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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所內地高校免試招港生計劃」的其中4

所名牌大學，昨繼續在港進行面試。據了

解，昨日新一批的試題仍然保持刁鑽，如

北京大學考問學生「福特汽車為何於1914

年加薪」；中山大學則要求學生翻譯「自

閉」，不少考生均茫無頭緒。有院校招生

負責人指，港生在小組討論時愛將「我非

常同意剛才那位同學的意見」掛在口邊，

人云亦云；另文憑試考生態度被動，往往

給高考生比了下去。

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復旦大學及中山

大學昨日繼續於香港大學借出的場地，完

成一連兩天的面試工作。由於首日面試的

題目已經曝光，各院校昨以全新的題目考

核學生。其中，以北大的題目較多元化，

而且最考學生反應。該校要求考生討論，

「如何在以陌生人為主的社會中，取信於

人」，有考生回答要憑真心助人，卻被考

官追問：「內地常有幫助公公、婆婆，但

反被他們騙財的例子，那怎麼辦？」另有

題目假設考生是一個生態區的領導人，既

要想辦法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但又要保護

環境。至於較為刁鑽則有「福特汽車為何

於1914年加薪」，不少同學認為考核內容

「太久遠」且涉及不熟悉的經濟理論，故

不懂回答。

至於清華大學，則問學生若同時獲香港

的大學與清華大學取錄時，會如何抉擇，

以了解學生的誠意。而中山大學曾讓個別

學 生 翻 譯 「 自

閉」，又要求學

生 就 「 科 技 進

步，人類的能力

會否倒退」作小

組討論。

兩日面試
北大感滿意

總結港生兩日

面試表現，北大

招生辦公室主任

秦春華指，對學

生整體表現感到

滿意，並指面試

問題主要考察學

生思維是否明確清晰、對中西文化的了

解，也想了解學生有無責任感、對社會是

否關心。該校將58名參與面試學生中取錄

10人至15人。他表示，上述「生態區」一

道平衡性的問題，有一定難度，但學生答

得非常好，「有人舉例可參考民宿的方

式，他們不一定接觸過，卻能感同身受站

在當地人的立場，很突出」。

不過，秦春華亦指港生在小組討論時有

一個「有趣」現象，就是將「我非常同意

剛才那位同學的意見」變成了「口頭

禪」，他認為，學生較少提出啟發性或與

別不同的建議，而是「跟 別人做」。他

估計，港生為表現得謙遜及友善，往往先

同意別人的觀點，而北大卻希望取錄能表

達個人意見的學生。

中七生表現較中六生成熟
此外，秦春華又認為中七生表現較中六

生成熟，指前者通常會首先發言，又會帶

領整個討論環節，相反，只有中六生的小

組討論組別，很多時會出現「你眼望我眼」

的「禮讓」情況。

會考獲7A的中七生姚同學指，鍾情工程

系，若獲清華取錄修讀該系，會放棄本港

的升學機會，「清華於國際的認受性高，

而該行業最終都可能要到內地發展，讀清

華可以提早建立人脈」。

內地高校港面試 學生被批常講同意

「現在你
幻想我是你
最 好 的 朋
友。我告訴
你，我得了

抑鬱症，最近很不開心、很想放棄⋯⋯
你，會怎樣回應？」我對叮噹說。

「⋯⋯」
我繼續說：「叮噹，我很辛苦，每晚

根本無法入睡，在床上不斷想，公開考
試是為了什麼？讀書是為了什麼？做人
又為什麼？我會想，爸爸媽媽為什麼要
把我生下來？我的出生一定是場意
外！」

出席面對 考不好沒關係
叮噹回應：「你很辛苦吧！沒錯，但

你之前不是頗享受在學習中解決難題的
過程嗎？公開考試，你量力而為好了，
出席了、面對了，考不好也沒關係，至
少是盡了力。」

「可是我也介意老師、同學怎麼看待
我，他們不斷鼓勵我上學，我怕好像辜
負了他們對我的期望！我真沒用！」我
說。

「你不想辜負他們，就要先振作啊。
調整好身體，往正面的方向想，他們會
