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人學」課程配合需求
「人口老化」已被大家常常掛在口

邊。隨 香港出生率低及人均壽命延
長，人口持續老化已成為社會不容忽
視的問題。根據政府統計處推算，2033

年中香港人口將達838萬，當中65歲以上人口比例將佔27%，
即平均每4人即有1人為長者。換言之，3人照顧一名長者的新
世代即將降臨。

吸納年輕人 理長者生活
談到照顧老人，很多人即會想到基本安老服務，即照顧長

者日常起居飲食、安排每日流程等等。但我們未來要考慮的
不單是如何讓長者健康、長壽；而是如何活得更好，晚年有
更高生活質素。因此近年不少院校提倡引入「老人學」相關
課程，培訓年輕一代支援社會所需。同學或對該類課程有疑
問，在此為大家稍作介紹。

橫跨多學科 盼培訓通才
「老人學」基本上是一門了解老化及老人的基礎課程，由

生理、心理以至社會行為層面，多角度探討與老化相關的問
題與照護管理需求。因此課程必須橫跨多個不同專門學科，
從醫學、心理學、社會學到經濟學，希望培訓全方位通才，
為長者處理生活各種問題。
同學或會問，為何有需要修讀專科，為長者策劃生活？試

試回答下列問題：
一、若長者患腦退化症，如何迅速分辨症狀？
二、假設長者60歲退休，手持100萬元退休金，試為他計算

退休後最適切開支。
三、如要安排長者到日本旅行，你會安排甚麼景點？酒店

有何特別要求？
四、請問一般殯葬程序為何，費用最便宜為多少？
隨 「知識型社會」發展，未來會出現更多具學歷及經濟

能力的長者，他們對生活質素要求將大幅提高，上述問題將
變得更棘手。有見及此，長者「生活顧問」將成為長者晚年
好幫手。
配合社會需要，不少本地院校將陸續開辦「老人學」學位

或通識課程。若同學日後有志投身長者事業，如從事「長者
福利機構」、「營養諮詢機構」、「長者營養市場開發」等工
作，不妨考慮修讀相關課程，為成為一名「長者通才」鋪
路。
■戴令賢
東華學院護理及醫療學系一級講師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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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董事長李勝利（左）連

日都在確認中心，為學生解答

有關免試招生問題。

香港文匯報記者歐陽文倩 攝

■首屆新高中學生本有7.8萬大軍，最後只6.9萬人報考文

憑試，出戰人數流失近萬人。圖為早前中學舉行文憑試模

擬考試情況。 資料圖片

表二：第二屆新高中生3大退修科
3大退修科(按人數計算)

科目 中四時 中五時 比較

修讀人數 修讀人數

「企會財」 22,693 19,899 -2,794

經濟 26,111 23,545 -2,566

中國歷史 11,872 9,329 -2,543

3大退修科(按比例計算)

科目 中四時 中五時 比較

修讀人數 修讀人數

倫理與宗教 1,482 1,039 -29.9%

音樂 448 318 -29%

英語文學 769 565 -26.5%

資料來源：教育局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勞雅文

表一：新高中各級學生人數
新高中屆別 中四級 中五級 中六級*

(比較上一年中四) (比較上一年中五)

第一屆 78,277人 74,826人(-3,451人) 68,694人(-6,132人)

第二屆 78,330人 73,682人(-4,648人) 不適用

第三屆 73,737人 不適用 不適用

*中六級為報考文憑試人數

資料來源：教育局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任智鵬

3D敦煌莫高窟「淨土」移駕城大

首屆萬人棄考六成重讀 教界促正視認受危機
第二屆退學增27％
文憑試生「跳船」嚴重

新學制2009年9月起推行。據教育局
「新高中科目資料調查2011/12」

顯示，當年中四學生有78,277人，但升
上中六並已報考文憑試的學生，則下跌
至68,694人。當局解釋指，流失學生中
約6,400人為中四、五重讀生，約3,000
名學生完成中五後離校，僅500人棄考
文憑試。
另緊隨其後的第二屆新高中生「跳船」

