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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試招生現場確認 首日吸220文憑試生

北大教授赴港教仁大生中史

港生盼北上讀音樂
嘆本地課程無得揀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歐陽文倩）

近年北上升學漸成趨勢，2015年「內

地部分高等院校免試招收香港學生計

劃」昨日開始現場確認階段，首日已

有220位應屆文憑試考生相應到不同

中心辦理手續。有心儀清華大學法律

課程的尖子表示，內地頂尖名校的課

程與本地院校相比毫不遜色，甚至有

更多交流機會，是很好的讀書機會；

也有希望發展音樂事業的學生，因為

香港缺乏相關課程，一心瞄準星海音

樂學院，希望可以在該校發展所長。

中學實驗室升呢 首設腦細胞培植器

城
大
校
長
訪
北
大
清
華
商
合
作

科大王則翠演講廳命名禮

■(左起)翁以登、陳繁昌、王聰德、葉劉淑儀主持王則
翠演講廳牌匾揭幕儀式。 科大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高鈺） 香港科技大學近日獲王
則翠慈善基金捐款，設立「海外研習獎學金」，幫助需
要經濟援助的商學院學生參加海外研習活動，包括國際
比賽、研討會及社區服務等；基金亦支持科大舉行2016
年「國際數學奧林匹克」比賽。為表謝意，科大將李兆
基商學大樓的演講廳命名為「王則翠演講廳」。
科大日前舉辦命名典禮，出席的嘉賓包括王則翠慈善

基金創辦人王聰德及其家人、行政會議成員及立法會議
員葉劉淑儀、中聯辦教育科技部部長李魯和副巡視員紀
建軍、國際數學奧林匹克香港委員會主席岑嘉評及伍絜
宜慈善基金有限公司代表伍步謙。科大校長陳繁昌、副
校長(大學拓展)翁以登、協理副校長及學務長譚嘉因等高
層亦有出席典禮。
葉劉淑儀致辭時表示，與王聰德相識多年，以其父親

名字命名的王則翠慈善基金一直積極捐款予各大專院
校。她鼓勵同學把握新成立的獎學金所賦予的機會，擴
闊視野。陳繁昌則表示，衷心感謝王則翠慈善基金的慷
慨捐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高鈺） 香港城市大學
校長郭位昨日到訪北京大學及清華大學，與北
大校長林建華簽署學生交換計劃協議，又與清
華的校黨委書記陳旭討論兩校在深圳設立動物
醫學院，以及《儀禮》復原研究的合作事宜。

與北大交換學生 赴清華拜會陳旭
根據協議，城大和北大每學年將互派10名學

生到對方學校學習一個學期。城大的創意媒體
學院與資訊系統學系分別和北大的藝術學院以
及信息管理系有交換生協議。郭位表示，城大
先後與37個國家及地區約300所高等院校結成
合作夥伴，更為學生設立了370多項交流計劃，
故全校有50%學生能離港交流至少一個學期，
而能與首屈一指的北大、清華交流，必能更加
促進彼此的進步。
郭位並應邀在北大發表專題演講，題目為

《核電．霧霾．你》，闡述能源供應，必須合
理兼顧環保、經濟福祉、可靠性與可持續性等
目標。
同日郭位亦訪問了清華大學，與校黨委書

記陳旭會面，討論《儀禮》復原與當代日常
禮儀重建研究，以及兩校在深圳設立動物醫
學院的合作事宜。《儀禮》復原的研究項目

將由城大創意媒體學院院長邵志飛出任子課題負責
人，城大希望以嶄新方式來展示傳統的經典。」
另城大與美國康奈爾大學協作於去年3月創立了動物

醫學院，這是香港第一所動物醫學院，其博士生課程現
已招生，實驗農場和大規模實驗室亦正在積極建設中。
郭位指，是次訪問正是討論城大與清華進一步合作的良
好時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高鈺） 田家炳基金會近日贊助
香港教育學院舉辦「中國特殊教育培訓計劃」，活動昨
舉行開幕禮，田家炳基金會主席田慶生及基金會委員、
教院師生及一眾學員出席典禮。
在該計劃下，教院特殊學習需要與融合教育中心將主

辦兩項課程，一是「特殊教育政策發展及實務管理培訓
班」，對象是負責制訂特殊教育的內地政府官員及在大
學任教特殊教育的導師。
另一項課程則為「中國特殊教育骨幹教師培訓班」，

