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農曆年後是內地體藝類大學舉
辦專業考試的考試期，不少有志
到內地升讀有關院校的港生，都
會參加院校自設的專業考試。其
實隨 國家經濟高速發展，內地
在出版、演藝、影視和創意產業
方面飛躍發展，以電影票房為
例，由2003年的10億元，增加至
2010年的100億元，7年時間增長
10倍。在內地看一場演唱會，門
票可以高達千多元，內地出版的
書刊數量亦是世界最多，為當地
的設計和廣告業提供很大的發展
空間，港生到內地修讀體藝類大
學課程，將來會有不錯的發展空
間。

教育部公布的63所免試錄取港
生院校名單中，有中國傳媒大
學、北京服裝學院、星海音樂學
院、廣州美術學院等藝術類院校
可供港生報考，但有一大批知名
的院校，如中央美術學院、中央
音樂學院、北京電影學院和北京
體育大學等，並不在免試院校名
單之中，如港生想報考這些名
校，港澳台聯招試是適當的途
徑。

收生標準遠低一般高校
內地的體藝類院校有一套異於

普通大學的招生標準，這些大學
並不 重考生的文化科考試分
數，重點在考核考生的體藝專
長。內地大學體藝類院校對港澳
台招生的基本錄取分數是200分
( 港 澳 台 聯 招 試 總 分 7 5 0 分 的
27%)，遠低於一般高等院校的300
分最低錄取標準，實際上200分是
具有基本讀寫能力的要求而已，
對於大部分香港學生來說，只要

聯招試前稍作準備，是不難考到
200分的。

過去，筆者見過不少會考只有1
分至2分的港生，通過適當的準
備，均能在聯招試考到200分，筆
者估計港生在聯招試考200分，會
比在文憑試考3322還要容易。對
不少港生來說，並不一定適合修
讀傳統的理工科或文商科課程，
體藝類課程會為他們提供不錯的
出路，而且將來的發展機會不一
定會比傳統學科畢業生差。

個別學院在港設招生試
體藝類院校考生一般需參加由

各招生院校舉辦的專業考試，通
常這些考試在每年2月至3月舉
行，大部分情況下學生要到招生
院校報名和參加考試。較多港生
入讀的廣州美術學院及汕頭大學
長江藝術與設計學院則在香港舉
行招生考試，時間約在每年的5
月，詳情可向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查詢。

不同專業考試形式各異
報考美術學院的考生須應考色

彩、掃描和速寫3科。音樂學院和
體育學院由於各招生專業差異
大，不同專業要求不同考試科
目，港生可登入各院校的網頁，
了解考試時間及各專業的考試科
目、內容和評分標準等。

個別體藝院校如北京體育大
學、北京服裝學院及一些綜合性
大學如：華僑大學、雲南師範大
學、四川師範大學和韶關學院等
的體藝類專業，並不要求港生考
專業試，對體藝課程有興趣的港
生，只要港澳台聯招試考獲200多
分，就能進入這些院校修讀體藝
類課程。

■羅永祥 內地升學專家、

香島專科學校校長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余振強校粵西建書室助學

亞洲共4院校入圍 北京電影學院上榜
浸大城大各佔一席
全球十大電影學院

首設港生「個人申請」
報台大學人數超去年

內地創意產業飛躍
修體藝專業前景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思諾）報讀台灣大專院校的首
輪「個人申請」已於本月初截止報名。根據海外聯合招生
委員會提供的數字顯示，已有684名港生在首階段報讀台
灣的大學，比去年申請總人數657人還要高。委員會預
計，「個人申請」放榜日期為2012年3月30日。

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發言人表示，「個人申請」是今年
才新增的入學管道，故不宜將今年和去年的申請數字比
較。去年，香港申請報讀台灣的大學的人數共有657人，
其中參加聯招考試有574人，申請入讀「僑生先修班」則
有83人。

義守大護理系最搶手
發言人補充指，現時最多人報讀的3個院系為義守大學

護理學系、台北大學歷史學系及義守大學物理治療學系。
另外，一些在香港被視為冷門的學科，亦成為港生的「熱
選」，如文學系、餐旅管理學系、電影學系、地球科學系
等。

學生於「個人申請」程序如未獲錄取，將直接撥入「海
外聯合招生」，學生在該階段可選擇70個院系志願。現有
意申請入讀台灣各大專院校的文憑試考生亦可以在「個人
申請」放榜後，在聯招階段申請及報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英國愛丁堡皇家外
科醫學院頒授「國王詹姆士四世教授」名銜予香
港大學牙醫學院院長及口腔微生物學講座教授西
門雅慨，以肯定和表揚他在臨床科學上的貢獻。
英國愛丁堡皇家外科醫學院於2001年獲得女王伊
麗莎白二世批准，頒授此教授名銜，至今只有30
人獲頒授有關榮譽，而來自斯里蘭卡的西門雅
慨，更是亞洲首位獲嘉許的教授。

