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聞透視眼A25 ■責任編輯：勞詠華 20172017年年77月月1010日日（（星期一星期一））

中大銀彈吸尖子 六科5**袋兩萬元

毅進生有望「破格」升自資學士
研讓尖子直升 與自資高教盟探討 擬2017/18年敲定

中學文憑試後天放榜，香港多元銜接的升學體制日漸成熟，年輕人不論起步點

如何，也有機會透過經評審的進修課程「讀上去」。修畢後等同文憑試5科2級資

格的毅進文憑，其課程管理委員會透露，毅進課程中其實不乏文憑試獲10多分而

語文科失手的學員，學術成績相當優異，為此委員會正與自資高等教育聯盟探

討，讓優秀畢業生「破格」直接升讀自資院校學士學位課程，並擬於2017/18年敲定相關機制。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伊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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毅進文憑課程管理委員會主席熊志忠接
受香港文匯報記者專訪時表示，社會

對毅進仍存有一定誤解，部分人對其學歷認
受性欠缺信心，擔心學生畢業後的出路，
「有人更以為只有（文憑試）0分生才會入
讀毅進。」

逾十分者眾 僅中英文失手
他強調，其實現時毅進收生成績的幅度差
異頗大，0分生僅佔極小部分，亦有不少學
生考獲十多分，只因中文科或英文科失手，
不欲重讀，遂期望修讀毅進獲得實用知識及
可供升學的資歷。
他引述有舊生分享指，入讀毅進時曾遭家
人及老師反對，質疑課程的成效，但他堅持
入讀，其後回母校跟老師及學弟學妹分享，
以釐清他們對毅進的誤解。

委會盼為優秀生爭出路
毅進文憑過去5年收生共約2.7萬人，一

般而言，毅進畢業的資歷相當於文憑試5科
（包括中英文）取得2級，符合報讀副學士
或高級文憑課程的資格。熊志忠指，委員會
希望為在學期間表現優秀的學生爭取出路，
最近遂與自資聯盟探討，讓有關畢業生「破
格」直升自資學士。
熊志忠解釋說，委員會留意到近年毅進升

學比率愈來愈高，反映學生有能力持續進修，
遂與自資聯盟開始研究，建立系統向聯盟院校
推薦學術成績優異的畢業生升讀學士。
他坦言現時仍處於探討階段，並確保獲推

薦的學生具備優良語文能力，至於詳細收生
要求及推薦人數則未有定案，現時所見各自
資院校對此反應正面，希望盡快於2017/18

年敲定機制。
他強調：「機制一定要嚴謹考慮，但不會
限制學生所選的學科，只要符合入學要求就
可。」

教局：專上院校收生自主
教育局發言人回覆香港文匯報查詢時，未

有正面回應讓毅進畢業生「破格」直接入讀
自資學士課程的做法是否可行或有否不當，
但強調本地專上院校享有收生自主。不過發
言人又指，專上院校現時並不接納以毅進成
績直接報讀學士課程，局方認為目前毅進課
程的目標及結業資歷適當，並無計劃改動。
毅進畢業生何潔賢於2013年應考文憑

試，但因成績不足10分而希望繼續升學，
遂入讀毅進。她認為一年的課程內容充實，
自己亦專注學習，其後順利入讀公開大學李

嘉誠專業進修學院的社會科學高級文憑，去
年升讀公大社會科學學士課程三年級。
何潔賢認為，若成績優良的毅進學生可直

接升讀大學，對學生來說是好事，以她為

例，兩年的高級文憑課程內容與相同科目的
大一和大二課程差別不大，相信學生能應
付，「普遍同學都嚮往大學生活，直接升大
學沒那麼轉折，對同學是一大鼓勵。」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高鈺）香港大學與
法國著名社會科學領域
學府—巴黎政治大學
（Sciences Po）合作的
雙學位課程的5位首屆
畢業生今個學年即將畢
業，他們可以同時獲得
香港和法國兩校的學士
學位，這也是首個由香
港和法國兩地聯合推出
的雙學位課程。本屆畢
業生分別在巴黎政治大學修讀歷史、
法律、經濟、社會學或國際關係，及
後在港大修讀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
文學院或社會科學學院的學士學位課
程。
據介紹，現時有14名學生就讀上述

