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憑試生升學 北上增赴台減
內地免試招生具彈性 寶島院校資歷認受性受質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嘉瑤）今屆中學文憑試將於本月陸續開考，考生進入最後備試階段，而內地及台灣

院校亦開始收生程序及相關宣傳。學友社調查發現，今年考慮赴內地升學的文憑試考生比例，由過去兩年的

17%增加兩個百分點至19%；而欲赴台灣升學的則較前年大跌8個百分點至25%。該會分析，學界對內地升

學途徑漸漸熟悉，加上內地免試收生計劃較以往更具彈性，故有不俗的吸引力；另一方面，不少學生擔心台

灣院校的資歷認受性及質素，影響了赴台升學意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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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教育局向立法會提交文
件，簡介關愛基金資助清貧中
小學生購買流動電腦裝置的項

目，以促進電子學習發展向前邁進。家長們除了配
合學生的學習需要外，或會因為不同原因，為子女
提供流動裝置。以流動裝置連接網絡，固然能提供
很多的學習好處，但同時網絡世界也危機四伏，子
女一旦不正確使用互聯網，有可能面對如沉迷上
網、涉獵不正當資訊等情況。
其實，家長只要運用簡單幾個步驟，先讓孩子明白

他們在使用流動裝置時應該遵守的責任、承諾及態
度，便能一同享受流動裝置帶來的益處。

一、約法三章
和孩子訂立校外使用流動裝置的守則，並列明一旦破

壞承諾時需承受的後果。家長切忌在訂立約章後不貫徹
實踐，令約章淪為廢紙，幫不了孩子建立良好的使用習
慣之餘，更讓他們誤以為父母在管制使用裝置上沒有底
線。守則應包括使用的時間、數據用量，以及晚上睡覺
時，一起關閉裝置，並放在一個開放的地方，避免讓它
影響大家的睡眠質素。

二、恰當使用文字及圖片
互聯網含海量的數據及資料，當中包括恰當或不適合

孩子瀏覽的資訊及圖片，如一些含色情成分的內容或相
片、粗俗語言等。除了教孩子懂得揀選及發放合適的資

料外，也要讓他們清楚倘發放不當內容，需要承受的法
律責任，不要為一時之快，而魯莽行事。

三、不要網絡欺凌
很多研究報告指出，有不少兒童、青少年及成人

都經歷過不同程度的欺凌，自社交平台面世後，網
上欺凌更成為社會關注的議題。家長們要培育孩子
懂得尊重及愛護他人，不要成為欺凌別人的主角，
應要成為一個有責任的網絡公民；同時，也要讓孩
子在受欺凌的時候，懂得尋求父母及學校協助。

四、承擔責任
讓孩子明白流動裝置的主人翁是父母，自己只是一

個託管人，所以父母有權知道這流動裝置的使用情
況、裝置內的應用程式，如流動裝置被誤用，亦有權
沒收。因此，孩子要好好保管及使用這個流動裝置，
做個有責任感的管理人。

五、適時、適地的使用
家長以身作則，與孩子協議在家中使用流動裝置的

時間，並承諾在特定的時間一同放下，如：吃飯時、
睡前半小時等，讓大家建立一個優質、互動的相處時
間。
為孩子添置流動裝置，看似簡單，但準備工夫是否

足夠，出來的效果可能天壤之別。
■香港教育城高級發展經理 洪婉玲

平昌冬季奧
運會剛結束，
還記得看電視

播映的項目，如溜冰，滑雪等等，
運動員在雪地冰場演出高難度動
作，令人歎為觀止，覺得人類能力
真的可以超乎尋常，潛能無限。驚
歎之餘，想到運動員艱苦訓練，令
一切非凡變真實，正如英文常說的
「Where there is a will, there is a
way.」。當中的will是意志，而way
是方法，這句話的意思是︰如果有
決心，總有辦法，就算有困難，亦
可克服，達到目標。中文諺語「有
志者，事竟成」也是這個道理。只
要有決心，有意志力，就可達成理
想。
It's difficult to do the quadruple

jump in figure skating, but where
there's a will, there's a way. Many
marvelous athletes have done it
beautifully.
花樣滑冰的四周跳動作難度很

