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大劍橋「聯招」5年讀3證書
港大工程學院學生可申請 年招10尖子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姜嘉軒）為培養具有全球視野的工程專業人才，香港大學昨宣佈與英國劍橋大學合辦

「香港大學─劍橋大學本科收生計劃（工程學及計算機科學）」，由2018/19學年起開放予港大工程學院學生

申請，通過筆試者將獲港大推薦接受劍橋大學考核，獲取錄者首兩年在港大學習，第三年起前往劍橋攻讀工程

學或計算機科學本科及碩士共3年課程。港大及劍橋課程負責人指，課程預計每年收生約10人，畢業生5年可

獲學士、碩士3張證書，並可同時獲得內地、香港及英國專業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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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學──劍橋大學本科收生計
劃（工程學及計算機科學）」是

首個聯合兩所學府的工程學系計劃，港大
校長資深顧問及收生總監史秉士介紹指，
2018/19學年入讀港大工學學士及工學學士
（工程科學）學生可以申請，獲港大推薦
的同學接受劍橋考核，通過考核同學會獲
得劍橋有條件錄取，GPA達到要求即可於
第三年前往劍橋，未獲得錄取同學則繼續
修讀其原有港大課程。
港大工程學院助理院長張祺忠進一步講
解篩選過程，港大將在10月份向有意申請
學生提供面試，題目包括數學、工程、物
理等範疇，考核學生是否具備足夠基礎能

力，成續優異者將獲港大推薦，約在11月
份接受劍橋面試。
英國劍橋大學工程學院院長 David

Cardwell補充指，有條件錄取會因應學生面
試表現及學業成績等情況因人而異。至於計
劃收生人數，史秉士初步預計港大每年推薦
10名至20名學生不等，實際收生則大約8
人至12人，實際人數多寡需視乎該年學生
質素。

分別頒授 非聯合學位
David Cardwell又提到，上述計劃將不會

頒授聯合學位，但入選計劃的學生，5年學
成後可分別獲得劍橋大學頒發的本科學位及

碩士學位，以及港大的本科學位，形容有
關設計將對學生大有裨益。

內地港英學會皆認證
港大工程學院院長田之楠表示，計劃畢

業生可同時獲得內地、香港及英國的專業
工程師學會認證，可在當地執業並進一步
考取工程師專業資格，相信有助擴闊學生
未來工作選擇。
兩校期望有關安排能讓學生深入學習在

不同文化及語言環境下，如何應用工程專
業，結識來自兩所頂尖學府的校友、專家
及教授，建立廣闊人際網絡，適應在多元
文化背景下的團隊工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嘉瑤）職業訓練局
（VTC） 昨日公佈2018/19學年的收生安排，其轄
下院校將開辦超過140項全日制學士學位、高級文
憑、基礎課程文憑、職專文憑等課程，屆時可為中六
生提供約1.7萬個學額，當中10個是新增的高級文憑
課程，課程由本月24日起至明年2月28日接受申
請。
其中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THEi）將開辦20個

學士課程，當中12個課程獲政府納入「指定專業/界
別課程資助計劃」（SSSDP），包括時裝設計、產品
設計、園境建築、廚藝及管理、土木工程、環境工程
及管理、園藝及園境管理、測量學等學位課程，獲取
錄的同學可獲每年4萬元至7萬元學費資助，申請人
可於下月6日或之前透過JUPAS報名。
至於香港專業教育學院（IVE）、香港知專設計學

院（HKDI）、國際廚藝學院（ICI）等院校將開設
約100項高級文憑課程，並為迎合職場的需求，新學
年校方會新增10項高級文憑課程，當中金融科技、
公關及數碼傳訊、音樂及數碼娛樂產業管理、藝術及
文化活動管理屬跨學科課程。其餘新增課程則有葡萄
酒及飲品商業管理、西式包餅及糖藝、廚藝科學、社
區服務策劃及領航、主題公園及劇場創意科技、國際
商業管理及語言。
職訓局高級助理執行幹事余國柱指，跨學科課程是

