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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校不只「北上廣」
反映港生熟國情
鼎全(右)開發出首個視像分析系統，透過網絡學習行為互動提高
教學質素。
科大圖片

科大開發 視像分析系統獲獎

內地免試招生網上報名 辦理現場確認人數比率增

■因應可供全球進修人士學習的 MOOC 平台，屈華民(左)和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現時全球流行的大規模
線上學習(MOOC)平台，可為全球各地的進修人士提
供具彈性兼自主的學習途徑，其中香港科技大學計算
機科學及工程學系副教授屈華民及其團隊，更開發了
首個視像分析系統，為網絡學習行為提供互動、深入
及方便使用的分析工具，以提高教學質素，亦有助於
製作切合同學需要的課程，讓網絡教育進一步發展。
該系統剛獲頒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旗下最佳創新
（科技創新）銀獎。
坊間有各類有關網絡學習行為的分析，但由於
當中欠缺很多重要數據，故課堂導師根本難以理
出頭緒，但屈華民表示，近年來 MOOC 平台提
供的數據，尤其有關課程視頻的點擊數據越來越多，
令其團隊得以開發出一個易於理解及查察的分析系
統，若配以嶄新的視像技術如跳轉圖等，可助導師理
解大量課堂數據背後的學習行為。

MOOC
■鞏萬表示，今年報名的學生對內地升學的
■2015年內地部分高等院校免試招收香港學生計劃完結，圖為內地高等教育展活動情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
倩）「2015 年內地部分高等院校

今年免試計劃辦理網上預先報名的學生人數為
3,468人，最終現場確認的人數則為 2,988人，比

率高達 86%，比去年的 80%為佳。連同「港澳台聯
免試招收香港學生計劃」的現場確 招」有 2,285 人報名、數所大學的自主招生計劃預計
認程序早前完成。受到應屆文憑試 有 1,500 人至 2,000 人報名，整體北上升學的報名人數
達7,000人至8,000人。

考生減少了逾 5,000 人的影響，今

年的免試計劃申請確認人數亦略減

港生最愛醫藥人文學科
有別於以往港生只集中報讀廣東、福建、上海及北

200 多人，但網上預先報名，後辦 京的院校，鞏萬表示，今年被選為首志願院校的地區
理確認的比率，卻從去年的 80%增 分布較以往平均。參與計劃的78所、來自14個省市的
加至今年的 86%。負責處理學生申 院校中，首 20 名院校除了有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復
旦大學、中山大學、暨南大學等「北上廣」常客外，

請事宜的「中國教育留學交流（香 山東大學、四川大學和南開大學等亦榜上有名。至於
港）中心」董事長及總經理鞏萬表 熱門專業方面，則以醫藥及人文學科最受歡迎。

鞏萬分析︰「這反映了今年報名的學生對內地高校

示，有關情況反映報名學生對內地 有更多了解，其實這些院校都是 985 工程院校，全國
升學的意向更為明確，又指出今年 只有 39 所，而且都是百年老校，不只學科專業性強，
港生報讀內地院校的地區分布更為
平均，可見大家已更熟悉國情。

跨學科的課程亦不少，在國際上都很有地位。」他又
指出，這些院校只錄取內地高考中首1%的學生，以今
年估計有約 900 萬人投考而言，能進入這些頂尖院校

資料圖片

意向更為明確，報讀內地院校的地區分布亦
更為平均。

的人不超過10萬。

去年最終報到率僅 40%
雖然報名情況不俗，但由於港生升學出路多，最
終的報到率並不高。以去年免試計劃的情況而言，
在 1,800 多位考獲「3322」的報名學生中，有 1,500
多人被錄取，但最終報到率為 40%，約 600 多人。
針對上述情況，中心今年也計劃推出「後續服
務」。鞏萬表示︰「我們計劃和教育局合作，在 8 月
下旬迎請熱門內地院校的教師與在讀港生來港，做
Pre-departure orientation（出發前迎新），讓港生直
接與當地師生互動，了解學校的情況，預計會有 10 所
以上的院校參與。」此外，為加強網絡信息的提供，
中心亦將於 5 月推出手機網站（umainland.cscse.edu.
cn），讓學生查詢相關資訊，並在 7 月底開始預約
「行前輔導」。
被問到「佔領」行動有否影響港生北上升學的意欲，
鞏萬表示今年的報名情況正常，看不到當中的影響。至
於若有港生的回鄉證失效，會否失去內地升學的資格，
他則指，具備有效證件是內地升學的條件之一，院校在
決定是否錄取之前，會先看學生是否符合條件。