課程，校方要求學生在大學一、二年
級期間，於巴黎政治大學位於法國勒
阿弗爾、漢斯或芒通三大校園上課，
及後兩年則在港大修讀經濟及工商管

理學院、文學院或社會科學學院的課
程。整個課程以英文授課，但大學也
鼓勵學生在巴黎修讀課程期間學習法
語。
畢業生Mehdi Ould-Elhki表示，課

程獨有橫跨歐亞兩地的學習體驗，讓同
學能從世界不同角度分析事情並建立觀
點，且涵蓋的學術領域非常廣闊，可結
識到由工程至生物化學等不同背景的朋
友，大大擴闊其社交圈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柴婧）中文大學因應
政府擬推行都市固體廢物按量收費，遂於去
年開展「廢物徵費和審計試驗計劃」，計劃
已於今年4月完成。透過廢物來源追蹤與定期
審計後，若不計廚餘，校方發現參與計劃部
門未分類回收的垃圾，行政及服務部門佔比
最高，達至部門總垃圾量的19%，職員宿舍
則佔比最少，僅達10%，整體情況良好。中
大物業管理處可持續發展環境經理范佐政表
示，大學擬按重量先交給政府入閘費，校內
再根據收集情況徵費，但應該明年才會有具
體收費方案。
中大於去年7月至今年4月，對6個教研部

門，6個行政及服務部門，5間書院和8個教職
員宿舍進行廢物來源追蹤，並定期審計，包
括稱重和檢查垃圾，分析及紀錄垃圾袋內廢
物類別，估算各單位產生的廢物種類、可回
收物品重量等。
追蹤來源主要靠工作人員用手機應用程式
讀取垃圾袋上的QR碼和垃圾箱上的無線射頻
識別系統（RFID）標籤，相關數據會自動按
用戶來源分類並上載至中央系統，而垃圾稱

重、分類紀錄等審計工作則由工作人員人手
操作完成。

倡增辦公室廢紙回收點
是次計劃審計結果顯示，未分類回收的垃

圾在行政及服務部門總垃圾量中佔比最高，
達19%；書院佔16%；教研部門佔14%；在
職員宿舍則佔比最少，僅有10%。

整體而言，廢紙是主要的未分類回收垃
圾。而未被計算在未分類回收垃圾內的廚
餘，則在各部門垃圾總量中佔比較高，其中
職員宿舍的廚餘垃圾佔其垃圾總量的58%。
范佐政表示，是次調查的所有部門垃圾總

量佔中大總垃圾量的一半，故結果具一定代
表性，中大建議相關部門增加辦公室廢紙回
收點，並考慮在未來建設中大自己的廚餘發
電處理廠。
此外，中大將編寫《良好作業手冊》分享
是次計劃經驗，並繼續在校內宣傳減廢和廢
物徵費。

試審計廢物徵費成效 中大：廢紙重災 首屆港法雙學位學生將畢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姜嘉軒）香港中
學文憑試即將放榜，中文大學昨日宣佈於
2017/18學年起，加強入學獎學金及助學
金計劃，以優異成績入學或有經濟需要的
新生都能受惠。其中考獲六科或以上5**
成績的聯招新生，每年將獲額外20,000元
的「學習津貼」，三科至五科5**及兩科
5**的聯招新生則分別獲得 10,000 元及
5,000元獎學金。

另中大將增設每年金額達一百萬元助學
金計劃，可惠及50名有經濟需要學生。
中大表示，由2017/18學年起，經聯招

入讀中大，並於文憑試考獲六科或以上
5**成績，除可獲「全免學費獎學金」及
30,000元「海外交流獎學金」外，中大更
會向他們額外提供20,000元的「學習津
貼」，得獎人只要保持良好學業成績，便
可於正常修業期內按年續領上述獎學金。

新計劃下，修讀中大六年制醫科課程所
得之入學獎學金最高總額將增至402,600
元；而其他四年制本科課程之入學獎學金
最高總額則達278,400元。
至於在文憑試考獲三科至五科5**成績

的聯招新生，今年起可獲發額外10,000元
獎學金，資助他們往海外交流學習或參加
外展體驗活動；考獲兩科5**成績的聯招
新生，則可獲發5,000元入學獎學金。

新設助學金 百萬元惠50生
另外，中大獲上海總會捐助新設助學金

計劃，每年總金額一百萬元，可惠及50名
有經濟需要學生。中大指助學金不論學生
修讀年級或國籍身份，大學會根據個別申
請人的經濟情況考慮其申請，每名受助同
學可獲20,000元資助，如受助同學持續有
經濟困難，來年可繼續申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姜嘉軒）行
政長官林鄭月娥早前公佈教育新資源
下的多項措施，包括為修讀指定自資
院校學士學位的學生，每年提供
30,000元學費資助。港台節目《城市
論壇》昨日討論有關政策，多名教育
界人士均認為大方向正確，而在執行
上有討論空間。其中自資高等教育聯
盟主席阮博文建議「錢跟學生走」，
給予學生選擇報讀心儀課程的機會；
浸大傳理學院客席教授陳美齡則指目
前計劃定位不清，建議政府考慮引入
家庭入息審查，讓有需要學生獲得更
多資助。

