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筆者先前介紹過
內地大學學歷及專
業資格在港的認可

情況。時至今日，不少大學畢業生為提高競爭
力還要繼續進修碩士和博士，故香港家長和學
生或會擔心，在內地完成大學後，要到外國進
修，會否很困難？他們主要考慮到，內地的大
學體制或與外國不同，難以銜接；而且內地的
大學主要以中文作為授課語言，畢業生要適應
以英語或外語讀研究院會否很吃力？

清華北大畢業 研院爭奪對象
其實，中國過去30多年能高速發展，與學

習西方先進經驗是分不開的。特別在高等教
育方面，內地從學科設置到學位頒授等在很
大程度上參照了西方模式，亦引進了大量外
國教材。

另不少名校更實施部分課程以英語授課，同
時又與西方名校建立頻繁的學術交流及合作關
係，故中國大學的學歷在英美為首的西方世界
已被廣受認可，而清華、北大等名校的畢業生
更成為各地研究院爭奪的對象。

肯定本科水平 數理廣受讚譽
大學界普遍認同，內地本科水平相當好，特

別是理工科，而中國學生的數理基礎也廣受讚
譽。當今世界，科研及商界不少傑出人才，都
是持有內地大學學士學位，再在歐美名校取得
博士學位的。至於香港各大學的教授中，有超
過1成是同時持有內地大學學位及歐美名校博
士學位的。

香港金融界也有類似情況，如聯交所行政總
裁李小加就是在廈門大學取得學士學位後，再
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考取博士學位。

另外，在內地取得學士學位後，要銜接至香
港各大學研究院亦相當簡單。在港校的碩士、
博士研究生中，有近2/3是內地大學畢業生。

前人表現出眾 助報美國名校
一位即將於湖南大學政務學院畢業的同學，

去年拜訪筆者，諮詢有關報考美國大學研究院
的意見，並邀請筆者為他寫推薦信。他在大三
時已通過美國的托福試(TOEFL)和美國研究生
入學考試(GRE)，且大學成績優秀。筆者回應
指，由於中國留學生在美國表現出眾，他可放
心選報高水平的名校。其後他以電郵告知筆
者，報考了賓夕凡尼亞大學、南加州大學、紐
約大學和波士頓大學，並獲各校錄取。最終他
決定入讀賓夕凡尼亞大學的研究院。

由此可見，取得內地學士學位後，要銜接世
界各地的研究院，可謂路路暢通。當然，同學
要明白，要銜接世界，成就美好前途，最基本
條件是要努力學習，爭取好成績，並在英語方
面達到大學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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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由香港中文大學英文系及藝術行
政主任辦公室合辦的「第八屆中國大學莎劇比賽」，將於5月28日
至30日下午3時在中大邵逸夫堂舉行決賽，活動歡迎巿民入場，
個人門票於5月7日起免費派發。活動當日，大會免費穿梭巴士將
於每天下午2時半開始及比賽結束後，接載觀眾往返大學港鐵站
及比賽會場。有興趣人士可致電3943 7528查詢詳情。

14校月底逐鹿中大
上述活動初賽已於本年1月以錄像形式舉行，共有44間大學參

賽，最後14間大學晉身決賽，包括上海復旦大學、貴州大學、海
南大學、嶺南大學、南京大學、台灣大學、山東工商學院、深圳
大學、四川外語學院、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大學、清華大學、對
外經濟貿易大學及武漢大學。

為了提高參賽者的演出質素，大會於去年分別在香港中文大
學、北京大學及浙江大學舉辦為期3天的莎劇表演大師班，為參
賽隊伍提供戲劇表演訓練。

過去幾年來，新詞語、
潮語、銳詞等風行內地網

絡，「打醬油」就是其中一個。熟悉網絡詞語的人一定
都知道「打醬油」的由來和含意。大概是2008年，一位
記者在街頭隨機採訪市民，受訪者應答說：「不關我
事，我是出來打醬油的。」意思是指「路過」、「不關我
事」。

這句話在網絡上迅速爆紅，「打醬油」也成為當年的
流行語，並且衍生出了「醬油族」等一系列新詞。

上課不常點名 考試容易
近來，這股潮語風吹進大學，出現了所謂「醬油課」、

「潮課」。「醬油課」是指在內地大學裡那些「上課不常
點名，考試容易通過，學分容易到手」的課程。據報
道，不少大學生在選課時往往會優先選擇這類「醬油

課」。
「醬油課」受歡迎，一方面是有些學生上了大學後就

鬆一口氣，把上大學的目的簡單視為混學分、拿文憑、
找工作，只求過關不重收穫。另一方面，學校對學生的
要求和管理都相應鬆懈，有些教師也忽視教學。這種現
象已引起有關部門的關注。

