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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44分英化生物5*直升二年級 首推銜接劍橋課程聯頒學位

港大專業進修學院 周六辦中醫諮詢日

中大「重手」吸醫科生
准跳級增設獎學金香港文匯報訊 （實習記者 楊喆

彤） 為招攬全港尖子，中大醫學院
的醫科課程今年推出多項「重手」
新優惠措施。文憑試考生考獲7科
44分以上，英文、化學及生物均考
獲5*，可直升二年級，5年即可畢
業。該校又首次與菲臘親王獎學金
合作，入選學生將於名校劍橋大學
及中大分別上課3年，兩校聯頒學
位，兼派發至少15萬港元（下同）
的英國學費資助及來回機票；另一
個新增的「吾生有杏」獎學金，總
額更高達50萬元。有升學專家認
為，中大的新安排極具吸引力，將
對港大醫學院帶來競爭。

新高中學制檢討 倡能者可選4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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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醫學院院長陳家亮昨向傳媒介紹該學院的
收生安排及新優惠。他透露，院方參考過

2013年及2014年度的收生資料，若文憑試考生以
7科計算，取得41分或以上，並將中大醫學院放
在聯招的Band A，將獲面試機會；考獲42分兼
面試表現理想者，基本上可穩入醫學院；手持44
分以上，當中英文、化學、生物同時考獲5*，可
選擇直入二年級；取得46分以上，當中至少4科
5**者，則可選擇報讀有更多研究及進修機會的
「環球醫學領袖培訓專修組別」，亦可選擇直接
升讀二年級。

可獲劍橋3年學費雜費機票
中大今年成為全港首間與菲臘親王獎學金合作
的本地院校，推出銜接英國劍橋大學與中大的醫
學士課程。
申請人數不設上限，入選者會先在劍橋完成3年
制臨床前課程，回港後到中大醫學院入讀四年
級，修讀內外全科醫學士的3年制臨床課程，即可
以6年取得兩校聯頒學位，並豁免參加執業資格
試。該計劃的獎學金包括劍橋大學的3年學費及雜
費，合共逾15萬元及一張來回機票。
因應「基因醫學」衍生的各種社會問題，如

「超級嬰兒」、「安樂死」等議題，中大醫學院
擬加強醫學專業培訓，每名醫科生在學期間每年
均要修讀「專業操守」課程，校方期望學生透過
在不同崗位實習時的經歷，作出自我反思和環境

觀察，老師會透過網上系統建立學生的個人檔
案，每年評估學生表現是否符合醫學準則。
陳家亮舉例指，「如果醫生在檢視一名巴士司

機的基因圖譜時，發現他有羊癇症的潛在基因，
醫生應否告知其僱主？或是為了保障個人私隱而
保密？」他指課程主要是考察學生在倫理道德方
面的應用情況。

新增「吾生有杏」獎學金高達50萬
陳家亮強調，中大銳意培養醫學生作為「僕

人」的服務精神，故今年特別推出「吾生有杏」
獎學金，遴選準則會相對嚴謹，除要求學生於文
憑試考獲7科46分的成績外，亦要獲中學校長推
薦信，說明學生於中學階段的社會服務工作情

況，並要求學生積極參與醫院志願服務及社會其
他服務工作，如人道救援等。得獎學生每年可獲
10萬元，為期5年，故總額高達50萬元。院方會
按年重新查核學生表現，要求得獎人每學年成績
達平均積點3，並在「醫學專業」與「生命倫理」
科目中獲優異表現，方可續領。
學友社學生輔導中心副總幹事吳寶城認為，

中大醫學院的新安排絕對會為港大醫學院收生
造成競爭，「本身有能力入讀醫科的同學成績
已經優秀，對部分更為優秀的尖子而言，中大
的優惠有一定吸引力，有可能會轉而選擇讀中
大。」特別是尖子可直入二年級的安排，同學
不用讀通識課等非醫科為主的一年級課程，較
為省時。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楊喆彤）家境優越、課外活動
豐富多彩，對應考中大醫學院未必佔優。曾有報讀中大醫學
院的富家子雖然手持厚如字典的履歷本，卻不敵只有一頁履
歷紙的天水圍草根女。中大醫學院院長陳家亮透露，面試考
官重視申請人在社會參與方面的真實體驗和感受，最重要的
是態度謙卑，切忌擺出高姿態，自忖成績及條件優異就以為
可以穩入醫學院。