體諒的！」叮噹鼓勵道。

「但對家人來說，我就似是個負累，
媽媽也說我『麻鬼煩』！」

叮噹遲疑片刻，說：「你還有我啊！
作為你的好朋友，我會支持你的！」

我重複：「可是我的家真的好吵，真
煩！我不想對 他們！」

叮噹笑道：「他們是疼錫你的，只是
不懂得用適合你的方式對你⋯⋯哈哈，
自己說好像有點勉強！」

沉溺負面思想 難以自拔
叮噹這幾年抑鬱的狀況反反覆覆的，

近來更因為要應付公開考試進而負面思
想不斷，甚至有過輕生的想法。我希望
她別太沉溺於負面情緒，故這一次，我
嘗試與她換轉角色，我飾演「傾訴
者」，叮噹飾演「聆聽者」。

我的對白，其實已經聽叮噹說過許多
許多遍；而叮噹的對白，我倒是第一次
聽她說出來，那就像是她身體裡另一個

「樂觀」的叮噹對自己的鼓勵。
「換轉角色去想，似乎好多了⋯⋯」

叮噹說。
「我們鼓勵身邊人時，總希望他們不

要對自己太苛刻，但相反，我們常常都
對自己太苛刻。」

重複擔憂等於自我恐襲

叮噹回應：「對啊！我呆在家裡想東
想西，有些令我沮喪的事情，就像當年
911時，飛機撞向世貿的畫面重複又重
複在電視上播放，我的擔憂、負面也在
腦海不斷重複。」

「你整天抱 負面的想法，不就是對
自己的恐怖襲擊囉！」我拍拍叮噹的肩
膊，希望她能夠多愛自己一點，多看到
人生的美好。

抑鬱的路很難行，一步一艱辛，生命
當中可能需要來來回回這條路好幾遍。
叮噹需要的不單是一位同行者，她更需
要的是對自己的接納，及一顆懂得欣賞
自己、欣賞別人的心，相信愁雲慘霧終
於過去！

香港家庭福利會

註冊社工張湘英

網址：http://www.hkfws.org.hk

不知樹仁3月已截止 不清楚自資課程遴選機制
六成文憑生懵然
課程截止報名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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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自己的恐怖襲擊

提供學生輔導服務的學友社，於今年2
月至3月期間以問卷成功訪問了接近

2,500名應屆文憑試考生，了解他們對升學
出路的看法。調查顯示，約六成三同學知道
各自資學士學位及副學位課程的基本收生要
求，但近六成同學不清楚各校的報名截止日
期。

逾半不知E-APP運作流程
學友社學生輔導中心副總幹事吳寶城表

示，樹仁大學早於3月中已截止報名，但近
日竟然還有同學查詢樹仁大學的報名程序，
反映同學對各自資院校的申請資訊、收生資
料並不清楚。他更指，針對高考生的升學資
訊尤其缺乏，「政府推出E-APP的時候，高

考生已離校，因此他們對E-APP全無概念」。

倡優化系統參考聯招
調查又發現，有61%人認同「E-APP」，但

過半數受訪者不清楚其運作流程。吳寶城
指，今年教育局推出新的網上報名平台「E-
APP」為同學帶來便利，但各院校提供的資
訊仍非常混亂，各校招生日期和辦法各有不
同，故建議當局優化系統，並參考「聯招」
(Jupas)做法，統一各校的招生日期和程序，
以方便學生。

作為首屆文憑試考生，因為「前無古
人」，七成半的同學在選擇升學出路時，最
擔憂的是「難以估計文憑試的成績」。吳寶
城表示，同學在考試後，理應更了解自己的
考試成績，出路的選擇會更明確，擔憂自會
減少。他建議同學應以最保守的態度估算成
績，要「估低兩級」，因此不要只考慮自資
學士學位課程，亦要留意副學位課程的升學
資訊。

他又特別提醒同學，可根據自己估計的成
績，於6月4日之前繳交80元，更改大學聯招

中已選報的課程選擇，希望爭取較佳的課
程。

考生多感前路仍不清晰
應屆文憑試考生雷彥霖表示，一直心繫新

聞傳播工作，因此聯招首選已報選浸大傳理
系，另外亦有報讀樹仁大學和 生管理學院
的傳播學系。不過，他對於升學出路未抱太
大信心，「雖然自己有幾手準備，但好難估
計自己的成績，因此前路仍不清晰」。他表
示，會繼續留意不同的自資學士學位及副學

