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免試北上升大 港生前路更闊
本地專業課程爭崩頭 內地升學多元化可經考試獲港認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嘉瑤）香港各大學的專業課程學額有限，學生

如能放開眼界認識多元升學途徑，亦可能找到另一片天。今屆教育及職業

博覽會昨日以「內地教育」為升學主題，吸引不少學生到場了解。近年，

香港中學畢業生人數下跌，但赴內地升學的人數持平，趨勢穩定，有港生

直言，香港的專業課程如心理學、設計、醫護等競爭激烈，讀書壓力大，

而內地大學則可透過「免試招生計劃」以較低門檻入學，教學水平亦與香

港相若，因而會考慮赴內地升學，拓闊自己前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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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網留「足跡」分享先三思
當提及足跡，大家
可能即時聯想起沙灘
上留下的腳印，或地

板上留下的足印，但原來當我們使用網絡
時，也會留下「數碼足跡」，包括曾瀏覽的
網站、曾發出的電郵、在網上聊天、資訊交
流等。
「數碼足跡」分為被動及主動兩種，前者
是指我們上網時無意識地留下的痕跡，例如
上網時，網頁伺服器會記下我們的 IP地

址，透過這地址便能知道你的位置及使用的
網絡服務供應商，搜尋器更會把你曾瀏覽的
網站記錄下來；後者則指有意識地在網上留
下的資訊，包括電郵、社交平台的留言、相
片等等。

七招建正面數碼足跡
「數碼足跡」在海量資訊的公開網絡永久

留痕，同時也塑造我們在別人眼中的形象，
所以要慎行，盡力留下正面的足跡。

外國有不少學者及家長在網上分享簡單而
實用的小貼士，教父母與孩子一起建立美好
的「數碼足跡」：
一、三思而後行：提醒孩子在網絡上作出

任何分享前，想一想此舉是否恰當，因為他
們所留下的信息可能會影響別人，甚至會引
來抨擊，因此要深思熟慮，避免逞一時之快
而輕舉妄動。
二、善用平台設定：網絡平台或流動應用

程式均提供個人設定的功能，包括保障安全
及私隱。有些預設並不合用，家長可與孩子
一起調校設定，讓資訊只與合適的人分享。
三、適當的參與：「數碼足跡」可助我們

重溫當年有趣或值得紀念的事情，如回憶兒
時的寫作、成長日記等。在使用網絡平台
時，可考慮不接受別人的評論及留言，同時
也要思量什麼分享適合發放上網，「數碼足
跡」應重質不重量。
四、留意別人眼中的自己：想知道在網絡
世界中別人對自己的看法是否正面，可使用
搜尋器輸入自己的名字，看看有否負面評
價。
五、保持安全意識：與孩子一起實踐不隨

便和別人分享自己的密碼，同時也要採用保
安程度較高的密碼，如大楷、小楷加入數字
及符號，使密碼不容易被不法分子破解，降

低被盜用賬戶發放不良信息的風險。
六、刪除舊的個人檔案：網絡上的資訊是
不可能完全被移除，不恰當的個人資料及舊
的檔案應更新，而不要讓它們在網絡上留
存。
七、時刻小心警醒：教導孩子在網絡平台

不要過度分享自己的資料，提醒他們注意，
自己的私隱比建立曝光率更為重要。
「數碼足跡」有其好處，同時也有它的風

險，家長可與孩子一同學習如何善用網絡，
共建一個負責而正面的「數碼足跡」。

■香港教育城高級發展經理 洪婉玲
（標題及小題為編者所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本港近月接
連揭發多宗嚴重虐童個案，引起社會關注相
關預防機制成效。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昨日表
示，局方正研究改善幼稚園缺課通報機制，
考慮將要匯報的學生缺課天數由30天縮短至
7天，並正跟勞福局商討如何提供社工服務予
幼稚園；小學方面亦有進行相關檢視，考慮
如何優化現時計劃，盡量實行「一校一社
工」的建議。
楊潤雄昨日出席活動後表示，從社會上聽
到很多人關心虐兒問題，其中局方已舉辦了
多場簡介會，協助教師及早識別會否有高危
事件發生。

至於通報缺課機制方面，楊潤雄解釋，過
往幼稚園要學生缺課30天才通報，現在局方
正研究可否縮短至7天。
「若學生沒有上學7天，而老師又看不到

一個合理理由，例如學生不是患病或不是去
了旅行等，教師便應該通知教育局。」
局方在收到通報之後與教師一起研究個

案，看看學生過往上學的情況如行為，有否
不開心的事情等，然後根據社署的指引再作
跟進工作。
不過，他稱，若與小朋友接觸的人遇到有
任何可疑事件時，其實都應該早日通報，而
不是規定等足7天才作通報。