情況漸現，學生人數由去年中四級
78,330人，減至今年中五73,682人，流
失4,648人，情況較首屆同期3,600人大

增27%。在眾多選修科中，中五生退修
「企業、會財與財務概論」（「企會財」）
人數最多，達2,794人。至於「倫理與宗
教」退修比例最嚴重，達29.9%。（見

表二）

教聯會倡檢視科目狀況
教聯會主席黃均瑜指，數字顯示文憑

試考生「跳船」問題嚴重。他認為學生
雖有不同出路選擇，但近萬人最後階段
沒有報考文憑試，屬「大數目」，「走
了差不多1/6人，其實很多」。他認為情

況反映整個考試制度出現認受危機，當
局應正視問題，並仔細檢視不同科目狀
況。黃均瑜坦言，現階段難以推測原
因，「始終是新學制，第一屆學生難免
有顧慮及擔憂，亦屬正常」。他表示，
完成首屆文憑試應可作更全面檢討。對
於現時已有逾4,600名第二屆新高中學生
「跳船」，黃均瑜稱，首屆成績「出爐」
將成關鍵，對往後發展有影響深遠。

教評會：制度變難比較
教育評議會主席鄒秉恩認為，在新

高中推行的同時，免費教育由9年增加
至12年，「以往中三升中四會有很多
人走，但未必有統計」，所以較難與過
往比較。他指文憑試是「新產品」，對
學生及教師都帶來很多未知之數，
「雙方其實都在嘗試階段」。他坦言學
生如發現自己不適合新制，又覓得其
他出路，或會考慮放棄。但他強調近
萬人「流失」，實在值得關注。至於會
否影響下一屆學生，則要視乎當局及
學校日後會否作出相應檢討及改善措
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思諾）舉
世聞名的敦煌莫高窟從千里之外「移
駕」香港，明日起將與公眾見面。香
港城市大學與敦煌研究院破天荒合
作，把莫高窟220窟內激光掃描數據及
7,000多張實景拍攝的高清照片，以虛
擬實景技術作後期加工，製成2D和3D
動畫，讓觀眾於360°環迴投影環境
內，以1:1比例觀賞窟內佛龕、壁畫等
藝術珍品。而莫高窟220窟從未對外開
放，當中珍品屬首次公開展出，把港
人帶進「人間淨土」。

220窟「東方淨土」首展出
是次《人間淨土－走進敦煌莫高窟》

展覽由敦煌研究院、城大ALiVE研究
室合辦，並由香港敦煌之友理事會主
席余志明贊助50萬元，明日將於城大

邵逸夫創意媒體中心，展出莫高窟第
220石窟北壁上的藥師琉璃光佛「東方
淨土」世界。該窟建於唐代貞觀16年
（公元642年），本被宋代壁畫覆蓋，至
1943年才再次被敦煌研究院發掘，因
此壁畫顏料保持得較好。為保存古
蹟，在敦煌近500個洞窟中，僅約30個
開放參觀；而220窟原址則從未對外開
放。

30專家花6個月重現壁畫
來自城大及多個機構超過30名佛

教、藝術、數碼科技等範疇的專家，
花6個月才完成壁畫重現工程。除了原
色重繪壁畫上7個藥師佛化身外，又以
人手精繪2D動畫，活現藥師佛動作。
另壁畫上的樂器、藥師佛頭上的華
蓋、舞者則以3D動畫方式浮現。觀眾

只需佩戴3D眼鏡，便能把影像盡收眼
底。

加數碼效果睇得更清更真
城大ALiVE研究室研究總監Sarah

Kenderdine指，相比3D版清明上河
圖，是次展覽除了「重現」技術外，
更加強與觀眾的互動，並加入「虛擬
手電筒」和「虛擬放大鏡」數碼效
果，讓觀眾可選取壁畫細節並放大影
像，看得更清、更真、更深入。
Kenderdine又指，製作過程最困難

的地方，在於結合虛擬科技詮釋畫像
內容。團隊需要透徹掌握敦煌壁畫藝
術，現時已掌握較清晰的方向，未來
研究成本或會降低。該校有意與敦煌
研究院繼續深入合作，但細節仍需商
討。
香港敦煌之友副主席盧志明表示，

展覽希望吸引中學生了解中國文化，
從而推廣通識及國民教育。他又指，
運用數碼科技把千里迢迢的莫高窟搬
到香港，可讓珍貴的文化遺產得以保
存、傳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今年

