡了。

昨日因黑雨警報，學校放假，但學習營並未受影響
，學生在室內溫書，還有老師陸續前來指導。舍監朱老
師說，老師們關心學生，均自願前來。

【本報訊】記者胡家齊報道：去年暑假，
樹仁大學的趙家雯及李啟禧參加香港學生發展
委員會主辦的 「夢想啟航」暑假內地實習計劃
，分別到北京及福建實習四星期，親身體驗當
地的文化。李啟禧總結經驗表示，對在內地工
作的香港人而言，工作節奏、語言、文字是三
大挑戰。

去年6月底，樹仁大學輔導心理學系三年
級學生李啟禧與另外十四名香港學生在福建的
福州聚春園集團酒店市場部實習，主要負責質
量檢測。由於內地的工作節奏比香港慢，他花
了一段時間才適應。他表示，在內地工作的一
大挑戰是語言和文字， 「在香港，我們習慣用
倉頡、速成等輸入法輸入繁體字，但內地是用
拼音輸入簡體字。幸好我有帶備電腦，可以將
文件在自己的電腦做好後轉成簡體，再複製到
公司的電腦。」此外，有實習同學普通話能力
不佳，在前廳工作時未能與客人溝通，最後要
轉調其他部門。

工作節奏較香港慢
參與計劃後，李啟禧表示在內地生活並不

如想像中難過，同事、老闆都熱情好客，因此
不排除畢業後到內地工作， 「內地市場大，體
驗過當地生活後會投入當地文化，不會抗拒在
內地發展。」

工商管理學系三年級學生趙家雯在北京中
國移動通訊實習，除了做文件、檢查貨品等日

常工作，更有機會參與一些重要會議。獲得寶貴的工作
經驗之餘，趙家雯亦學會了不少社交技巧，例如在不得
失別人的情況下婉拒喝酒， 「人家請你喝酒，你不可以
完全不喝，但可以呷一口就放下酒杯。」酒量甚淺的她
又舉出其他避免喝醉酒的方法，包括先吃一塊牛油 「打
底」、喝酒時偷偷將一部分酒潑到白毛巾上等。

雖然趙家雯及李啟禧同稱獲益良多，但該計劃也有
少數失敗例子。香港學生發展委員會顧問陳俊濠透露，
以往曾有一名嬌生慣養女學生於公開場合指責實習公司
的副總裁照顧不周，並要求副總裁立即安排專車接送她
到機場回港，場面非常尷尬。他又說，不少家長得知子
女要到內地實習都大為緊張，時常打電話給他查詢子女
行蹤，又要求他安排專人陪同子女，甚至希望親身上陣
照顧子女。他認為，家長過分緊張源於不了解，建議家
長上網瀏覽舉辦內地實習機構的網站，並親臨簡介會了
解詳情，以釋疑慮。

「香港大學生暑期內地實習計劃」自2011年舉辦，
去年有5000名大專生競爭1000個內地實習職位。本年名
額尚餘100個，主辦單位將於本周日十一時於城市大學
學術樓（一）B4302舉行聯合招募。計劃詳情可瀏覽
http://www.studentnetwork.hk/。

根據9間循聯招收生的大學提供數
據顯示，以首三志願計算，競爭最激烈
的是理大 「社會科學廣泛學科」，2322
人競逐12個學額，即多達194人爭1學額
，入學機會率僅0.5%，其次是教院的幼
兒教育課程，有2999人爭18個學額，平
均166人爭1學額。另理大的 「酒店及旅
遊業管理廣泛學科」亦出現115人爭1學
額。

2322人競逐12個學額
過去一直 「爭崩頭」的社會工作和

護理科，同樣吸引大批考生申請，其中
只提供31個學額的理大社工課程，吸引
2841人報讀，競爭比例為92：1；浸會
大學的社工課程，亦有多達2500人申請
，爭奪43個學額。至於護理學科方面，
在4間提供護理課程的院校中，以理大