至於何時落實改善通報機制方案，楊潤雄
表示仍有一些細節需討論，但無論如何現在
都開始做準備工夫，希望可以盡快推出。

檢視小學實行「一校一社工」
另一方面，最近有很多聲音指小學是否應

參照中學實行「一校一社工」，楊潤雄指目
前的小學輔導計劃下，很多學校都利用現有
資源聘請一位或多於一位社工，但局方亦已
開始進行檢視，看看如何優化現時計劃，盡
量實行「一校一社工」建議。
幼稚園方面亦正與勞福局商討，研究如何
提供社工服務予幼稚園。

幼園缺課通報 教局研縮至7天 譚廣亨任港大署理校長

第二十八屆教育及職業博覽昨日起一連4
天舉行，其中升學部分首天以「內地

教育」為主題，有多個內地相關教育機構參
展，並設有專題講座，為到場學生及家長提
供不同的內地求學資訊。

獲校長推薦 4科10分可報讀
負責執行「免試招生計劃」的中國教育留
學交流（香港）中心，派出高級項目經理章
文歡擔任講者，他指計劃讓港生直接以文憑
試成績報讀超過100所內地大學，近年亦不
斷優化，為港生提供優惠入學門檻，包括獲
中學校長推薦者，其文憑試 4個核心科
「3322」要求可彈性放寬為4科共10分。
他續說，內地大學教學質素普遍不比香港
差，而多元化學科亦是優勢，即使是一些需
要認證的專業學科，如在內地修畢課程後，
大部分亦可在港經考試獲認證，包括近年最
受港生青睞的中醫課程。

近年，香港中學畢業生人數下跌，但赴內
地讀大學的人數持平，未見受影響，反映內
地升學趨勢穩定。
一直深受港生歡迎的暨南大學亦有參展，

該校老師林高野表示，去年有近3,000名港
生申請，最後招收約1,200人，收生人數穩
定。
首所香港與內地合辦的高等院校、位於珠

海的北京師範大學—香港浸會大學聯合國際
學院（ UIC ）也有參展，UIC香港辦事處
主任張衛紅表示，今年特設校長推薦計劃獎
學金（全獎），學生若於文憑試考獲21
分，即可免一年學費。
另外，UIC今年增設音樂藝術課程，暫時

只招收港澳生。
台山商會中學中五生徐同學和袁同學都對

內地升學感興趣。徐同學認為香港升學競爭
大，她心儀的時裝設計收生要求高，也較為
看重面試表現，另一方面近年內地發展好，

時裝設計學科專業水平與香港相若，是不錯
的選擇。
她表示會考慮暨南大學，因其位置又近香
港，排名也不俗，並笑言：「我爸爸經常替
我查詢有關內地升學的資訊，仲緊張過
我。」

港生：內地機會多 擬北上讀醫
心儀醫科的袁同學則表示，香港讀醫行精

英制門檻高，考慮到自己語文成績較差，未

必能在港升讀醫科，內地院校能提供更多的
機會，故打算在內地升學。
聖士提反堂中學中五生陳同學則心儀臨床

心理學課程，但擔心在文憑試失手，故打算
透過「免試招生計劃」，較容易考入內地名
校，又可以修讀心儀的課程，一舉兩得。
她表示，首選是上海及武漢的大學，因為
有親戚在當地，可以方便照應，但同時亦有
點擔憂被比下去：「內地生好勤奮，害怕自
己跟不上別人的進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明
德學院致力助學生建立國際視野，
隨着「一帶一路」的實施及發展，
該校近年以不同活動，加深學生認
識沿線國家的歷史文化及與中國的
關係。今年1月初，學院二十多名
學生便展開為期10天的波蘭文化
交流之旅，體驗波蘭獨特的東歐文
化，並與當地3所大學的師生交
流，了解「一帶一路」對這個「中
國通往歐洲重要門戶」之國家的影
響及所產生的機遇。
於是次交流活動，明德學院學生

參觀了波蘭多個著名的歷史遺蹟，
包括納粹德國於1940年於波蘭建

造的奧斯威辛（Auschwitz）集中
營，亦參觀了自 13 世紀開始運
作、波蘭第二大城市克拉科夫著名
的維利奇卡鹽礦，從而了解鹽礦的
結構與運作，親身體驗礦工以前刻
苦的生活。
交流團又到訪了二戰時被猶太人譽