港深師生論壇研文化差異解矛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由香港通識研究協會主辦、深圳大學
管理學院團委支持協辦的「兩岸三地友好論壇——你眼中的香港，我
眼中的大陸」日前於深圳大學舉行，活動邀請各地的年輕教師和 90
後大學生，就香港與內地日常生活議題及兩地文化差異分享討論，希
望能從互相了解入手，讓兩地做到互諒互讓彼此尊重，化解兩地矛
盾。
是次活動因應近年兩地矛盾問題、相關的歷史文化背景、以及個人
遊等政策的影響等，讓參與論壇的青年彼此認識，希望能促進相互了
解，做到互諒互讓。各嘉賓講者有不同成長背景，包括香港本地
生、在內地求學的香港學生及內地中學年輕教師等，他們透過分享了
個人經歷，讓大家更了解兩地生活及制度，促進各方交流及了解。
通識研究協會主席馬震寧指，希望藉這次兩地青年「真情對話」，
加深彼此互相體諒，他表示兩地人民本應同心同根，縱有意見不同也
不應爭吵，雙方可透過相互了解包容體諒，並加強合作。協會計劃短
期內將在香港再次舉辦論壇，並計劃邀請台灣和澳門青年分享，並邀 ■「兩岸三地友好論壇」日前在深圳大學舉行，參與青年互相交流分享意見。
請論壇講者撰文結集成書，促進兩地更多人放下矛盾，互相尊重。
通識教育研究協會供圖

百港中學校長訪澳旅遊學院

■中大日前舉辦學術圓桌會議，由本港及美國教育界多位學者分享真
知灼見。

州：培養新世代環球領袖的策略
方針、思維及創見」為題，由沈
祖堯及加州大學海外學習計劃副
院長何琇瑜共同主持，並有教資
會秘書長安禮治分享香港推行國
際化的新策略。
此外，多位香港及美國學者包括
中大教務長及秘書長吳樹培、科大
工學院副院長羅康錦、港大副校長
何立仁及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國際
事務副校長范芝芬，分別就國際教
育的策略、授課語言在國際教育中
所擔當的角色、海外學習計劃的機
遇與挑戰等不同議題交流和分享意
見。

MOOC視像分析系統將視頻點擊、學習論壇上的討
論數據及學生的成績數據結合，學生跳過或重看任何
一段視頻，課堂導師都可馬上知悉其性別、國籍、年
齡、學習表現及其他特徵，並能選擇對個別或某一群
學生進行分析。這有助導師了解學生的興趣與困難所
在，從而改善教學材料。屈華民指，未來甚至可以將
服務拓展至學生，為他們的網上學習經驗提供個人化
分析。
該系統自去年 5 月推出，兩大在線教育組織
Coursera 和 edX 計劃將系統納入其平台之中。屈華民
更指，有關技術不只適用於線上學習，亦能套用到娛
樂影片或網上廣告等，市場潛力龐大。

報內地會計專業
填志願需知排序
羅校長：
本人是應屆文憑試考生，報考內地 78 所
 
大學對香港的免試錄取計劃，我想報考會

計專業，志願順序是復旦大學、中山大
學、廈門大學和暨南大學，預計成績是
「535*5+45」，請問成功機會大不大？請
問內地有哪些會計專業出名的院校接受第
二志願呢？我擔心志願填報不好會失去被錄取機會，同時亦擔
心內地大學的學歷在香港不受認可，希望校長給我指點迷津。
梁同學
梁同學：
復旦大學是全國頂尖大學，在多個世界大學榜上都有很高排
名，是非常理想的選擇，但以你預計的成績，可能未達到復旦
大學基本錄取標準。根據該校提供的資料，該校對文憑試中、
英、數、通四個核心科目加兩門選修科基本要求都達 4 級或以
上，去年所錄取的考生平均成績更達5級。至於第二志願錄取問
題，中山大學和廈門大學都是港生報考熱門學校，第一志願報
考人數眾多，不會錄取第二志願或更低志願考生，但如果你第
一志願選這兩校的其中一間，錄取機會還是較高的。另暨南大
學去年有錄少量第二志願生，但如放在第四志願便不會被考
慮。
因此，在確定志願時，你要有兩個抉擇，首先要考慮是否堅持
選復旦作為第一志願，還是選改中山大學或廈門大學作第一志願；
而在選第二志願時，則不要選擇明確不錄第二志願的中山大學和
廈門大學。此外，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和山東大學的會計專業也相
當好，錄取分數並不高，估計會錄取第二志願考生，建議可考慮
將其中一所院校列為第二志願，以增加成功機會。

