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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源減 自資課程收生分數跌
聯招機會增 遭八大
「搶客」護理 IT
「逆市」
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中

部分課程收生成績變化

學文憑試將步入尾聲，不少考生會因
院校

應本身的考試表現考慮報讀不同專上

2016/17 2015/16
平均分
平均分

課程

升跌

學士學位課程

課程。「自資專上教育資訊平台
明愛專上學院

工商管理榮譽學士

13

16.29

↓3.29

明愛專上學院

語文及通識榮譽文學士

15

校 2016/17 學年收生成績，大部分副

16.5

↓1.5

公開大學

英語教學榮譽教育學士及英語研究榮譽學士

16.8

18.3

↓1.5

學位課程及學士學位課程的文憑試平

樹仁大學

中國語言文學榮譽文學士

17.76

19.2

↓1.44

恒生管理學院

工商管理榮譽學士

17.48

18.86

↓1.38

教育大學

可持續教育榮譽文學士

17

18

↓1

教育大學

科學教育榮譽學士(運動科學)

17

18

↓1

科技與酒店管理類別課程中，收生成

職業訓練局

創新及多媒體科技榮譽理學士

17

15

↑2

績則有上升趨勢。有升學專家認為趨

職業訓練局

廣告榮譽文學士

17

16

↑1

職業訓練局

產品設計榮譽文學士

明愛專上學院

護理學榮譽學士

公開大學

互聯網科技榮譽電腦學學士

（CSPE）」早前公佈 30 多所自資院

均入學分數均錄得下跌，幅度約 1 分
至 3 分；但個別專業如護理學、資訊

勢反映學生升學主要從就業前景及興
趣兩方面考慮，至於整體分數下跌則
與學生人數減少有關。
據資料顯示，本學年大部分自資副學
位或學士課程的文憑試平均入學分數
均見下跌。
學士課程方面，明愛專上學院的工商管
理榮譽學士的跌幅明顯，本學年平均收生
分僅 13 分，更較去年下跌 3.29 分。至於
明愛專上學院的語文及通識榮譽文學士及
公開大學英語教學榮譽教育學士及英語研
究 榮 譽 學 士 ， 收 生 均 滑 落 1.5 分 （ 見
表）。
副學位課程亦普遍有收生成績下降現
象，港大附屬學院新媒體與傳播高級文
憑，職訓局 3 個高級文憑課程包括配藥學、
產業管理、機場營運管理等，全部收生成
績均較去年下跌 1 分。青年會專業書院的攝
影及視覺藝術兩項設計高級文憑，成績亦
微跌0.8分。

根

■大部分副學位課程及學士學位課程的文憑試平均入學分數均錄得下跌，升學專家認
為整體分數下跌與學生人數減少有關，圖為中學文憑試試場。
資料圖片

職訓局創新多媒體入學17分
不過，部分院校的護理、創意設計科
技、酒店管理相關課程的收生分數卻不跌
反升。以明愛白英奇專業學校款待管理高
級文憑為例，今年收生平均為 14 分，較去
年 11.6 分，明顯上升 2.4 分；至於職業訓練
局的創新及多媒體科技榮譽理學士收生達
17分，較去年多了2分。
此外，職訓局廣告榮譽文學士及產品設
計榮譽文學士兩個課程、明愛專上學院護
理學榮譽學士等亦平均上升 1 分；而較冷門
的中大專業進修學院電腦遊戲開發高級文
憑則微升0.28分，成功保持到收生水平。

學友社：屬正常趨勢
學友社學生輔導中心總幹事吳寶城認為，

17

16

↑1

17.62

16.66

↑0.96

17

16.9

↑0.1

副學位課程

自資課程收生整體分數下跌主因源於適齡學
生人數下跌，「本港大部分學生始終抱着升
讀八大的傳統觀念，人數下跌的情況下讓他
們在大學聯招的機會增加，變相令自資院校
的收生分數下降，這屬正常趨勢。」
對於個別課程的收生成績「逆巿」有所
提高，吳寶城分析這反映了學生兩方面取
向，「其一是考慮個人就業前景，護理或
酒店管理等學科可能是一些同學的理想選
擇；另一類學生則是純粹從興趣出發，只
有報讀自資課程才能滿足其需要。」
他以遊戲軟件開發課程為例，只有自資
課程能提供如此專門的課程，尤其近年較
多中學舉辦生涯規劃活動，協助學生認識
自身所長及興趣，「這些同學即使考獲入
讀聯招課程分數，亦有機會因興趣使然報
讀自資課程。」

香港大學附屬學院

新媒體與傳播高級文憑

14

15

↓1

職業訓練局

配藥學高級文憑

16

17

↓1

職業訓練局

產業管理高級文憑

13

14

↓1

職業訓練局

機場營運管理高級文憑

12

13

↓1

青年會專業書院

設計高級文憑(攝影)

12.7

13.5

↓0.8

青年會專業書院

設計高級文憑(視覺藝術)