「一紙履歷」勝「字典履歷」
中大醫學院去年起推行「一紙履歷」的面試措施，面試
者不用攜帶如字典般厚重的履歷，陳家亮指出，兩年前曾
遇上兩個背景截然不同的申請人：一個是擁有50項本地及
海外社會服務經驗的富家子；一個是出身天水圍的草根女
孩，她只申報了兩項服務經歷。「富家子雖然很有錢，又
出身名校，但當被問及50項服務裡有什麼令他印象深刻的
經歷時，卻什麼也回答不了，我和另一位考官一致認為他
不適合中大。」至於天水圍女孩，陳家亮形容她的回答
「較真」，能解釋自己在兩項活動裡的體會，最終獲中大
醫學院取錄。
正就讀醫學院五年級的羅穎聰回憶當日面試時，被問到：

「醫生對於不能被治癒的病人時，可為病人做些什麼？」他
回答，「就算有些病醫不了，但醫生可以為病人紓緩肉體上
的痛楚，不是什麼都做不了。」這個答案獲面試官接納，也
順利通過了面試。
過去數年間，羅穎聰先後到內外科、精神科等病房實習，
曾見過深受幻聽影響的女大學生，因在課堂上失控而被轉介
到精神科，聽完對方的經歷，令他有了不一樣的感悟，「有
些病痛不是開一針止痛藥就能解決，而是精神及心靈方面的
疾病，要同時關注病人的精神心理健康，才算得上是好醫
生。」

公屋女生決回饋社會
將升讀中大醫學院二年級的陳萱欣出身公屋家庭，家境欠

佳下不能學琴學跳舞，母親又因為生育而受了很多苦，一度
覺得自己很窮很可憐，直到一次到公立醫院覆診，才發現社
會上有很多人比她更需要幫助，故立志要做公立醫院的醫
生，最終她以7科47分佳績考入中大醫學院，平時亦常到社
區中心為長者服務，回饋社會。

■■正就讀醫學院五年級的羅穎正就讀醫學院五年級的羅穎
聰聰（（右右））昔日面試時指出昔日面試時指出：：
「「就算有些病醫不了就算有些病醫不了，，但醫生但醫生
可以為病人紓緩肉體上的痛可以為病人紓緩肉體上的痛
楚楚，，不是什麼都做不了不是什麼都做不了。」。」

楊喆彤楊喆彤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由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香港大學社會工作
及社會行政學系、海洋公園合辦的「非凡躍進」及「與你同行」獎勵計劃昨於海洋公
園舉行頒獎禮，表揚在學業或其他方面有非凡進步的中小學生及在培養子女上有卓越
表現的家長。活動有近300位學生、家長及學校代表出席。
上述兩個獎勵計劃於3月中展開，大會收到逾600間中小學共約1萬份提名表，最

後有6,800多名中小學生及17位家長脫穎而出，獲得嘉許。大會向獲獎者送出1.4萬
張海洋公園門票及60張智紛全年入場證。
出席頒獎禮的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在致辭時指，近年越來越多家長願意與學校衷誠
合作，有利促進家校的聯繫和溝通，建立夥伴關係。她表示，上述兩個獎勵計劃意義
重大，既能鼓勵學生發揮多方面潛能，又可表揚有出色表現的家長，她期望學生未來
可以繼續努力求進，將來學有所成，回饋社會。

「與你同行」「非凡躍進」頒獎
獲「與你同行」獎的家長黃滔分享培育子女的心得時表示，其子患有自閉症，但她
沒有因而氣餒，除了與學校緊密溝通，了解孩子的學習需要外，課餘時亦經常帶兒子
參與義工服務，學會感恩和珍惜。其子今年應考文憑試，閒時更擔當義工組長，帶領
學弟學妹加入義工行列，服務社會。
至於五旬節于良發小學小六生黃穎琦則獲頒「非凡躍進」獎。對閱讀有濃厚興趣的
穎琦，尤其喜歡哲學書籍，因積極帶起課室的閱讀氛圍，而獲得老師提名。穎琦指，
雖然哲學書很深奧，但細看會發現很具啟發性，讓人學會多角度思考，所以自己踴躍
推介給同學，分享當中的樂趣。