免試計劃設補充取錄
如在 8 月初公布錄取名單時，即使四個志願院校都未有給你
錄取通知也不用太擔心，因為免試計劃設有補充錄取程序，成
績達到「3322」門檻而未獲錄取的考生可以參加，再選報兩所
院校。以去年情況來看，有 44 所院校參加補充錄取，其中包括
山東大學、四川大學、重慶大學、北京外國語大學和廣州中醫
藥大學等名校在內，獲錄取機會還是相當大的。
其實香港師生家長對內地升學的細節普遍仍未能好好掌握，
例如學友社3月初公布的港生內地升學意願調查，數據顯示，不
少高中生認為自己尚未充分理解內地升學資訊，當中 72%不了
解內地升學選科策略；67%人不了解內地大學報讀方法；亦有
57%及63%表示不了解內地大學的質素及收生要求。

宜搞清不錄第二志願院校

中大圖片

中大圓桌會議慶加州交流半世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為
慶祝中文大學與加州大學系統開展
學術交流50周年，中大日前特別舉
辦學術圓桌會議，以「香港與加州：
培養新世代環球領袖的策略方針、
思維及創見」為題，邀請本港及美
國教育界的學者互相分享真知灼見。
圓桌會議聯席主席之一的中大校
長沈祖堯表示，中大與加州大學早
於1965年結盟訂立學生交換計劃，
兩校淵源深厚；時至今日，中大已
經與全球超過35個國家及地區的280
所夥伴院校建立各式各樣的交流項
目，藉此向海外學生推廣中國文化。
學術圓桌會議以「香港與加

數據助導師改善教材

■香港校長一行與澳門旅遊學院領導合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施虹羽 澳門報
道）約一百名香港中學校長本月分兩批
到訪澳門旅遊學院，學院日前接待了首
批47所香港中學校長，安排他們參加全
球旅遊業發展講座，並與該校畢業生及
在讀生進行座談。隨後香港校長們又參
觀了學院設施，再由學院旅遊企業管理
學生作導遊，設計旅遊路線，帶領他們
遊覽澳門名勝。而第二批約53所香港中
學校長將於4月24日到訪。

港生報讀需考核
澳門旅遊學院指，香港與澳門一水之
隔，交往頻繁，兩地中學畢業生一向有

互到當地升學歷史，相互培養人才。而
自香港實施三年新高中學制後，港澳兩
地中學就讀年期看齊，為兩地高等教育
收生評核提供便利，現時港生如報讀澳
門旅院，與本地學生一樣要通過筆試及
面試，合格後擇優錄取。
是次活動為香港中學校長首次組織參
訪澳門旅院，以了解澳門旅遊高等教育
情況，及順道探訪學院在校港生。現時
澳 門 旅 院 的 學 士 課 程 共 有 1,568 名 學
生，約 14%為非本地生，而港生則共有
21 名，該校招收非本地生的目的是把不
同文化帶進校園，讓學生能盡早適應國
際氣氛，為日後職場作好準備。

而我校最近舉辦了多場「內地升學報名輔導講座」，不少家
長、學生和輔導老師積極提問，與會者也反映對內地大學招生
規則不認識，覺得資訊不足，搞不清哪些院校不錄第二志願考
生等問題，擔心影響入讀心儀校的機會。有個別有志報讀北京
大學和清華大學的成績優異考生則憂慮：兩校的錄取分數高達
五科平均分 5*左右，由於不能肯定自己文憑試是否能達此成
績，擔心如果填報清華或北大，如成績未達要求便會錯失其他
相近級數名校的錄取機會。此外，仍有不少學生仍擔心內地學
歷認受性低問題，希望內地院校能在香港多做宣傳推廣，提供
正面訊息……從與家長和學生的互動中，我們深信，只要加強
輔導和推廣工作，內地升學是有很大拓展空間的。
筆者 3 月初曾到北京拜訪國家教育部港澳台事務辦公室、北
大和清華招生辦公室，就推廣港生內地升學進行交流，大家認
同有需要擴大宣傳、輔導及優化招生方法；只要港生對內地高
等教育及事業發展前景有充分了解，相信將會吸引更多優秀生
樂意到內地升讀大學。
■內地升學專家、香島專科學校校長羅永祥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