課程最多人報讀，吸引有3068人競逐
173個學額，平均17人爭1位，中文大學
護理學亦吸引近3000人申請，爭197個
學額。另外，最多人報讀的是城市大學
的商學院（工商管理學士），共吸引
6207人報讀，競逐685個學額；其次為
浸會大學的工商管理課程及城大人文社
會科學院（文學士／社會科學學士），
分別有4809人及4277人報讀。

收生成績屬偏低學科
按各校早前提供的首屆文憑試聯招

資料，理大 「社科」收生成績屬偏低學
科之一，因此成為不少學生心目中的 「
水泡科」。學友社學生輔導中心副總幹
事吳寶城分析，第二屆考生仍缺乏信心
，故採保守策略，報讀較易入的大學課
程，理大 「社科」課程競爭激烈，除了

與收生成績略低有關外，也可能因為該
科彈性較大，吸引未有確實目標和想法
的學生報讀，加上學額較少，故出現 「

爭崩頭」情況。他表示，各考生已完成
文憑試，宜定期查閱聯招網站，因大學
可能隨時更改各課程收生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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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營遠離網絡訓練自理

【本報訊】教育局昨日舉行教師簡介會交代新高中中
文科改革安排，其中在2016年合併為一份試卷的卷三聆
聽和卷五綜合能力，局方將於10月發放模擬試卷供師生
參考。另外，學界最為關注如何重用古文範文助學生改
進中文，教師普遍支持在3年新高中重設約15篇範文。

中文科改革 10月派模擬卷

【本報記者柴小娜、實習記者頡寶傑蘭州二十二日
電】華夏文明傳承創新區今年1月獲國務院正式批覆後
，人才需求及培養日益緊迫。於2013年5月15日剛剛升
級的蘭州文理學院，在專業設置、人才培養等方面為華
夏文明傳承創新區中長期人才需求提供了一定保障，甘
肅省委書記王三運、省長劉偉平親自為其揭牌。

蘭州文理學院前身甘肅教育學院和甘肅聯合大學，
分別創辦於1950年和1985年，2001年7月，兩校合併組
建新的甘肅聯合大學，2013年5月更名為蘭州文理學院。

王三運揭牌當日表示，蘭州文理學院要隨着市場的
變化，調整方向，蘭州文理學院的旅遊專業有特色，多
培養旅遊方面的人才，為甘肅華夏文明傳承創新區的建
設培養更多的實用人才。

據了解，華夏文明傳承創新區建設重點需求7類人
才，包括文化黨政、哲學社會科學、新聞出版、文化藝
術、經營管理、新媒體新業態和科技、民間文化等7大
類。僅短期目前甘肅缺口近萬人，除人才引進，蘭州文
理學院無疑將成為這7大類人才培養、培訓重要基地之
一。

目前蘭州文理學院已形成較為完備的為第三產業特
別是現代服務業和培養應用型人才的專業群，將重點培
養中小學師資、文化、傳媒、旅遊、物流等現代服務應
用型人才。

▲福州聚春園集團酒店餐飲部經理指導李啟禧（紅
衫者）及一眾實習生捧餐技巧

蘭州文理學院致力育才

文憑生爭報聯招水泡科
第二屆文憑試大學聯招（JUPAS）首輪改選日前截止申請，以

首三志願計算，競爭最激烈是理工大學 「社會科學廣泛學科」 課程
，吸引2322名文憑試考生申請，爭奪12個學額，平均194人爭一席
。其次是香港教育學院的幼兒教育課程，平均166人爭1學額。由於
理工 「社科」 收生分數屬該校最低之一，有升學專家分析，數據反
映應屆文憑試生選科趨向保守，部分「水泡科」吸引學生蜂擁報讀。

本報記者 劉家莉

▲根據9間循聯招收生的大學提供數據顯示，以首三志願計算，競爭最激烈的
是理大 「社會科學廣泛學科」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