根據市場的需求而設計，跨學科專才渴市，僱主期望

學生掌握不同學科知識，從而滿足市場的需要。
此外，本港作為亞洲葡萄酒中心，但對葡萄酒有專業

知識的人才較少，故新增相關的高級文憑課程可以回應
市場需求。他期望學生能在求學期間，同時取得職場經
驗，故校方要求學生實習總時數不少於90小時。

95%THEi畢業生搵到工
職訓局副執行幹事鍾志杰透露，THEi首屆畢業生

的就業數字令人鼓舞，約95%畢業生找到工作。此
外，為向學生提供最新課程資訊，THEi、IVE、
HKDI、CCI及青年學院等院校，將於本周五起陸續
舉行資訊日，詳情可瀏覽 www.vtc.edu.hk。

職訓局周五收生 提供萬七學額
近年社會總是熱
烈地討論如何讓子
女 「 贏 在 起 跑
線」。由參加親子
遊戲班、申請幼稚

園、報讀什麼特別的興趣課程等，
家長希望孩子可以有與別不同的才
能，以助孩子考入「名牌」小學、
中學。每個關卡都精心策劃，細心
挑選。
這些協助子女「贏在起跑線」的

工作，彷彿是衡量家長是否盡責、
成功的指標。家長為了規劃子女的
人生，有時更是無所不用其極：到
處搜尋名師、加入家長討論區等只
是基本動作，在這樓價高企的時
勢，很多家長選擇「孟母三遷」，
背後往往是一個又一個辛酸的故
事。
由於家長着緊孩子的學業成績，
坊間的補習班、面試班應運而生。
筆者還記得有補習社的廣告標題為
「你不找競爭，競爭也會找上
你」。社會的討論、甚至補習社的
廣告都說明了香港是一處競爭激烈

的地方。有的家長認為既然競爭那
麼激烈，就更需要為子女做好準
備，裝備好他們，否則趕不上步伐
便會被社會淘汰。
不過，隨着青少年自殺個案愈來

愈多，學童精神健康開始受到關
注，社會開始反思問題究竟出現在
哪裡。培育子女的焦點不應只集中
在「起跑線」，而是放在「如何跑
到終點」。單是今年10月12日就共
有7宗自殺個案，當中3人分別是11
歲的小六學生、17歲的中六學生和
27歲的在職青年。青少年本有精彩
無限的未來，為什麼他們會選擇了
結生命？
筆者是社工，也是兩個小孩的媽

媽。每次看到青少年輕生的新聞就
分外心痛。他們選擇結束生命，背
後的原因當然是複雜、千絲萬縷。
不過說到底，人生沒有希望、沒有
選擇都是當中的主因吧！
當筆者遇到學生傾訴正承受學業

上巨大壓力時，會和他們討論壓力
來源、如何減壓、正面思考。在輔
導過程中，學生有傾訴的空間、明

白自己的需要，也會掌握到一些減
壓技巧。不過，當學生步出社工
室，繼續面對一個又一個的補習
課、沒完沒了的測驗、評估，筆者
會反思輔導的效能會變得事倍功半
嗎？
眼見學生帶着疲倦的身軀，朝八

晚六地上課、測驗，然後再上補習
班，筆者忍不住問：這是理想的生
活、有質素的學習嗎？
社會往往將「有好的學業成績便

有成功的人生」無限放大，學業成
績不理想就要繼續補習和補課。青
少年還有出路嗎？還有選擇嗎？作
為媽媽，我常常提醒自己要讓孩子
有自信、有希望、有選擇，讓他們
豐盛地、精彩地跑到終點。
撰文：
香港家庭福利會
註冊社工黃凱珊
查詢電話：2419 7830
網址：http://www.hkfws.org.hk

育兒勿只看「起跑線」關注「如何跑到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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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推動
STEM（科學、科技、工程和數學）教育
近年已成學界重中之重。「粵港澳促進
STEM教育聯盟」昨日於樂善堂余近卿中
學舉行「STEM教育實驗學校」掛牌儀
式，期望以該校作示例，整合及分析相關
的經驗，藉此探討在不同學校推行STEM
教育的可行性，長遠而言，可全面推動粵
港澳地區的STEM教育發展。

響應「十三五」昨辦掛牌儀式
為響應國家教育部在《教育信息化十
三五規劃》中提出：「要積極探索信息
技術在『眾創空間』、跨學科學習
（STEM 教育）、創客教育等新的教育