■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海洋公園及港大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合辦的「非
凡躍進」及「與你同行」獎勵計劃，昨日於海洋公園舉行頒獎禮。 大會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
院將於7月4日（星期六）舉辦中醫藥學學部課程諮詢
日，屆時會舉行3場專題講座，分別介紹中藥、針灸及中
醫學發展，讓參加者深入認識中醫藥及保健療法。
該校亦會開放部分教學設施如圖書閱覽室、標本室及

實驗室等。
上述課程諮詢日將於7月4日中午12時至5時在九龍西

分校舉行，設有課程諮詢及3場專題講座，主題包括由該
學院中醫副教授劉玉萍主講的《中藥與健康》、中醫副
教授趙立岩介紹《針灸的保健治療作用》，以及中醫助
理教授董爽分享《中華醫藥漫談》。
有興趣參加的學生和市民需到以下網址登記：http://

hkuspace.hku.hk/event/series/cmseminar2015。由於座位
有限，部分參加者將被安排透過現場轉播參與講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穎宜） 教育局就新高中學制進
行近三年的中期檢討，繼早前在多個階段公布不同科目的相
關措施後，昨局方公布檢討總結報告，整體說明各項課程、
公開評核及相關調節及建議。在新學制下，高中生修讀3個
選修科的比率近年持續下跌，學生的知識面備受質疑，教育
局昨終首次表明，鼓勵能力較強的高中學生在4個必修科外
修讀3個選修科（即「4+3」），並可最多選修4科，以助
升學或就業。對被指以往曾鼓勵修讀「4+2」，現有改口風
之嫌，教育局昨強調，現時是希望不同學生都能維持多元化
選科選擇。
昨日出席新高中中期檢討總結記者會的包括課程發展議會

主席楊綱凱、考試及評核局公開考試委員會主席石玉如、考
試及評核局秘書長唐創時、教育局副秘書長陳嘉琪以及教育
局首席助理秘書長葉蔭榮。

總課時修訂為2400小時
楊綱凱提到為保持中學文憑試的國際基準，高中課程的七

個學習宗旨是學界的共識。但因應社會不斷轉變，會作出適
當的修訂，措施包括高中課程三年總課時由2,700小時修訂
為2,400小時（加減200小時；「其他學習經歷」總課時由
15%至35%修訂為10%至15%，他期望以上措施能令學校規
劃課程時更有彈性。

公開考試評核方面，石玉如指24個高中科目中會優化17
科的公開考試，如調節比重或考試時間、增加題型或合併考
卷等。針對通識科來說，當局亦透露各個持份者都認為現時
評核方法恰當，會沿用現時的課程及考試框架，暫時無意對
通識科作出修定。

不應將「最低要求」當作目標
近年文憑試選考「4+3」的學生比率持續下跌，人數更由
2012年首屆文憑試的逾1.9萬名大跌近半至今年的約1萬
名。陳嘉琪昨首次表示，鼓勵能力較佳的高中生修讀3個，
至最多4個選修科，以助其升學或就業，不過她強調這並非
代表要強迫學生修讀更多選修科，也非「改口風」，只是要
讓整體學生維持多元化選科選擇。
楊綱凱亦指，大學收生多列出「最低要求」考慮1個至2

個選修科成績，但實際收生計分時也會考慮其餘因素如額外
選修科等，提醒學生不應將「最低要求」當作應有目標，並
建議大學應清晰列出各科實際收生計算情況。
至於「應用學習」方面，當局建議新增一評級至「3級
制」，當中「達標」、「達標並表現優異(I)」及「達標並表
現優異(II)」可分別等同文憑試甲類科目「2級」、「3級」
及「4級或以上」，有關建議將於2018年文憑試逐步推行和
生效。

近年文憑試報考「4+3」比率
年份 修讀人數 比率
2015年 10,264人 16.5%
2014年 11,823人 17.7%
2013年 13,855人 19.5%
2012年 19,167人 27.3%
＊修讀4個核心科目及3個選修科目

資料來源：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製表：記者李穎宜

■教育局昨日公佈歷時近三年
的新高中學制中期檢討報告，
並總結各項課程、公開評核及
相關建議。左起唐創時、石玉
如、楊綱凱、陳嘉琪及葉蔭
榮。 李穎宜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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