為天堂的舒特拉工廠，了解舒特拉當
年如何拯救超過1,000名猶太人。
波蘭的大學代表亦為明德學生講

解了中國與波蘭之間的貿易關係，
讓同學加深認識「一帶一路」對未
來亞歐經貿的影響，而兩地師生也
在歷史、經濟及飲食文化方面交
流，建立深厚友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嘉瑤）特殊教育需
要（SEN）學生通常具有一項或多項學習困
難的特徵，如家長對他們的情況未有充足了
解，便可能因管教問題而情緒失控。現年6
歲的張天樂，兩年前確診患有過度活躍症及
讀寫障礙，他不時有情緒失控，大喊大叫，
令天樂媽媽大感對他束手無策。後來她參與
教育大學及相關機構的專業培訓，終於開始
能理解兒子的內心世界，明白不能與失控的
情緒「硬碰」，也不可事事遷就，現時親子
關係得到改善，天樂更懂得自我管理。
天樂媽媽回想第一次到教大上課時，兒子
突然情緒失控，想反轉教室的桌椅，導師沒
有勸止，反而陪伴他一起把課室的桌椅全部
反轉。
然後，老師向天樂解釋因為稍後有其他小
朋友要用課室上課，邀請他協助一同收拾桌
椅，天樂不單沒有再發脾氣，更興高采烈地
與老師一同收拾。
一直對兒子的情緒失控苦無對策的天樂媽
媽坦言，事件令她感到匪夷所思，亦從中學
會在處理天樂情緒問題時，需要耐心理解其
想法，向其講解其他人的需要，認為那是很
有用管教技巧。

學懂兒扭計勿事事遷就
最令天樂媽媽印象深刻的就是，一次天樂

在玩具店情緒失
控，哭鬧着要買玩
具，她憶述當時現
場很多路人圍觀，
心想「為何不滿足
他的要求，覺得他
很可憐。我自己也
覺得好醜。」
但想及教大導師

曾教導，不能事事
遷就一直滿足兒子
的要求，只好在旁
等待兒子冷靜下來
在作處理，「看見
兒子哭到面泛紅及
咳嗽，我也曾經想
放棄，想着不如下
次再實施導師的技巧。」
不過天樂爸爸堅持，一定要跟從導師的技

巧，不想兒子重施故技，一不如意就哭
鬧。最後忍耐終得到好結果，天樂得知哭鬧
無果後自動對父母說：「不買玩具，只去看
看。」之後更再也沒有哭鬧要求買玩具。
天樂媽媽續說，在教大上課期間學會安撫

兒子情緒的不同方法，她發現天樂喜歡被人
觸摸，每當摸摸其頭或擁抱，便能有效安撫
其情緒，亦有助提升親子關係的質素。

為天樂媽媽提供訓練的兒童啟迪中心顧
問、教育大學特殊學習需要與融合教育中心
總監冼權鋒表示，現時香港有近5萬名SEN
學童，若他們能在幼兒及小學階段接受專業
支援，有助他們在學習、情緒及社交上的發
展。
他又指基層家庭因缺少支援，家長如發現

孩子有SEN，多數會不知所措而否定事實，
希望社會能更積極為他們提供資源，助學生
家長提升學習及管教質素。

接受教大培訓 母學懂照顧特教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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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隨着港
大校長馬斐森「跳船」赴蘇格蘭出任愛丁
堡大學校長，候任校長張翔到任日期
未定，港大宣佈昨日起，由首席副校長譚
廣亨署任校長，直至張翔履新。港大校委
會在會議期間，亦對馬斐森的任內貢獻表
示謝意，及感謝譚廣亨擔任署理校長，確
保大學照常運作。

張翔料最快年中履新
港大教務長韋永庚日前向全校師生

及校友發信，按照《香港大學條例》
列明，由譚廣亨署任校長一職，負責
校長的責任及權力。信中並指，港大

校委會於周二開會期間，對馬斐森過
去數年的貢獻表達謝意，亦感謝譚廣
亨願意擔任署理校長，期望師生及校
友能夠支持譚廣亨完成署任工作。
信中未有提及候任校長張翔的到任日

期，但有消息稱他將於今年中履新。
根據《香港大學條例》第十二條細

項13，當校長職位懸空，或校長不在
香港或因任何其他理由而不能或無能
力執行其職能時，除非校委會另有指
示，否則該等職能須由首席副校長執
行；如首席副校長亦不能執行該等職
能，則由當時身在香港而連續擔任副
校長職位時間最長的副校長執行。

■明德師生攝於波蘭城堡廣場。

■左起：陳卓琪、天樂媽媽及冼權鋒。 香港文匯報記者唐嘉瑤 攝

■陳同學擔
心文憑試失
手，打算參
加 免 試 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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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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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同學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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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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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同學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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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

記者
唐嘉瑤 攝

■首天教育及職業博覽以「內地教育」為主題，為學生提供升學資訊。
香港文匯報記者唐嘉瑤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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