亞洲首位獲嘉許 西門雅慨感驕傲
西門雅慨是口腔微生物學及口腔感染學的專

家，尤其在假絲酵母菌(Fungus Candida)的研究
上，更在國際享譽盛名。西門雅慨對獲得有關榮
譽感到十分高興，而對於自己能代表亞洲，特別
是香港，在世界卓越研究的學術版圖上佔一席
位，尤其感到驕傲。接受「國王詹姆士四世教授」
名銜後，他將於今年稍後赴英就其研究範疇發表
演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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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校友反映浸大出色
十大電影學院有4間來自亞洲，

而英國、加拿大及美國則分別有3
間、2間及1間學院入圍，各入圍
院 校 排 名 不 分 先 後（詳見附

表）。Asian Correspondent發言人
表示，浸大傳理學院電影學院

（前身為電影及電視學科）自上世
紀70年代開始，40多年來培育不
少電影業人才，幫助香港建立卓
越品牌。他特別舉出該校的知名
校友─電影人莊文強做例子，

「他2002年的作品《無間道》，曾
令他贏得第廿二屆香港電影金像
獎最佳編劇，該劇亦是當年香港
電影票房冠軍，4年後更被改編成
荷里活電影《無間道風雲》（The
Departed）」，畢業生表現出色，
也反映學院的成就。

浸大電影學院經常邀請不同知
名電影界人士到校擔任客席講
師，相信與今次能打入十大有
關。據了解，學院曾邀請著名導
演吳宇森、侯孝賢及蔡明亮擔任
碩士課程導師，為期一星期共5
堂，讓學生可以近距離向亞洲電
影業的大師學習。

城大多元課堂訓練全面
此外，城大創意媒體學院亦榜

上有名，Asian Correspondent形容
城大創意媒體學院提供動畫、攝
影、思考等多元化課堂，令學生
在創新、批判思考、創意應用等
多個範疇上接受全面訓練。該校
在香港、內地及其他亞洲國家具
廣泛知名度，是西方學生了解中
國電影工業的大門。

北京電影學院具認受性
至於在內地甚有名氣的北京電

影 學 院 亦 打 入 十 大 ， A s i a n
Correspondent認為該校是全球最
具認受性的電影學院之一，「北
京電影學院各學系高度仔細分
工，如導演系、電影藝術系、動
畫系、電影及電視技術系等，配
以齊全、多元化的硬件設備，每
年為中國電影業提供大量人才，
足以成為全球領袖級的電影教育
學院」。

該校出產了不少名人校友，導
演方面有張藝謀、賈樟柯；演員
校友則有趙薇、徐靜蕾及黃曉明
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熙）知名新聞網站Asian

Correspondent 最近選出全球十大卓越電影學院，香港浸會

大學傳理學院電影學院及香港城市大學創意媒體學院雙雙

打入十大，連同北京電影學院和印度電影及電視學院，本

年度亞洲共有4所院校入圍。網站發言人表示，未來電影人

才的需求持續上升，尤其是懂得自己國家文化以外的「外

來人才」更是難得，建議學生如有志從事電影製作，可以

踏出自己的生活圈，到其他國家修讀電影學位，吸收別國

文化，有助創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余振強紀念中學70多位師
生、家長在校長張行健率領下，近日到廣東省雲浮市南
盛鎮中心小學和石城鎮茶洞中學探訪交流。這是該校連續

7年到當地捐助中小學建立圖書室。
當交流團到達南盛鎮中心小學時，受到該校師生的夾道歡迎。在圖書

室剪綵儀式上，當地教育局領導、鎮領導、南盛鎮中心小學校長先後致
辭，並介紹了當地的教育情況。

70師生赴粵剪綵交流
張行健致辭時，感謝當地師生給了交流團一個珍貴的探訪交流機會，

同時呼籲余振強紀念中學的師生、家長繼續努力為當地改善教育設施而
努力。簡短的剪綵儀式後，交流團在當地師生陪同下參觀了學校新建的
圖書室。圖書室雖然不是很大，但非常整潔，並放滿了全新的圖書。

隨後，兩地師生還進行了文藝交流。南盛鎮中心小學的學生率先表演
了舞蹈，接 是女教師矯健活潑的健美操；余振強中學學生則安排了精
彩的魔術和舞獅表演，將熱烈的氣氛推向了高潮。