首推的「63所內地高校免試招收港生計

劃」大受歡迎，至昨日已有約4,000名應

屆考生完成現場確認。有關部門及院校

正進一步研究彈性措施便利港生。各院

校收生原訂基本要求──文憑試中英數

通識4個必修科成績達「3322」級，但國

家教育部及部分院校現正研究容許英

文、數學兩科成績要求可對調。如考生

獲「3232」成績，也可達錄取門檻。香

港考生及教育界都對此大表歡迎，認為

做法既貼近實際要求，又增加港生升學

機會。

中國教育留學交流（香港）中心董事

長李勝利昨日透露，為避免部分港生因

英文成績錯失內地升學機會，國家教育

部及部分院校正考慮彈性調整收生標準

可行性，「無論是『3322』或『3232』，

都是4個主科共10級，即英文成績2級也

算達標，而且已有院校表態接受這樣的

調整」。

羅永祥：貼近實際情況
香島專科學校校長、內地升學專家羅

永祥直言，因內地院校對學生數學能力

要求較高，相比之下英文沒那麼重要，

所以把兩科成績要求對調更貼近實際情

況，亦非常合理，「對香港一些數學好

但英文稍遜的理科生來說，新措施提高

了升學機會」。

港生感高興 讚安排有利
文憑試生、有意到內地修讀藝術的江

同學，對新安排大感高興，「本來預計

英文科只在2級至3級間，獲取錄機會只

是『一半一半』。如果英文要求有彈性，

升學機會就大得多了」。文憑試理科生許

同學指，預計數學成績達5級，但英文則

較遜，新措施對他有利。

「免試招港生計劃」確認階段昨日初

步結束，已有約4,000人成功確認。另部

分未能及時完成程序的港生，今日下午5

時前，仍可到上環興業商業中心中國教

育留學交流（香港）中心，把握最後機

會。各內地院校面試名單本月底公布，5

月進行面試。

多報讀名校 憂出現錯配
羅永祥表示，免試招港生首屆推行，

4,000名港生確認算是反應不俗。而由於

內地63院校共約提供3,000個學額，港生

獲錄取機率應頗高。但他亦指，因港生

集中報讀名校及鄰近院校，有機會出現

錯配情況，「首輪可能只有1,000多人獲

錄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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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勞雅文）文憑試即將開鑼，334新學制亦將

進入另一階段。但教育局最新調查數據顯示，首屆新高中2年前中四

級有7.8萬名學生，但今年只有不足6.9萬名中六生報考文憑試，過程

中流失近萬人，當中近3,000人「跳船逃離」新制；另6,000多人未能

完全適應須重讀，情況令人關注。而對比首屆新高中，第二屆情況更

見嚴峻—去年7.8萬名中四生中，達4,600人今年未升讀中五，遠較首

屆同期3,600人多。有教育界人士認為，面對新學制「學生科科都擔

心」，數字反映新考試制度認受性出現危機，當局應正視問題，並於

試後作全面檢討。

■香港大學昨日舉行第186屆學位頒授典禮，副校監李國寶主

禮，頒授名譽博士學位予4位傑出人士。緬甸反對派領袖昂山素

姬獲頒名譽法學博士；劍橋大學第345任校長Leszek Krzysztof

Borysiewicz、美國生物學家及企業家John Craig Venter及北京

大學第30任校長許智宏，則獲頒名譽科學博士。昂山素姬未能

親自出席典禮，預先錄影演辭在典禮播放。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景熙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港大頒4名譽博士

內地高校惠港生 英文2級也取錄

莫高窟3D展資料
日　　期：2012年3月17日至4月7日

時　　間：周一至周六，下午12時至8時，每次約30分鐘，最多20人

地　　點：九龍塘達康路18號香港城市大學邵逸夫創意媒體中心8樓8001室
Gallery 360

費　　用：免費

報名方法：必須網上登記（http://cmc.scm.cityu.edu.hk/pure_land/form3.php）

查詢電話：3442 2845

網　　址：http://cmc.scm.cityu.edu.hk/tc/events/pure_land.html

資料來源︰城大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思諾

■莫高窟220窟從未對外開放，當中珍品屬首次公開展出，

把港人帶進「人間淨土」。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思諾 攝

■香港敦煌之友副主席盧志明(左)及城大ALiVE研究室

研究總監Sarah Kenderdine(右)為記者擔任導賞員。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思諾 攝

■參觀者在360°

環 迴 投 影 環 境

內，可欣賞尺寸

一 如 真 跡 的 佛

龕 、 壁 畫 等 珍

品。 城大ALiVE及

敦煌研究院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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