專家建議「錢跟學生走」
上述資助計劃將不包括教資會轄下

大學所開辦的自資學士課程，及已入
讀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資助
學位的學生。
阮博文昨日出席《城市論壇》時，

形容政策對學生而言是好事，「相信
政策本質上所有人都會支持」，但目
前於執行上公平性存疑，建議應讓
「錢跟學生走」，「由學生自行決定
想要得到什麼服務」，而不是只資助
指定的4年制自資學士課程，擔心此
舉與政府一直以來支持多渠道升學、
鼓勵職業教育的方針相違背。
陳美齡亦歡迎有關政策，但她指政

策定位並不清晰，「畢竟有些學生未必需要
30,000元資助，但有些卻可能需要60,000
元、90,000元」，建議政府更細心了解不同
家庭所需，考慮「度身訂做」支援各學生需
要。另一方面，她認為新措施至今未有直接
回應本港學生的壓力問題，建議政府考慮進
行高中改革，減輕「一試定生死」的壓力。
教育界立法會議員葉建源認為，無論如何

政策是值得歡迎，因自資院校學士課程的學
生終於能獲得資助。
至於措施並未涵蓋副學位，葉建源坦言在

這項資助的引導性下，恐怕報讀副學位人數
將進一步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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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姜嘉軒）大批文
憑試考生均在籌謀不同的升學出路，學友
社預計本屆考生於五科考獲21分或以上會
有較大機會考入八大院校，17分至20分則
屬「邊緣」分數，建議同學們要合理評估
成績，為不同情況制訂相應方案。就政府
近日公佈向合資格的自資學士課程學生每
年提供30,000元資助，學友社提醒有關撥
款尚待立法會審議，而資助範圍並不包括
教資會資助院校所開辦的自資學士課程及
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內的課程，
籲同學留意實施時間與具體安排。

學友社：兩天接150查詢
文憑試放榜日將至，學友社於過去兩日
收到150個電話查詢，主要涉及放榜與大
學聯招事宜。學友社學生輔導中心總幹事
吳寶城提醒同學要作出多方面估算，為成
績「合乎理想」、「超乎理想」及「未如
理想」制訂不同方案，「同學不要過分聚
焦於單一途徑，限制了自己的選擇，宜了
解各種出路後制定多手準備」，以免放榜
一刻大失預算而驚惶失措。
學友社調查發現最多學生擔心自身升學

出路，吳寶城建議考生進行聯招改選前多
留意科目的最新情況，包括其計分方法有
否改變。他又特別引述考評局過往有關重
讀生表現報告，顯示大部分人成績保持不
變，最多也只是升一個級別，尤其來年中
文科考試將會加入12篇範文考核，奉勸考
生小心考慮是否重讀。
政府日前公佈向合資格自資院校學士

生，提供每年3萬元免入息資助。吳認為
此舉可減輕學生財政壓力，但強調選擇課
程時還應考慮個人興趣，以及課程的銜接
性、質素、就業前景等不同因素，切勿因
有資助而盲目選報。
另一方面，吳指不少人誤以為所有自資

學士課程均有資助，「按現時文件，新措
施資助範圍並不包括教資會轄下大學所開

辦的自資學士課程及指定專業/界別課程
資助計劃內的課程」，提醒同學務必注
意。
學友社即日起提供一系列放榜輔導服

務，包括設立 38條放榜輔導熱線 2503
3399、面談諮詢服務、免費派發《出路指
南2017》及開放升學就業資料中心等，協
助同學掌握各類出路資訊。

出路宜多手準備 勿因資助盲選報

■學友社過去兩日收到150個電話查詢，主要涉及放榜
與大學聯招事宜查詢。 學友社供圖

■吳寶城（右）提醒同學要作出多方面估算，為成績「合乎理想」、「超
乎理想」及「未如理想」制訂不同方案。 學友社供圖

■港大和巴黎政治大學的代表，與首屆雙學位課程畢
業生合照。 校方供圖

■范佐政表示，初步傾向以入閘費方式徵費。
香港文匯報記者柴婧 攝

■工作人員用手機應用程式讀取垃圾袋上的
QR碼，追蹤廢物來源。

香港文匯報記者柴婧 攝

■何潔賢認為，若毅進學生
可直接升讀大學對學生是一
大鼓勵。 受訪者供圖

■熊志忠指正與自資高等教
育聯盟探討讓毅進畢業生直
接升讀自資學士學位課程。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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