12.7

13.5

↓0.8

中大專業進修學院

人本服務高級文憑

14.48

14.96

↓0.48

14.8

15.11

↓0.31

港大保良局何鴻燊社區書院 法律行政人員高級文憑
明愛白英奇專業學校

款待管理高級文憑

14

11.6

↑2.4

青年會專業書院

酒店款待管理高級文憑(酒店及餐飲)

14

13.3

↑0.7

青年會專業書院

酒店款待管理高級文憑(旅遊業)

14

13.3

↑0.7

中大專業進修學院

電腦遊戲開發高級文憑

14.47

14.19

↑0.28

中大專業進修學院

時裝設計及商務高級文憑

14.47

14.19

↑0.28

中大專業進修學院

多媒體及創意廣告高級文憑

14.47

14.19

↑0.28

註：收生分數以文憑試 5 科成績計，學士學位課程為 4 核心科加最佳選修科，
副學位課程為最佳5科（包括中英文）
資料來源：自資專上教育資訊平台 製表：姜嘉軒

中大邀星如拍片 教學生壓力變動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為
鼓勵同學正確面對壓力，保持身心
健康發展，中大近年在校推行「中
大有晴」計劃，最近邀請了不敗拳
王曹星如拍攝短片，分享他過往把
重重壓力化成無窮動力的心得，鼓
勵同學「開心唔開心都可以 Share
（分享）」，眼下難題也許換個角
度便能迎刃而解。
香港拳王曹星如至今已累積 21 場
比賽連勝記錄，如此風光當然贏得
港人全力支持，然而這份期望亦有
可能變成壓力，因此調整心態的功
力尤其重要。
■「中大有晴」最近邀請曹星如拍攝短片，鼓勵同學「開
他表示「每場比賽都是和對手
心唔開心都可以Share」。
「中大有晴」短片截圖 單對單較量，所以每場比賽都會

當是第一場的面對，做到最好應
付比賽」，免被「連勝」壓力打
垮。
曹星如現在有着「神奇小子」、
「不敗拳王」等多項美譽，然而他
的拳王之路絕非平坦，過往更曾有
被人戲謔為「爆胎如」的日子，
「小時候的我很是懶散，訓練時候
經常『偷雞』逃課，實戰一到第二
回合便失去體力，就像車子爆胎無
氣一般。」
直至 2011 年首次參加職業比賽，
曹星如坦言當時很擔心自己體能太
差無法應付，但正是這份害怕推動
他接受比以往多出數倍的訓練。不
過，努力並不保證必然成功，曹星

如分享時指，試過不停辛苦訓練，
實戰一刻卻無法發揮，「很灰心，
自己可能發覺不到（問題），但當
你問別人的時候，他們從另一角度
看也許很容易便能提供實用意
見，」有助突破樽頸。
「中大有晴」計劃希望校園及大
眾互相關懷，建立充滿陽光溫暖的
校園。
計劃推行至今已舉辦不同活動，
包括安排師生擔任「有晴天使」傾
聽同學心事；舉辦工作坊為老師及
前線同事提供培訓，協助他們辨識
及處理需要協助的同學，相關網站
亦會邀請社會名人拍攝短片，分享
正面人生。

救世軍
「強項」
計劃 發掘 SEN 生才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有
特殊學習需要(SEN)的學生通常具有
一項或多項學習困難特徵，大大影
響其學業發展。救世軍最近提倡
「強項為主」策略計劃，鼓勵 SEN
學生發掘學業以外才能，而經評估
發現，他們參與計劃後的「專注
力」、「自尊感」及「社交能力」
均有改善。有參與家庭指，計劃安
排兒子參與非洲鼓班後，孩子的行
為問題減少，並從音樂興趣中培養
出自信。

社交自尊專注全改善

救世軍早前安排 32 名 SEN 學童擔
任實驗組，參與 4 個不同學校及中
心的非洲鼓班，另外 31 名相同背景
的 SEN 學童則為控制組。結果發
現，有參與「強項為主」策略計劃
的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ADHD)學
童在「社交能力」、「自尊感」及
「專注力」的表現上均有改善，分
別 進 步 了 0.33 分 、 0.32 分 及 0.16
分；而沒有參與計劃者，表現未見
進步。
救世軍表示，協助 SEN 學童發掘
學業以外的才能，有助他們重新建
立信心，使他們建立認真、專注、

責任感等良好態度，亦能避免他們
被困在只追求學業成績的「弱項比
拚」之中；非洲鼓班等課外活動，
可讓學童從中能體驗合作、互相鼓
勵、解決紛爭等各種人際關係，增
加社交經歷並擴展人際網絡。
卓為和仲言去年參加了非洲鼓
班，家長指孩子的行為問題減少，
其後兩人再參加了小結他班，逐漸
建立出主動學習的良好習慣。精神
科醫生田毅華表示，SEN 學童除了
接受藥物治療和其他專業治療外，
也需要師長和社工等支援，才能得 ■救世軍提倡「強項為主」策略，鼓勵 SEN 學生發掘學
到最大進步。
業以外成就，建立自信有助正面成長。
救世軍供圖

