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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職博覽首日主打內地 華大「航空課程」擬招港生

華大增文化交流 國際生升五成

神州學科多元化
港生北上選擇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婷芝）由香港貿發

局主辦的第二十五屆「教育及職業博覽」昨日

於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正式開鑼，一連4天的展

覽首天以「中國內地教育日」為題打響頭炮。

近年香港社會開始認識到內地升學的優勢，令

參展的內地院校吸引不少港生的注目。有內地

大學便有意開放專門培育空中服務員的「航空

課程」，計劃在未來一兩年內由只招內地生擴

至招收港生，進一步反映內地大學學科多元

化，可望為港生提供更多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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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高校走向國際化，華僑大學亦不
例外，該校近年國際生(不包括港澳台學
生)就由2,000人增加至3,000人，大增五
成，有利增加學生間文化交流機會。昨
於教育博覽協助學校處理招生工作的港

生李瑋晧，本身是該校設計學的學生，他介紹
指，華僑大學以土木工程和經濟學較有名，最
多港生選報，該校去年便取錄1,200名港生，
未來會增加與本港中學的交流機會，繼續增加
宣傳。

「末代」會考生：內地機會更大
李瑋晧表示，內地高校多獎學金，對港生有

吸引力。以華大為例，專為港生而設的獎學金
就有4個，最多同時可獲高達2萬元人民幣。他又
指，取得獎學金條件並不困難，他自己今年就有兩
個。
李瑋晧原本是香港「末代」會考生，因為公開試
成績不理想，選擇到內地升學。以前覺得內地教育落
後的他，至今已經完全改觀，他發現內地跟本港的城
市發展沒有太大分別，而在內地讀書和畢業，也不覺

得「低人一班」。他又指，自己普通話不好，現在已
慢慢變得流利。
他又分享指，就自己所屬的設計行業而言，香港
發展已近飽和，反而內地人才缺乏，機會更大。他正
計劃畢業後先回港，由初級設計做起累積經驗，到一
定水平後再回內地爭取更大發展空間。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馮婷芝

位於福建省的集美大學2012年起
可按香港文憑試的成績免試招收港
生，該校開放66個本科課程供學生
選擇，專業範疇涵蓋面多而廣，其
中包括本港少有的農學，航海和水

產等，也有很受港生歡迎的經濟學和管理
學。

港生轉系有「特惠政策」
集美大學全日制在校生有多達26,000

人，其中港澳台學生就有近500個。該校
招生辦老師劉慧芳表示，過去兩年共招收
約100名港生，報到率整體達七成，期望
未來有更多學生報讀。學校一直設有多項
面向港生的優惠，例如只要學生符合入讀
的資格，便可按意願選科，連轉系都有
「特惠政策」。
該校的內地學生申請轉系須「過五關，

斬六將」。劉慧芳指，內地學生需要成績
排首十名才可以提出申請轉系；如申請超
出學系名額，學生還需通過考試競逐轉系
的名額。不過，港生則不受限制，若他們
修讀學科一個學期後，發現學科並不適合
自己，可以申請轉系一次，申請通常會獲
批。如申請轉系的學科超出學生的能力，
教師會先行給予提示，讓學生考慮。有學
生表示，院校對港生能力和興趣方面的照
顧都是吸引之處。
另外，由於各科專業課程的基礎知識不

同，學校會根據港生的學習情況，在課堂
上給予協助。港生在學期間，亦可申請豁

免修讀軍訓和政治理論課。談到港生的學習困難，
劉慧芳指，有些學生不適應繁體字與簡體字的轉
換，但認為只是一個學習過程，學習上並無大問
題。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馮婷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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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婷芝）暨南大學是其
中一所積極招收港生的內地院校，該校招生辦工
室副主任謝偉卡表示，2013年及2014年，該校每
年約取錄1,300名至1,500名港生，收生人數平
穩。據了解，該校沒有就招收港生設限，每年按
資源和配套決定予港生的學額，未來或增加約
100個至200個學額。
謝偉卡表示，國際學院的課程實行全英語教學，
而收生的標準自去年起提高，如英文科由原本的文
憑試3級提高至4級，但仍然受學生歡迎。經濟、
管理、新聞、外語和中醫，以及較少內地生報讀的
酒店和護理學較多港生選擇，至於金融和會計學名
額去年就有上百人報讀，爭取30個學額。