依依惜別南盛鎮中心小學的師生後，交流團緊接 到了茶洞中學探
訪。該校面積闊大，但設施簡陋，校園的地面全是沙泥，並沒有鋪設水
泥，教學樓也十分殘舊。該校校長指圖書館的書籍量少且老舊，此次能
得到余振強紀念中學的捐助，可以增置大量新書，有助提高學生的知識
水準。

■余振強紀念中學70多位師生、家長在校長張行健率領下，到廣東省的

中小學探訪交流。 學校提供

■圖為浸大電影學院內影棚一角，學生正進行攝

錄。 網上圖片

■Asian Correspondent最近選出全球十大卓越電影學院，香港城市大學創意媒體學院入選。圖

為該校「邵逸夫創意多媒體中心」的外貌。 資料圖片

2011年，港台京
滬泛華語地區的政
治、經濟、文化聯
繫更見緊密，一地
發生的事件，對其

他地區均造成直接或間接影響。這種緊密聯繫
的情況，也從四地同時出現的新詞中反映出
來。下面簡介數個較有代表性的新詞：

各方怒斥「謠鹽」滿布
2011年3月東日本發生的大地震破壞了當地核

電站，洩出輻射。大陸流傳出「鹽能抗輻射」
的謠言，從大陸到香港，不少地方掀起一陣搶
鹽熱潮，連台灣部分地方民眾亦盲目搶鹽。一
時間報端湧現出諸多「鹽」字新詞，「謠鹽」、

「盲搶鹽」等詞頻頻見報，本欄也曾專文介紹
過。

「限娛令」減港台藝人曝光
2011年10月，大陸廣電總局正式下發限娛

令，對婚戀、涉案等7類節目的播放作出限制。
每周娛樂節目不能超過兩檔，同時加大對台灣
藝人參加大陸節目的控制。來自港、台的藝人
在大陸電視的演出受到衝擊。其實所謂「限娛
令」不是自今天始，2002年以來，官方就曾多
次發布過類似的限制，對兇殺暴力、下流低俗
的劇集等予以限制。只不過今次的限娛令直接
影響到港台藝人，所以有較大的反應。

明文禁售含「塑毒」食品
2011年5月，台灣市面上部分食品被檢出添加

有毒的塑化劑，影響範圍擴及糕點、麵包和藥
品等。相關機關在事件爆發後明訂相關食品未
完成自我檢驗，一律禁止販售，稱為「塑毒」
事件。其實大陸亦時有出現食物問題，例如

「健美豬」即其一，指用瘦肉精餵養的豬，外形
結實，故稱為「健美豬」。「健美豬」豬肉有害
健康，大陸已明令禁止飼料中使用禁藥。此
外，大陸曾爆出「皮革奶」風波，「皮革奶」
含有致癌物質，大陸質檢總局與農業部等部委

作出嚴打。

全球關注「殲-20」發展
中國的第四代重型隱形戰鬥機「殲-20」，集

全球優秀三代機和四代機的精髓於一體，是目

前全球戰機氣動設計的集大成者。中國軍事的

最新發展，不僅台灣當局，美日等許多國家都

表示強烈關注。

「鋒芝變」猶如連續劇
2011年佔據四地娛樂版最多版面的，莫過於

香港藝人謝霆鋒、張 芝鬧婚變事件，由於

謝、張各有大批影迷，從鋒芝出現婚姻危機，

直至最後協議離婚，兩岸四地媒體均大幅報

道，猶如連續劇一樣，吸引大批觀眾的眼球。

LIVAC新詞榜是依據本中心創立的「LIVAC

泛華語地區語料庫」收集統計的資料，經科學

甄選得出的結果。有興趣的讀者可登入本中心

網站http://livac.org/newword，瀏覽進一步詳

情。

■教院語言資訊科研中心蔣震（語言科學）

講座教授鄒嘉彥主持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四地新詞反映聯繫緊密

■港大牙醫

學院院長西

門雅慨獲英

國愛丁堡皇

家外科醫學

院頒授「國

王詹姆士四

世教授」名

銜。

港大提供

全球十大卓越電影學院名單
院校 國家／地區

約克大學 加拿大

香港浸會大學 中國香港

香港城市大學 中國香港

北京電影學院 中國內地

印度電影及電視學院 印度

巴斯泉大學 英國

倫敦都市大學 英國

創意藝術大學 英國

紐約電影學院 美國

康考迪亞大學 加拿大

資料來源：Asian Correspondent網站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景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