位的升學資訊。

學友社6月推放榜號外
學友社在6月下旬及7月中會推出《出路

指南2012－高考放榜號外》及《出路指南
2012》，將分別免費派發予全港高考生及文
憑試生。內容包括放榜準備、聯招重要日
程、非聯招課程及海外升學等資訊。指南將
會在學友社總社、學友社學生輔導中心、公
共圖書館及各大書局派發，詳情可參閱網址
www.student.hk。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思諾）首

屆文憑試各筆試項目已完成，考生們

開始為升學出路而迷茫。一項調查發

現，近六成應屆文憑試考生不清楚自

資學士學位及副學位課程的報名日

程，有院校在3月已截止，但部分學

生仍懵然不知。另分別有超過六成人

及五成三同學指，弄不清自資課程的

遴選機制，也未掌握教育局新推出的

網上報名平台「E-APP」之運作流

程。

部分自資院校申請資料
院校 申請日期 申請費用

明德學院 3月至7月31日 $150

香港教育學院 11月至8月 $150

香港公開大學 2月1日至8月24日 $200

珠海學院 2月1日至8月31日 $200

生管理學院 11月12日至8月31日 $100

東華學院 11月1日至8月31日 $200

明愛專上學院 1月3日至9月28日 $200

香港樹仁大學 2月13日至3月15日 $200

職業訓練局 4月30日前 $200

資料來源︰政府網頁 iPASS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劉思諾

內地院校部分面試題
院校 題目
清華大學 若獲香港的大學與清華

大學同時取錄，你將如
何抉擇？

北京大學 在主要為陌生人的社會
中，如何取信於人呢？
假設現時有個生態區，
而你是當地領導人，將
如何在提升人民生活水
平，同時保護環境？
福特汽車為何於1914年
作員工加薪？

中山大學 科技進步，人類的能力
會否倒退？
請將「自閉」翻譯成英文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勞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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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會中學辦社科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為讓

各家長進一步了解香港浸會大學在雙

軌年的收生要求、四年制本科課程特

色及聯合收生等安排，浸大將舉行3

場「香港新高中學制入學須知」家長

講座系列，講座將以小組討論形式進

行，由教務長蘇國生主持，不同學院

的代表將參與討論。

講座分九龍區、香港區及新界區進

行，其中九龍區已額滿。至香港區的

講座則會於本月25日（星期五）假座

庇理羅士女子中學禮堂舉行；新界區

講座於6月1日（星期五）於浸大附屬

學校王錦輝中小學二樓禮堂進行。2

場講座舉行時間均為晚上7時至9時。

由於場地座位有限，活動以先到先

得的形式接受報名，有興趣的師生、

家長可登入網址：

http://334parenttalk.hkbu.edu.hk/登

記留座。查詢電話：3411 5027。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

鈺）廠商會中學為提高同學
對社會科學範疇的認識及興
趣，早前舉辦了為期1星期的
社會科學周。活動包括商業
科「股災對對碰」遊戲、經

濟科的「認罪？不認罪？」遊戲、健社科的
「水果樂繽紛」攤位和健康飲食常識問答比
賽、旅館科的「摺餐巾挑戰擂台」、通識科的
時事常識問答比
賽、十大新聞選舉
及以雙非孕婦為議
題的午間論壇。

此外，校方亦
安排高中學生到
新立法會大樓參
觀，以加深他們
對立法會工作的
認識；初中學生
則參觀金管局資
訊中心，學習香
港貨幣和銀行的
發展。

■「水果樂繽紛」除了

有遊戲玩之外，還有水

果贈吃，令同學提高注

意健康的意識。

■股災對對碰，考驗對詞語的熟悉程度。

■學友社調查顯示，近六成應屆文憑試考生不清楚各自資學士學位及副

學位的報名日程。左起︰雷彥霖、吳寶城。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思諾攝 ■對於教育局新推出的網上報名平台「E-APP」，53%的學生表示，不清楚其運作流程。 資料圖片

■兩位考北大的陳同學均表示，擔心今年升學競爭大，考慮到內

地升學。 香港文匯報記者勞雅文攝

■秦春華希望通過面試取錄有個人思考

的優秀學生。香港文匯報記者勞雅文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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