謝偉卡又表示，港生到暨大升學沒有困難，由配套至教
學均有支援。他表示，學校特設專班，採取內地生與港澳
台生分流教學，讓港生更容易適應學習。
談到內地升學的優勢，謝偉卡表示，內地發展有目共
睹，而暨大全國排名約50名，廣東省30萬文科考生要排
首2,000多名才能報讀，但港生報讀的門檻則很低，只需
文憑試「3322」的基本要求即可。他强調內地大學學科
多元化，可供港生多種選擇，鼓勵港生到內地升學。

■劉慧芳(左)表示，過去兩年共招收約100名港
生。 劉國權 攝

教育及職業博覽昨舉行開幕禮，行政會議成員胡紅玉擔任
主禮嘉賓，今年有約770家來自16個國家和地區的教育

機構、顧問公司、專業學會、公營及私營公司參展，免費開
放予公眾參觀，不同攤位分別提供升學、進修和就業等資
訊，幫助青少年探索發展未來路向。
展覽的升學部分首日以「中國內地教育日」為主題，近20
個攤位包括內地及澳門高等院校、相關交流及支援機構等在
場內提供有關升學資訊，受不少學生關注。其中招收港生較
多的華僑大學，其航空學院今年首設新課程，以「特招」形
式招生，主力培育空中服務員。
華僑大學港澳台學生聯絡部副部長黃嘉裕表示，有關課程
與廈門航空合作，正計劃一至兩年後擬開放予港生申請，整
個課程學額約為100個至150個，暫時未設招收港生的比例，
學生需通過身高等測試，成績反而屬次要。

內地就學經驗利搵工創業
負責「內地高校免試招港生計劃」的中國教育留學交流(香
港)中心，招生事務總監章文歡表示，過往部分港生對內地升學
存在誤解，以為內地教育相對落後，校舍較殘舊，但事實上，
內地大學學位競爭激烈，院校和學生質素高，而招港生的門檻
也較易達到，旨在為港生提供更多選擇和出路，而非單為自己
拓展生源。
他舉例指，以內地學術水平頂尖的浙江大學為例，一般每1
萬名內地高考生中首5名學生才有機會獲取錄，學生質素極
高，而港生如能在文憑試核心科目奪得不俗「4444」級，在入
學上已「有偈傾」，非常優惠。
章文歡續指，內地大學近年「改頭換面」，幾乎每個大城市

都建新校園設施，配套與環境甚至較港校優勝。他指，若學生
能多做功課，會發現內地升學選擇極多，而近年很多於內地有
業務的機構，對同時熟悉內地與香港的人才非常渴求，港生若
擁有內地就學經驗，對日後就業和創業均有好處。

英文「肥佬」生北望神州
嶺南中學中五生孫同學，因英文水平較差需要重讀中四，
估計自己英文程度與文憑試2級相若。他指雖然自己商科成
績全級第一，但英文不達標下升讀本地大學無望，有意到內
地升大學，更已初步獲中學校長同意作推薦；以至今收集的
資料所見，他較心儀暨南大學和武漢大學的工商管理與金融
學系。

中五生嘆港求學壓力大
佛教覺光法師中學中五生林同學正考慮報讀內地大學醫科，
她指在香港讀書，學業壓力大，「(文憑試)「4444」也未必入
到八大，內地「3322」就很大機會收」，加上內地學費便宜，
又有獎學金，「不似香港讀完出來一身債。」香港仔浸信會呂
明才書院中四級的李同學指，香港學位競爭大，而內地升學選
擇更多，自己有意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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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清孟率豫團參展 金融管院簽約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朱利、曹宇、高攀 香港報道）
今年的香港教育與職業博覽，赴港參展的河南教育代表
團，由河南省教育廳廳長朱清孟率領鄭州大學、河南大
學、河南農業大學等十多所河南高校30餘人前日抵
港，並到中聯辦拜訪，又參觀了香港金融管理學院及簽
署合作協議。

拜訪中聯辦 與李魯談兩地合作
河南教育代表團4日下午拜訪了中聯辦，獲中聯辦教
育科技部部長李魯的熱情接待。李魯表示，為加強香港
高校與河南高校在人才培養和科研方面的合作與交流，

教育部年前推出「香港與內地高校師生交流計劃」（簡
稱「萬人計劃」），它通過向內地高校提供項目經費支
持的辦法邀請香港大學的本科生、碩博士研究生及教師
到內地高校學習、科研實習、社會實踐，包括參加交換
生課程、講座、學術競賽、社會服務等內容，非常適合
與文化歷史名省河南合作，這也將促進香港對內地的深
一步交流。
朱清孟對李魯表示了感謝，並指出河南目前的教育現