高，不過只要有決心，就能夠做
到。多個優秀的選手都能夠優美地
做出這個動作。

You can't just give up. Remem-
ber where there's a will, there's a
way.
你不可以就這樣放棄。切記，有

志者，事竟成。
朋友兒子喜歡做麵包，入行不

易，父母亦不贊成，但經過多年，
最近終於與友人一起經營一間麵包
店，所以我也相信 Where there's a
will, there's a way，有志者，事竟
成。
其實人類潛能無限，我們都不知

極限在哪裡，所以運動員可以不斷
破紀錄，英文一句用語 The sky is
the limit（只有上天才是盡頭） 就
表達這意思，天空是無窮無盡，天
空是極限，亦即是沒有界限或封
頂，一切都有可能。很多時用來表
示人類能力無限，可以做到的難以
估計。
The sky is the limit to what this

young talented athlete can
achieve in the future.
這年輕天才運動員將來的成就無

窮，前途無可限量。
Computers can do so much to-

day. The sky is the limit.
今天，電腦的能力無窮無盡，看不

到極限。
但有時 The sky's the limit 亦可以

作為輕鬆的、誇張的用語，帶點戲
謔意味，表示做事無節制，不知界
限。
Last weekend he was treating

and the sky's the limit. His friends
ordered whatever they liked and
ate as much as they could.
上周末由他作東，大灑金錢，毫

無節制。他的朋友盡情地點自己愛
吃的美食，隨便開懷大嚼。
He doesn't care about money

when he buys presents for his
girlfriend. The sky's the limit.
他買禮物給女朋友時不會計較金

錢，花多少無所謂，毫無節制。
花錢要有節制，不可浪費。做事則
要積極一點，不斷努力，記着The
sky is the limit.前途無可限量。
Where there is a will, there is a way.
有志者，事竟成。學習語文之餘亦可
鼓勵自己。 ■Lina CHU

（linachu88@gmail.com）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港演藝學
院 (演藝學院) 昨舉行年度演藝開放日，近
8,500名市民前來學院灣仔本部及位於薄扶

林的伯大尼古蹟校園參
觀，參與學院師生安排近
100場的免費節目，包括中
國戲曲、舞蹈、戲劇、音
樂、電影電視、舞台及製
作藝術的表演、公開課、
放映會和展覽，體驗表演
藝術的樂趣，公眾人士更
可參觀平日閒人止步的後
台禁地。
此外，在校友會的協辦

下，演藝學院邀請了鋼琴
家張緯晴與ToNick樂隊主音兼電結他手趙
善恆，以校友身份在開放日與市民分享流行
與古典音樂的人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港大學圖書
館於去年底引進了本港首隻駐館治療犬Jasper
（又名熊貓），並推出駐館治療犬試驗計
劃，以助學生紓壓。由於試驗計劃獲得同學
和教職員的熱烈支持，圖書館決定延續計
劃，除了於今年5月考試期間會繼續為同學減
壓，Jasper亦會在學期其他時間與師生見面。
Jasper是一頭被領養的英國古代牧羊犬，試

驗計劃在大學圖書館總館和呂志和法律圖書
館進行，為期6天，78名港大師生經預約後和
Jasper相聚半小時。他們在活動期間，除了和
Jasper玩耍，亦對Jasper領養前和成為治療犬
的經歷及香港動物權益有更深入的了解。
78名計劃參與者在活動後被邀請作問卷調查，

結果顯示參與者對駐館治療犬試驗計劃持有非
常正面的評價，肯定了計劃的成效。港大表示，
新一輪計劃的詳情將透過港大圖書館網站、
facebook和校園電子渠道向港大師生公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第十五屆
「香港青年協會渣打香港英語演講比賽」日
前舉行總決賽暨頒獎典禮，今年活動共有來
自154間學校接近1,800名中學生參與，經
兩輪評審後共10位學生晉身總決賽，最終
高主教書院中六生成智健及聖保祿學校中二
生Suyasha Mahan NARASIPURAM脫穎而
出，分別奪得高中組及初中組的冠軍，兩組
優勝者有機會代表香港分別到英國及內地比
賽。
是次英語演講賽，參賽者須就指定題目
演說3分鐘，初中組學生要分享對社交媒體
YouTube 的看法和愛好，並假設自己是
YouTuber，提議各項有趣的想法和計劃；
而高中組則要求學生透過Tesla創辦人及行