據報道，今年3月，教育部在北京召開了全國全面提升
高等教育質量工作會議，把提高教學質量列為最核心、
最迫切的任務。希望可以扭轉「醬油課」的風氣。

「潮課」新奇刺激 提積極性
與「醬油課」相映成趣的是「潮課」。這是指有些學校

為了「趕潮流」，迎合學生好奇的心理，特別開設一些新
奇刺激的課程，吸引學生爭相選讀。據媒體報道，具代
表性的「潮課」有《哈利．波特與遺傳學》、《三國殺攻

略教程》、《愛情心理學》、《奧斯卡經典電影欣賞》，乃
至研究品酒、星座、化妝等等。

對於「潮課」的教學內容與方式，學術界、社會上有
不同看法。一種認為有助提高學生的學習積極性，一種
則認為是一場「鬧劇」。孰是孰非，有待觀察。

香港歐美等地 名堂不同
其實，不論「醬油課」還是「潮課」，在香港以至歐美

等國家，應該是早已有之，只不過名堂不同而已。在上
世紀歐洲很多傳統大學，學生獲大學錄取後可自由選讀
或旁聽不同課程，有的甚至到咖啡店或啤酒屋和同學討
論各方面有關論題而不上課，直到自覺時機成熟就報名
考試及提交論文，成功通過後則畢業並獲得學位。現在
經常談及的「通識教育課程」與有系統的「潮課」是否
有相同之處，值得教育工作者深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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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大學莎劇賽 免費門券周一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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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所內地高校
免試招收港生計劃，將按本地公開試成
績收生，吸引逾4,000人報名，計劃目前
已進入遴選階段，將於本周末進行面
試。至於沒有應考今屆公開試，又或者
想得到雙重保障、更多選擇的考生，則
會透過應考「內地聯招」升讀內地高
校。

「惡補」各科知識 考前最後衝刺
每年的5月都是考內地大學入學試的高

峰期，今年除了在月中會有暨南大學和
華僑大學的兩校聯招考試外，月底還會
有內地聯招考試，以及中山大學單獨招
生入學試。由於兩地學制不同，課程內
容也有頗大差異，不少港生都會報讀內
地大學入學考試備試研習班（俗稱「雞
精班」），「惡補」一下各科知識，以作

考試前的最後衝刺。

文憑試生趕尾車 本月加開課程
香島專科學校發言人指，今年報讀該

校雞精班的學生大幅上升3成至4成，主
要是因為無論高考生或文憑試生都對課
程有很大需求。校方表示，以往該校只
會在11月及4月各舉辦一次雞精班，限於
人手關係，每科每次最多可以開兩班，
每班約40人，課程亦經常爆滿。不過，
由於今年文憑試的公開試時間主要在4
月，不少文憑試生都無緣報讀雞精班，
希望校方可以加開，故校方就於本月加
開一班，讓文憑試生搭上「尾班車」。

通脹影響成本 8年首度加價
雖然課程非常賣座，但雞精班的學費

近年都維持在650元5堂，一年制全日課
程則將由下學年起，上調2,700元至25,200
元，校方解釋課程已8年沒有加過學費，

加上近年通脹嚴重，所以才會加價。
除了個別考生自己報讀外，也有學校

為學生未雨綢繆。香島專科學校表示，
有學校和他們合作，邀請他們逢星期六
派教師到學校為中五生補課，讓他們有
更充裕的時間去了解內地聯招的考試制
度。此外，該學校還準備在文憑試考完
後，率領一眾有意到內地升學的應屆考
生，密集式地補課兩星期，爭取最後機
會預備內地升學試。

考生3報精讀 學習考試重點

準備3度報讀雞精班的學生文潔英，本
來也是香島專科學校一年制課程的學
生。她表示，由於平日校內講解的是課
程內容，雞精班講解的是考試重點，

「再加上內地數學科的程度比香港深得
多，我對這科信心不大，所以就3報雞精
班」。

不過，近年內地聯招將文科、理科數
學卷分開的模式，改成文理合流，她坦
言這對作為理科生的自己來說，優勢較
以往大，希望再加上自己一直以來的努
力，可以升讀北京師範大學。

