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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局免費e導航app
載33院校3000課程
助一站式選科升學 新毅進無份學生失望

■吳克儉(左)表示，培育資優生是增強社會競爭
力重要一環。右為教育局常任秘書長謝凌潔貞。
大會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勞雅文）距離首屆新高中文憑試放榜尚餘2個
月，教育局今日推出免費「e導航新學制多元出路」智能手機應用程
式，把33間大專院校合共超過3,000個課程資料收納其中，讓學生可按
個人興趣作「一站式」升學選科參考，毋須於各院校及課程網頁「逐
個搵」
。除了學科類別劃分外，程式亦讓考生輸入成績，自動篩選合乎
成績要求課程，提供更便利升學資訊。但「新毅進文憑」課程資料並
未包括在內，引起質疑。

由

教育局及香港輔導教師協會合作
開發的「e導航」智能手機應用程
式，今日起供手機免費下載。網頁版月
前推出，供部分中學師生率先試用。「e
導航」針對新高中生多元出路，提供大
學聯招（JUPAS）
、經評審專上課程資料
網（iPASS）及資歷名冊（QR）逾3,000
個課程資料，涵蓋學位、高級文憑及副
學士等不同程度及水平的課程，並列出
學費、要求、學額、有否設面試等資
訊。

劃分為18類 依興趣搜尋
教育局總課程發展主任葉蔭榮指，程
式把課程按內容劃分為18類，學生可依
興趣搜尋，亦可輸入預期或放榜後成
績，由程式「度身訂造」
，篩選可選讀課
程。而放榜前學生已可利用有關功能作

出幾手準備。他又稱「e導航」為「一站
式」資料庫，學生可隨時隨地使用，免
除「逐個逐個網頁搵」功夫，加上設有
儲存及分享功能，方便學生及家長。
儘管如此，「e導航」亦存在「漏
洞」，預計逾萬人報讀的「新毅進文
憑」
，程式將未能提供任何資料。葉蔭榮
解釋指，由於程式設計時毅進課程仍未
落實，故只能提供基本連結。另高考生
升學資料不包括在內。

副校長讚資料準確中立
本身為中學副校長的香港輔導教師協
會主席何玉芬認為，程式能有系統整合
不同類型升學課程，不少老師試用後都
讚揚資料準確、資訊中立、個人化及可
作即時更新。她又表示，放榜後成績統
計數據及個別院校收生資料，也可能安

對於不少護理
實習生以至初入
緣
行護士來說，初
次面對病人死亡，
可算是最難接受。而接觸臨終病人所受的
情緒影響，往往較意外猝死病友更嚴重。
目睹病人不斷哀鳴、呻吟到離世，並非每
個年輕人都能妥善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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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終5遺憾 普天下共有
要學會接受，不妨嘗試站在病友角度了
解死亡。早陣子閱報，看到有作者介紹在
澳洲從事善終服務多年的護士Bronnie
Ware所著《Top 5 Regrets of the Dying》
，
指大部分生命只餘約12星期的人，不論性
別、國籍、年齡等因素，臨終前大多有5
大遺憾，依次為：
一、我希望當初我有勇氣過自己真正想
要的生活，而不是別人希望我過的生活。
二、我希望當初我沒有花這麼多精力在
工作上。
三、我希望當初我能有勇氣表達我的感
受。
四、我希望當初我能和朋友保持聯繫。
五、我希望當初我能讓自己活得開心
點。
也許只有當生命走到盡頭，人們才會意
識到錯過了甚麼。看看上述遺憾，不知讀
者又覺得當中多少屬天大難事？筆者曾接
觸不少臨終病友，他們的遺憾與上述差異
不大，當中大部分長者均後悔沒有與親人
（特別是子女）保持聯繫，這在中國人社
會中可說是常事。

■何玉芬（左）及葉蔭榮（中）均認為「e導航新學制多元出路」課程搜尋工具有
助新學制學生更方便了解課程資料。
香港文匯報記者勞雅文 攝
排透過程式即時發放，提醒手機用戶稍
後上網更新，並建議學校放榜當日開放
電腦室供學生及家長使用。
五旬節中學中六生黃天慧表示，有聽
聞「e導航」系統，相信可用作升學參
考。但她坦言對循聯招升讀8大信心不
大，「反而會考慮讀IVE（專業教育學
院）
，如知道自己想讀甚麼，有關網站亦