政總裁Elon Musk不同領域的創新主意，闡
釋如何跳出傳統教學的框架、創造新發明，
並鼓勵他們發揮創意，建議一個可以影響世
界的發明。
除了演講外，比賽亦邀請了澳洲駐香

港總領事館公共事務總監麥格文，以及
中文大學英文系助理教授 Eli Park SO-
RENSEN向參賽者即時作出提問，考驗
即場反應。
評判之一的渣打銀行大中華及北亞地區

公共事務、品牌及市場推廣主管莫毅信讚揚
參賽學生表現出色，又認為比賽可單能加強
同學運用英語的信心，亦能培育他們創意、
獨立思考和即時反應，為他們成為明日領袖
作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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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空方為盡 有志事竟成 善用流動裝置 親子有商有量

青協英語演講 高主教生摘冠

學友社今年1月以問卷形式訪問了逾
1,100名應屆文憑試考生，以了解他

們到內地及台灣的升學意向及認知。調查
發現，考慮赴內地升學的學生比例保持穩
定增長，較2016及2017年的17%，增至
19%；反之，欲到台灣升學的學生人數則
從前年及去年的33%及26%，進一步下滑
至25%。

擬北上升學者比例穩定增長
學友社學生輔導中心總幹事吳寶城表
示，現時很多學生都有內地的背景，亦有
愈來愈多過來人分享在內地讀書及就業的
經驗，加上內地免試招生計劃在不斷改良
下更具彈性、「校長推薦計劃」最低錄取
標準亦有新修訂，以及教育局亦為有意赴
內地的學生提供資助計劃等，以上種種因
素，令有意到內地升學的學生比例持續穩
定增長。

至於台灣方面，吳寶城指，近年學生開
始關注台灣院校的學位認受性，及台灣院
校合併及新生報到率等問題，影響赴台升
學意慾。
是次調查發現，學生考慮赴內地及台灣

升學的因素，主要集中在「收生要求較
低」、「學費較便宜」及「文化/地理位置
相近」。吳寶城認為，學生的考慮因素較
為單一及表面，擔心學生沒有考慮了解課
程內容及將來就業等因素。
他提醒學生，升學是人生重要的決定，

會影響日後工作的選擇，建議同學應考慮
各種因素，結合自身意願與客觀條件，並
掌握多元出路資訊及參考不同意見。
針對近年政府為內地升學的學生推出不

同的資助計劃，調查發現有35%受訪同學
認為，資助計劃增加了他們到內地升學的
意願，而有逾半同學則直認不了解資助計
劃詳情。

倡增回流支援 減港生疑慮
吳寶城指，資助計劃僅對原本已有意前

往內地升學或較關注學費開支的同學較有
吸引力，但不少同學仍有其他考慮，包括
資歷及就業認受性等。他建議除金錢資助
外，當局宜加強內地畢業生回港就業的支
援，深化香港、內地學歷專業互認安排及
推廣，以及為學生提供更多內地交流機會
等，均有助進一步釋除同學的疑慮。
應屆中六生黃沛彥計劃到北京或南京

修讀師範大學的課程。他認為在內地修
讀中文更加專業，可得到最佳的教育資
源。另一中六生李芊晴打算赴台灣讀獸
醫，她指雖然香港現已開辦了獸醫課
程，但開辦時間尚短，相信台灣的課程
歷史較悠久，且設施較完善，加上當地
的生活節奏輕鬆，讀書壓力小，故傾向
在台灣升學及就業。

■初中組及高中組共10位學生晉身總決賽，他們與嘉賓及評判合照。 青協圖片

演藝開放日吸近8500人參觀

■港大圖書館早前推出駐館治療犬試驗計
劃，反應踴躍。 港大供圖

■■學院學生作互動展演學院學生作互動展演。。
校方供圖校方供圖

■學友社昨公佈「內地台灣升學意向調查」結果，考慮赴內地升學的學生比例保持穩定增長，
而考慮到台灣升學的學生比例則稍微下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唐嘉瑤攝

■高主教書院的成智健曾5次參賽，
今年最終榮獲高中組冠軍。

青協圖片

「「熊貓熊貓」」續駐港大圖書館續駐港大圖書館

本疊內容：文匯教育 文匯副刊 娛樂新聞 體育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