學校邀香島派員補課 文憑試後密集催谷
「雞精班」報名增四成
港生備戰內地聯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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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雙軌年」下兩批公開試考生同時

升大學，學位競爭十分激烈，轉戰內地遂成為港生的另一條重要出

路。舉辦了多年內地大學考試預備班的香島專科學校透露，今年報讀

學生比去年大增三成至四成，學校要加開「雞精班」，當中更不乏連報

3次的學生。另亦有學校主動邀請香島專科學校每周派員到校為中五生

補課，以作最後催谷。

內地升學系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內地大
學考試預備班雖然越來越多人報讀，但香
島專科學校在開辦課程時卻面對三大難
處，包括學生差異大、開班日期尷尬，以
及教學人手不足。

課程差異 從零教起
本港中學文憑試學生只需修讀4主科和2

選修科，學科配搭沒有文理之分，以往文
科生會讀的地理、歷史；理科生會讀的物
理、化學，新學制下的學生都可以不選
修，以致出現學生對部分學科「零概念」
的現象。

另一邊廂，內地聯招卻明確分開了文科
和理科兩套考試，導致兩地課程差異進一
步擴大。香島專科學校發言人指︰「有些
文科生可能完全沒有讀過地理，但它卻是
內地大學文科考試的必考科目，我們的教
師只可以從零教起，班中的學習差異也因
此變得很大。」

考期接近 教員不足
此外，由於文憑試主要在4月開考，內地

升學試在5月，學生往往4月前要忙 複習
本地公開試，5月又要趕 應考內地考試，
要報讀有關課程只能在夾縫中擠出時間。

除了學生，教師也疲於奔命。雖然香島
專科學校既有長期、又有短期課程，更有7
個不同科目供學生選擇，但教學人手加起
來不過10多人，以致要加開課程也有頗高
難度。發言人指︰「我們希望找些有內地
教學經驗的教師，最好也了解香港制度，
但合適的教學人員真的不容易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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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醬油課」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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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熙）近年香港致力發展教育產

業，推出多項措施吸引各地學生到港讀書，教育局局長孫

明揚表示，目前修讀公費資助課程的非本地學生人數已超

過1萬人，比過去5年大增9成，反映措施成效明顯。另當局

現正研究，內地高中生可否來港修讀由可頒授學位的香港

高等院校開辦的短期課程。

教育局資料顯示，在2010/11學年，連同修讀自資課程的

人數計算，香港有近1.8萬名非本地專上學生，來自全球70

個國家或地區。不過，部分國家的學生如希望來港就讀，

因現行入境政策限制，未能像其他國家人士順利到港，須

按個別情況處理，包括阿富汗、柬埔寨、古巴、老撾、尼

泊爾等。過去3年，入境處只接獲184宗以上國家國民來港

就讀的申請，其中18宗申請被拒。

教局擬辦高校短期課
此外，教育局現正研究，內地高中生可否來港修讀由可

頒授學位的香港高等院校開辦的短期課程。根據現行政

策，內地中學生只可在教師陪同下，來港修讀經教育局批

准的中學短期交流計劃，最長時間為兩星期。入境處資料

顯示，過去3年並無接獲此類申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
鈺）香港布廠商會朱石麟中
學早前舉辦為期4天的新加
坡英語及科學學習團。校方

希望透過是次交流，讓同學考
察當地的科學設施及發展，了解當地多元
文化的特色，並與當地學校師生交流。

一行人參觀了牛車水原貌館、小印度及
阿拉伯街、科學館、動物保健及研究中
心、老巴剎夜市等景點，學生更由教師帶
領，乘搭當地的地下鐵路，藉此與香港鐵
路的設施作一對比。

此外，校方亦安排學生到新加坡林景中
學交流，朱石麟中學派出印度裔學生以印
度語向對方的師生問好，再以英語作出短
講。兩校同學除了一起上英文課外，還上
了以英語授課的中醫針灸課，不少朱石麟
中學的學生均很感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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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屆中國大學莎劇比賽」免費門券周一派發。圖為

去屆比賽情況。 中大供圖

■朱石麟中學一眾

師生到新加坡林景

中學交流，並合照

留念。 學校供圖

■朱石麟中學早前舉

辦為期4天的新加坡

英語及科學學習團。

學校供圖

■去屆中國大學莎劇賽情況。 中大供圖

■今年首次出台的63所內地高校免試招收港生計劃，

吸引逾4,000人報名，亦帶動了港生到內地升學的意

慾。 資料圖片

朱石麟中學師生訪星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