模式中的應用」，華南師範大學於2016
年成立了「粵港澳促進STEM教育聯
盟」。聯盟昨日率先在樂善堂余近卿中
學舉行「STEM教育實驗學校」掛牌儀
式，令該校成為全港首間「STEM 教育
實驗學校」。
華南師範大學教育技術研究所所長、

「粵港澳促進STEM教育聯盟」主席李
克東致辭時指出，期望實驗學校的學生
都參與STEM教育的研習，深化探究，
體現跨學科學習的精神，其次要取得學
生學習的數據，作科學研究，了解學生
通過STEM教育，在創新思維和能力方
面的變化和發展。
他最後強調，希望學校可總結教學經

驗，在來年的粵港澳STEM教育大會上
交流。
其後，李克東與一眾嘉賓參觀樂善堂

余近卿中學的智能家居網絡系統實驗
室。實驗室內設置一台智能家居機械
人，負責操控室內所有設備，例如智能
燈、冷氣系統，以及由學生設計及創作
的水機等，都可以語音操作。同時，學
校成功將學生研發的不同生活產品加入
智能家居中控系統，既打造一個高科技
而舒適的智能家居環境，亦令學生能將
STEM知識學以致用。

楊潤雄：增中小生研習「智城」
另外，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昨日出席

「智慧城市專題研習計劃2017/18」開
幕禮暨簡報會時亦指，智慧城市已成為
現今先進城市的大趨勢，香港絕不能落
後於人，教育局亦因應施政報告關於發
展智慧城市的建議，即時開展智慧城市
專題研習計劃，邀請全港中小學參與以
「智慧城市」為主題的專題展覽，並提
供「智慧城市」學習團、STEM教育日
營和夏令營等活動，提升中小學生對智
慧城市的認識和作進一步研習的興趣。
楊潤雄期望，透過該計劃培養STEM

領域的人才，配合社會的發展及需要，
維持本港的優勢及競爭力。
樂善堂余近卿中學及慈幼學校均為專

題研習計劃進行示範。

余近卿中學成港首間「STEM實驗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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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張祺忠、史秉士、David Cardwell、田之楠。 香港文匯報記者姜嘉軒 攝

■職訓局將於新學年開辦超過140項學士課程。
職訓局供圖

■李克東（左二）頒發STEM教育實驗學校牌匾予樂善堂余近卿中學。 學校供圖 ■學生講解智能家居的操作原理。 學校供圖

屯門小一生軒仔，疑在校內被同
學掌摑、更被人用手指篤眼及鉛筆
插耳，結果鉛筆頭的擦膠粒遺留耳
內，需做全身麻醉手術將其取出，
聽力仍未完全恢復。爆出校園欺凌
醜聞的中華基督教會何福堂小學，
其校長周任玲昨首次回應事件，強

調校方非常關心軒仔的情況，會持平處
理事件，由於學生年紀尚小，學校會以
教導學生為首要任務。軒仔母親余太則
指校方態度敷衍。
余太昨早約10時半到達軒仔就讀的屯

門中華基督教會何福堂小學，參與家長
教師會。校長周任玲首次就事件作出回
應，她強調校方會以嚴謹、公平的態度
處理事件，並承諾於明天（周三）完成
有關事件調查後，向家長交代事件及提
交詳細報告。
她透露昨日曾到醫院探望軒仔，但軒

仔已出院，故未能見面，她亦曾嘗試主
動聯絡余太，但對方未有接聽電話，未
能就事件進行溝通。
就事件是否涉及校園欺凌，周任玲未
有正面回應，但強調校方會持平處理，
而校方現時正與警方接觸，事件尚在處
理中，不便向外界透露太多細節。她補
充，校方會盡力保護孩子在校內的安
全，首要是關心軒仔健康情況，而學校
是教育學生的地方，由於學生年紀尚
小，學校會以教導學生為首要任務。

母指校方敷衍無正視
余太接受傳媒查詢時表示，昨早首次
接到校長電話並就事件會面，但認為校
方並無正視欺凌事件，態度敷衍。余太
重申並非要懲罰欺凌者，只要求學校正
視校園欺凌事件，要希望事件重演。
她又透露，軒仔已經出院，但由於右
耳膜受損，聽覺與左耳仍有差異，需要
覆診，她仍未能放下心頭大石。

■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嘉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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