狀還相對落後，需要加強教育的對外開放水平，而此次
前來的代表團有多家高校都有與香港合作的意向。
除到訪中聯辦，河南教育代表團當日也到了香港金融

管理學院參觀和舉行座談，歷經了一年多的溝通和了解
雙方已達成合作意向，由朱清孟代表河南省教育廳、婁

源功代表河南大學，也分別於香港金融管理學院舉行了
合作簽約儀式。

■河南教育代表團抵港後拜訪中聯辦。 ■河南教育團拜訪香港金融管理學院。

佛山科技院全額獎學金招港澳生 佛山職業技術學院「校企聯動」育人才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蘇徵兵）正在參
與教育與職業博覽展
的佛山科學技術學
院，黨委副書記許曉
珠昨日在博覽會場受
訪時透露，正籌備以
全額獎學金吸引港澳
學生報讀；學院對今
次赴港參展寄予厚
望，希望在港澳生招
生方面有重大突破。
針對港澳學生，佛

山科學技術學院每年將土木工程、畜
牧、醫學護理、經濟管理優勢專業向
面試入學的港澳生開放。今年學院更
正商討，利用港澳人士的捐款，全額
補助港澳生在校的所有費用，獎學金
制度將適用所有港澳學生。

偕紐約理大合辦「2+2」留學
學生交換和學術領域合作項目方

面，佛山科技院已與香港高等科技教
育學院（THEi）及台灣兩所科技大學
簽訂協議，並先後與英國、美國、德
國、新西蘭、澳大利亞、莫桑比克等

10餘外海外高校建立了友好關係，進
行長期學術交流、科研合作和聯合培
養研究生等。其中學院2011年起與紐
約理工大學合辦「2+2」留學項目，在
校生除大一外均可參與獲得出國留學
機會，取得兩地學位。
另佛山科技院又向香港取經提升師

資，其中2014年赴港澳台地區交流共
12批61人次，學院又向香港學習國際
化高校管理模式，其中層幹部管理培
訓班邀得香港理工大學設計包括管
理、科研建設、素質保證等七門課
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徵兵）今年參與展
覽的內地院校十分多元
化，當中包括佛山職業
技術學院。該校副院長
趙銀生昨日表示，校方
與香港職業訓練局的職
業培訓方面有較多合作
項目，而與香港理工大
學在師資培訓和學生交
流上也在嘗試合作，該
校一直借鑒港校經驗，
努力促進雙方全方位合作。教務處副處
長陳大力又指，學校在上屆香港教育展
期間，已多次與香港酒店旅遊管理學院
商討與港方合作辦學模式。

推畢業生零距離就業
佛山職業技術學院以工科優勢依托

珠三角地區強大的製造業產業，故畢
業生98%以上就業，為了加強對外宣
傳，該校已經連續4年參加香港教育及
職業博覽。趙銀生表示，學院正全面
實施校企合作、工學結合的開放式辦
學模式，與企業合作共建了100多個校
外實訓基地，又與佛山及珠三角地區

多家知名企業合作開設冠名訂單培養
班，大力推動「校中廠」、「廠中
校」的建設，並與地方政府、學院、
工業園區、企業、行業協會等共同搭
建政校企行合作平台，形成了「校企聯
動、學做合一、訂單式培養」的人才培
養模式，推動畢業生零距離就業。
趙銀生指，廣東是製造業大省，也
是信息化大省，佛山市是世界級的製
造業基地，電子信息及裝備製造、家
用電器、光機電一體化、LED照明等
行業均需要大量高技能型人才，學校
實施的高職本科一體化培養試點專
業，可配合地方產業對人才的需求。

■佛山科學
技術學院黨
委副書記許
曉 珠 （ 左
二）接待港
學生諮詢。

■佛山職業技術學院教務處副處長陳大力回答港生問題。

■謝偉卡表示，學校近兩年收生人數平穩。
劉國權 攝

■李瑋晧指，華大會增加與本港中學的交流機會，繼續宣傳
招生。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章文歡指，港生內地就學，對日
後就業和創業均有好處。 劉國權 攝 ■孫同學 馮晉研 攝 ■李同學 馮晉研 攝 ■林同學 馮晉研 攝

■參展的院
校包括有暨
南大學、集
美大學和華
僑大學等高
校，獲不少
學生關注。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劉國權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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