對象是大學任教特殊教育的導師、特殊學校校長及專責
特殊教育的前線老師。
特殊學習需要與融合教育中心總監冼權鋒表示，有關

課程的目標旨在擴闊參加者視野，使其認識特殊教育的
最新政策及發展；並藉參觀及考察，了解香港特殊教
育發展歷程及管理經驗，及提升特殊教育骨幹教師的教
學能力。

教院獲田家炳基金贊助
中國特教培訓計劃開幕

■「中國特殊教育培訓計劃」開幕禮。 教院供圖

免試招生計劃雖然本周五才截止網上報名，但現場
確認階段昨日已經開始，已報名的應屆考生均要

預約時間到場辦理手續。計劃舉行了數年，港生對內
地院校的認知和信心明顯有所提升。

英華女生首選清華「學法」
就讀英華女學校、成績名列前茅的杜同學已經有清
晰的升學方向，首選是清華大學的法律課程。杜同學
表示，自己亦有報讀港大、中大的法律課程，但有見
清華設有「國際班」，課程兼顧「普通法」和「大陸
法」，而且有更多交流機會，故感到十分吸引，「相
信讀完去哪裡發展都無問題。」
不過，被問到若同時獲內地及香港的院校取錄，會
選擇留港還是北上，杜同學坦言仍未決定，但其母親

則認為，清華的競爭很大，能考入亦不容易。杜太亦
表示，不擔心女兒遠赴北京升學，「有機會才會有成
長，也讓她好好學習照顧自己。」

近日兩地「矛盾」坦言「有點擔心」
另外，也有心儀音樂課程的港生慕名選擇北上升

學。蕭同學表示，自己未來希望可以擔任音樂教
師；她對音樂很有興趣，但奈何香港沒有令自己滿
意的選擇，故決定北上升學，還劍指星海音樂學
院。
她表示，自己報了流行歌唱的課程，平日亦有學

鋼琴和結他，對自己頗有信心。即使未獲星海取
錄，現時她已有暨南大學的錄取信，「因為星海設
有一些課程可以讓其他院校的學生報讀，所以假如

未能考上，也希望可以讀暨大，有機會再讀星海的
課程。」
被問及近日內地與香港的「矛盾」，蕭同學坦言有

一點擔心，但相信激進的人只是少數，大多數的人都
會很友善，故她對北上的校園生活感到樂觀，亦會積
極認識朋友。
部分認為在香港升學機會較為渺茫的學生，亦希望

北上學一技之長。陳同學就表示，自己預計文憑試核
心科目將獲11分至12分，本地升學會很困難。不
過，現時其應用課程有選讀中醫，對這個科目亦有興
趣，故希望可以到廣州中醫藥大學升學，修讀相關課
程。她坦言，自己在內地沒有親戚，若要到當地升學
亦會有點擔心，「但始終都是讀書、工作比較重要，
所以也不介意。」

■■昨日有昨日有220220人到現場辦理確認人到現場辦理確認
手續手續，，秩序良好秩序良好。。 歐陽文倩歐陽文倩攝攝

■■蕭同學希望可以入讀星海蕭同學希望可以入讀星海
音樂學院音樂學院，，將來可以成為一將來可以成為一
名音樂教師名音樂教師。。 歐陽文倩歐陽文倩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馮晉研） 生物
科技是未來發展的趨勢，人才不可或
缺，而保良局羅氏基金中學更早在10年
前，已引入初中生物科技課程，讓學生
接觸相關知識。為配合學科的發展和學
生學習，不斷改善實驗室設備，該校近
日獲商界捐助，優化學校的兩所實驗
室，包括設置高端儀器腦細胞培植儀
器，成為全港首間有相關配備的中學。

羅氏基金中學獲商界捐助
保良局羅氏基金中學最近獲生物科技
公司「達雅高」及社會人士羅焯捐助，
優化學校的兩所實驗室，成為全港首間
設置腦細胞培植儀器的中學，可協助學
生進行腦細胞相關研究。該校其中一所
實驗室於昨日舉行命名禮，校長陳榮光
表示，是次獲捐35萬元，其中25萬元
用以優化實驗室設備，另10萬元則資助
學生參與科學交流活動。
學校設立生物科技實驗室，至今累積

動用近400萬元學校資源和捐款增設高
端儀器，包括腦細胞培植儀器、能觀察
活細胞即時生長及變化之倒置顯微鏡及
影像系統、貯存細胞的超低溫雪櫃、及
即時聚合酵素連鎖反應系統等。