護士非全能 難逆轉生死
每個人面對終結一刻，態度都有所不同。有人選
擇自怨自艾或放棄；有人決定帶 尊嚴為餘下日子
劃上完美的休止符。有志從事醫護工作的同學請謹
記— 我們不是全知全能的神，無法逆轉生死，但我
們卻有能力支持病友，完成生命中最後一場「戰
役」
。我們雖然無法替生命多添一點日子，但卻能賦
予日子多一點生命和色彩。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東華學院護理及健康科學學系一級講師
戴令賢

吳克儉倡培育與時並進
考評局主席吳克儉同樣有到場，指現
今不同國家或城市都致力增強本土競爭
力，資優生培育是重要一環。他指培育
方法須與時並進，配合不同策略，才能
為社會培育新一代人才。
資優教育學院學生聖言中學中七生馮
浩然及拔萃女書院中四生黃于喬，獲安
排在會上分享。他們表示，資優生縱有
天資，也不能憑一己之力就做得出色，
需要身邊環境及其他人支持，希望是次
討論能讓教育界更了解資優生特質及所
面對的種種困難。

港專首推「國際基礎文憑」英升學
外升學夥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熙）中學文憑試及高考放
榜在即，不少考生對出路感到擔憂。香港專業進修學
校推出全港首個「國際基礎文憑課程」，讓學生可循
「1+3」模式，在港先修畢1年制文憑。只要學生達基本
成績要求，便可選擇升讀兩所英國夥伴大學不同學科3
年制大學課程。該課程提供90個學額，每年學費3.4萬
元。文憑試考生需各科獲至少共10級，包括英文2級或
以上方可申請。另由於課程主要供海外銜接，未有申
請本地學術評審，不屬香港學歷。

設計重英文 雅思需6分
港專國際教育中心主管梁校恩補充指，由於課程銜
接英國大學，設計偏重英文，要求學生赴英前應考雅
思（IELTS）並達6分，如學生失手亦可補讀暑期英文
班，確保順利銜接。

設有獎學金 最多1.2萬
課程現已接受報名，文憑試生及高考生均可申請。
財政支援方面，學生可就其中12個學分英文課程申請
持續進修基金最多1萬元資助，校方亦設有入學獎學
金。文憑試科目獲4級或以上者，可獲3千元，最多可
領取1.2萬元。

聯絡美加澳 增升學夥伴
港專通用教育學部主任蔣裕偉介紹指，是次國際基
礎文憑課程分為商學、電腦及多媒體科技和社會科學3
個主修，亦要修讀英語、學習方法、通識等，並設有
學術輔導員提供升學支援。
港專已與英國Middlesex大學或新特蘭大學達成協
議，修畢課程而且成績達基本要求的學生，可直接升
讀兩校學位課程，自由選擇不同學科。校方正與英、
美、澳、加等地多所大學聯絡，預計未來將有更多海

校舍見不足 正物色舊校
港專校長陳卓禧指，課程未有申請本地學術評審，
可增加收生彈性，個別科目優秀但部分必修科成績較
遜的學生亦有升學機會。他又透露，由於目前校舍不

■左起：梁校恩、李慧慈、蔣裕偉及陳卓禧。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景熙 攝
足，港專正於市區物色一幢舊校，現正與負責人商討
租約，預料可容納逾千學生，希望趕及9月開學投入服
務。

中大2碩士生獲「領袖」獎學金赴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港中文大學2名碩士
生獲頒「鄭明訓東西方中心領袖獎學金」，各人將於8
月前往夏威夷檀香山「東西方中心」參加為期5個月的
「亞太領袖計劃」。大會今年共選出38名來自亞太區不
同國家地區的精英學員，當中3人來自香港。

回憶驅使下 多想吃美食
相對遺憾而言，能於離開前達成小小心願，病友
往往能走得安詳。有位女病友告訴筆者，希望臨走
前能吃一碗雲吞麵，因為她入院接受化療後，已很
久沒有吃過美味的麵食。不少病友其實希望離開前
吃一些「心頭好」
，以筆者經驗，他們想吃的東西，
往往與個人回憶密不可分。
又有一位病友，跟護士說希望在醫院走完最後一
程。這位老伯原來是位拾荒者，平時棲居街頭，且
別說空調，甚至連一張像樣的木床也沒有。他說只
要讓他可舒服地閉上眼，已經功德圓滿。