繪錄張保仔改邪歸正 《靖海全圖》窺港史
香港海事博物館本月底舉辦
「南海梟雄：張保仔、海盜和
港口城市」展覽，介紹張保仔


等華南海盜歷史，當中的《靖
海全圖》繪錄張保仔歸順朝廷一幕，是香港
近代史上重要發展。
《靖海全圖》繪於二百多年前，不知何人
所作。據考證，可能是根據道光十年(1830
年)出版的《靖海氛記》畫成，記錄了十九
世紀初嘉慶年間清總督百齡奉旨撫平華南海
盜的經過。其中第三、四部繪畫了海盜張保
歸降百齡的情況。
張保仔，原名張保，十九世紀初跟隨鄭一

活躍於華南水域的海盜。

囂張焚劫港口 官府莫之奈何
據《香山縣鄉土志》所載，嘉慶十年
(1805 年)，因為越南阮軍大舉掃蕩，張保、
鄭石氏、郭婆帶、烏石二、東海八等海盜遷
移到內地，其中一個據點就是香港的「磨刀
洲」。初時，張保等人只是敲詐勒索往來商
船，小打小鬧，還未敢打沿海村落主意，後
來愈發囂張，率眾「焚劫港口」，殺人越
貨，連官府都莫之奈何。
據《靖海氛記》所載，嘉慶十四年十一
月，清提督孫全謀領船百餘艘，夥同葡萄牙

海軍，把張保圍困在赤瀝角(今日赤鱲角)。張
保向同為海盜的郭婆帶求救，郭雖與張曾為
夥伴，卻早有嫌隙，加上早已有意投降清
廷，故拒絕支援張保。後來，張保僥倖逃出
重圍，與郭婆帶於匈洲爆發激戰，張最終落
敗。
郭婆帶也因此元氣大傷，遂主動聯絡兩
廣總督百齡，歸順朝廷，上繳武器。《靖
海氛記》記載，郭有八千手下，「船一百
二十八號、銅鐵礮共五百條、兵械五千有
六百。」郭婆帶與張保是旗鼓相當的海
盜，從這繳納清單推論，張保原來的實力
也一定不簡單。

■廖智朗與隊友在「納米電影創作比賽」中，憑
作品《1線之差》奪得三大獎項。 職訓局供圖

《1 線之差》宣禁毒
邱子文生奪 3 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4名來自青年學院
（邱子文）的學生，早前參加由香港青少年發展
聯會舉辦的「納米電影創作比賽」，憑作品《1
線之差》奪得中學組的「最佳攝影」、「最佳剪
接」和「優異獎」。學生透過作品帶出不同抉擇
都可能改變人生的故事，同時宣揚禁毒的訊息。
「納米電影」片長不可多於 3 分鐘，今次比賽
的主題為「Your Choice」。4名青年學院（邱子
文）三年級學生的電影作品，講述一名剛失戀的
年輕人，最終選擇了吸毒，並頻頻出現幻覺和身
體不適。學生希望透過短片描繪吸毒對身心帶來
的禍害和痛苦，宣揚禁毒訊息，短片最後以「你
改變不了過去，但你可以改變現在」作結。
身兼導演、編劇、攝影和剪接於一身的青年學
院(邱子文)職專文憑三年級學生廖智朗表示，創
作故事時曾參考電視節目和網上資料，以了解吸
毒者的特徵和感受；片中特意運用較暗的燈光拍
攝，以營造主角憂鬱的情緒。
智朗與組員僅花了一星期便完成外景和室內場
景拍攝，每天拍攝差不多 12 小時至 13 小時，在
全隊成員的努力下，終於順利完成作品。帶隊老
師魏兆榮對學生獲獎深感鼓舞，相信今次經驗有
助增強他們對創作電影的信心。

與郭婆帶內訌 實力減歸清廷
經過赤瀝角八日之圍，以及後來與郭婆帶
內訌，張保的實力大不如前。這從翌年的
「長沙埔劫掠」可以看出。嘉慶十五年二
月，張保率領賊眾，強攻廣州城區東北郊的
長沙埔村。村人不甘受辱，奮起抵抗，張保
久攻不下，損兵折將，唯有「焚沿海民居六
十二戶而去」。
張保這次賠了夫人又折兵，加上「鹵潮蝕
船，不能修葺」，無可奈何下，唯有聽取妻
子鄭一嫂意見，走郭婆帶老路。同年四月，
張保接受清總督百齡招撫。

清剿華南海盜 官拜水師副將
歸順一幕繪錄在《靖海全圖》上；畫中可

見張保頭戴水師官帽，在百官面前跪拜百齡。
後來，張保獲朝廷授千總一職，協助廣東水師
清剿紛亂廣東沿岸長達二十年的華南海盜。改
邪歸正後，張保官運亨通，擢升至「順德營都
司」，後又升福建「澎湖協」水師副將。
張保仔作為香港近代史上傳奇人物，一直
為香港文化創意產業提供源源不絕的題材。
長洲張保仔洞傳說曾收藏了張的寶藏，現為
文化觀光旅遊勝地；兩年前的電視劇集《張
保仔》也以張的故事為藍本；而現在展覽更
從文物角度印證，共同交織出豐富多彩的香
港歷史文化。
（標題與小題為編者所加）
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副講師葉德平
學院網址：www.cuscshd.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