校長：中小學才是創科起點
陳榮光認為，香港發展創新科技，需

要具備科學素質的人才。有人認為新
的課題就是深的課題，創新和生物科
技要大學生或者研究生才能學習，他
反駁指，「中小學才是創新科技的起
點。」該校自2004年發展研究為本的
課程，在初中設立生物科技科，教授
應用細胞培植的知識，期望在現有的
課程外，啟發學生對科學的興趣，即
使修讀文商科的學生也有機會接觸相
關課題。

學生四度參加國際科學會議
該校學生雖然年紀輕輕，卻曾四度

參與國際腦神經科學會議發表科研結
果，題目包括睡眠、記憶、腦退化症
及抗腦細胞死亡之中藥研究，包括在
校內分別擔任腦神經科學學會會長和
副會長的中五級學生馬皓謙和周柏
臻。兩人於2013年曾研究中藥霍山石
斛對腦癌細胞的抗氧化作用，故有機
會參與美國國際腦神經科學會議，與
頂尖科學家交流。
馬皓謙表示，升上初中後接觸生物科

技科，從書本上了解實驗儀器，到真正
「落手落腳」做實驗，漸漸對科學產生
興趣。周柏臻則指，看細胞的轉變及反
應，令他頗感興趣，若研究能抗腦癌，
對社會有幫助就更好了。他期望日後可
修讀生物化學科，造福社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馮晉研）為讓年輕人更有系
統、更專業地掌握中國近現代史，北京大學與樹仁大
學合辦了「中國近現代史碩士課程」，近日課程開始
招生，多名北大教授將親赴香港授課。其中負責教授
香港近代史的北大歷史系教授高岱指，「歷史是民
族、文化的根，加強歷史教育非常必要」，而教師更
應多花心思，提升學生學習中國歷史的興趣。
樹仁大學和北京大學自1994年起合辦3年兼讀制的

「中國近現代史碩士學位課程」，方便在職而對中國

歷史有興趣的人士報讀。課程內容、規格、素質、師
資與北大一樣，由多名北大教授親自來港指導學生，
學生需要在首兩年修讀12個學科，包括社會史、文化
史、政黨史、政治史和中日關係史等，並完成「小型
論文」，其後一年則須完成一份學術論文，並親赴北
大進行論文答辯。通過答辯者才能成功畢業，畢業生
將獲北大頒發碩士畢業證書，並獲國家教育部承認。

寬進嚴出 招收200生40畢業

3年課程學費約12萬元，而論文答辯費為7,500元。
學生必須於5年內完成課程，若因事延期畢業，將額
外徵收每年1,000元。課程現已接受報名，4月23日之
前截止申請。課程採取「寬進嚴出」機制，要求嚴
謹。仁大中國合作課程部主任胡雪彤表示，課程最低
學歷要求為學位持有者，課程創立至今逾20年，招收
到200名學生，當中有40人畢業。

高岱：加強歷史教育非常必要
面對現今年輕人對歷史的興趣不大，有份來港授課
的北大歷史系教授高岱表示，「歷史是民族、文化的
根，加強歷史教育非常必要」。當老師的，要多花工
夫準備課堂，喚起學生的興趣，其實現在坊間的教材
很多，觀點和內容也不一致，教師的作用是要公正和
全面將歷史呈現。
大學主修社會科學，進修則攻讀教育，目前在本地
大學任教商業管理的Johnny表示，「兒時覺得歷史很
沉悶，只是一些地方名和人名，那時不明白歷史是寶
庫。」就近年本港與內地的互動頻繁，出現個人遊設
限等社會議題，開始令他對中史產生興趣，故報讀了
上述碩士課程，現為一年級生。
他指，課程最大的好處是經濟、政治和文化互相印
證歷史，令他看事物變得全面和客觀，更能開拓眼界。
該課程最年輕的學生是現年25歲的陳紫津。她指兒

時受父母影響，一直對歷史感到興趣，但大學選科卻
選讀經濟學，畢業後在銀行擔任客務主任。
後悔沒有選歷史系的她，在投身社會後有意進修，
在比較同類的課程後，她認為由北大和仁大合辦的碩
士課程由北大教授親授知識，對港生來說機會難得，
故決定報讀課程。

■課程開辦
20 多年招收
200名學生，
當中有 40 人
畢業。圖為課
程的師生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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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良局羅氏基金中學獲捐助保良局羅氏基金中學獲捐助3535萬元萬元，，優化學校的兩所優化學校的兩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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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位（前左）與林建華簽訂了學生交換計劃協議。

■馬皓謙(左)
和周柏臻(右)
曾研究中藥
霍山石斛對
腦癌細胞的
抗 氧 化 作
用，獲機會
參與美國國
際腦神經科
學會議，與
頂尖科學家
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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