很方便」
。但她坦言對毅進資料不包括在
內感到失望，「毅進也是我較次要選
擇，如真是『一站式』，有毅進會更全
面」
。另一中六學生招本立指，有信心經
聯招獲大學學位，「e導航」對他幫助不
大，「因為一早已經選好科，現在只是
等結果」
，但他認同該工具對其他學生是
個不錯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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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熙）資優
兒童如獲合適培育，前途無可限量。香
港資優教育學院與教育局昨日合辦「香
港資優教育雙年會議2012」，邀請50名
國際及本地資優教育專家擔任嘉賓，與
本地教育界共同探討資優兒童培育方
法，吸引逾300名教師、學校行政人
員、社工及教育心理學家出席。
前美國「國家資優兒童協會」主席
Van Tassel-Baska表示，近年資優教育發
展趨勢包括—重視才華發展、 重校外
支援服務、支援經濟條件不足學生、發
展精密資優課程等。

社會工作生 盼幫助弱勢

■陳宗堯(左)及楊亞楠2名中大碩士生獲頒「鄭明訓東
西方中心領袖獎學金」
。
中大供圖

麗澤中學「數理周」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高鈺）麗澤中
學日前舉辦「數理
周」活動，以提高
學生對數學和科學的
興趣。該校每天早上設有不
同數學或科學難題，供學生動腦筋破
解；另舉行「白鼠解剖」、「水火箭比
賽」、「數學魔術」、「魚洗物理共振現
象介紹」等活動，全方位提高學生數理
知識及興趣。
「魚洗」在晉朝發明，「洗」是臉盆
古稱。當在盆中放水，並用手摩擦兩邊
扶手，便會產生物理共振現象，令水花

楊亞楠在內地大學取得法律學士學位後，於上海一
所會計師樓擔任高級顧問。2年前她放棄高薪厚職，入
讀中大社會工作碩士課程，現時是二年級生，將於本
年畢業。她希望日後返回內地加入非政府組織或慈善
團體幫助弱勢社群。
入讀中大前，亞楠曾在上海一家志願機構「打工子

■麗澤中學
以不同數學
難題及科學
實驗啟發學
生數理知識
及興趣。
校方供圖

濺起，發出嗡嗡聲。據說古代戰場會用
過千「魚洗」發出聲響，帶出千軍萬馬
的氣勢，有退敵之效，有關活動吸引不
少學生圍觀及嘗試。
另有不同科學實驗包括「手指破筷
子」
、「踏雞蛋」等，透過遊戲啟發學生
以多角度思考問題，主動追尋答案。

弟愛心會」實習4個月，主要協助因父母長時間外出打
工而無暇照顧的兒童。對於這些「打工族」家庭孩子
苦況，亞楠感同身受，因她小時候被父母送到上海就
學，受盡歧視，但她樂觀面對，養成獨立性格。

公共政策生 望成為領袖
另一名獎學金得主陳宗堯，現就讀中大公共政策碩
士課程一年級。他修讀中大學士課程時，「政治思考」
課程啟發了他對政治的興趣。他一直以英國前首相戴
卓爾夫人和美國前總統列根為榜樣，學習如何成為成
功領袖。
楊亞楠及陳宗堯均表示，希望透過計劃開拓視野、
裝備自己，將來貢獻社會。

考評局網誌列口試注意事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首屆
文憑試中文科口試昨日結束，「歷史
性考試」只餘下下周開始「壓軸」的
英文科口試。考評局網誌「DSE文憑
試快線」昨日撰文提醒考生注意交通
及應試安排、記緊帶備准考證和身份
證，提早15分鐘到達試場。
考評局建議考生如未曾到過口試試
場，試前可登入該局網頁查閱試場一
覽表，亦可透過文憑試智能手機應用
程式確定地點，以更好掌握交通資
訊，確保考試當天準時抵達。至於應
考當天衣 打扮，當局指雖然口試過
程會被錄影，但錄影過程主要是為了

方便處理異常事件，考生毋須為「出
鏡」特別打扮。而口試是考核學生運
用語文和溝通能力，衣 並不會影響
分數，穿 端莊即可。另現場有兩位
考官評分，考生不用太刻意望向鏡
頭，只需按指示坐好、提高聲量，方
便讓考官記錄評分及讓系統清楚記錄
表現。
考評局又指，夏季天氣不定，出門
前應留意天文台天氣預報，最好帶備
雨傘、外套等，以免 涼。若考試當
天天氣惡劣，則要留意電台、電視台
或瀏覽考評局網頁宣布，了解公開考
試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