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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資院校研灣區招非本地生
應對本地畢業生人數跌 校長：北上拓生源方向清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檢討自資專上教育專責小組」
早前發表諮詢文件，其中一項建議政府放寬收生限制，以便自資院
校從大灣區招收非本地學生。事實上，隨着今年新增 3 所院校獲得
國家教育部批准，可以於內地招收學士本科生的香港自資院校增至
6 所，新學年招生人數預計超過 500 人。有自資院校校長形容，內
地生是拓展生源的一個清晰方向，未來會繼續在大灣區以至內地其
他省市推廣課程。

3院校新獲批收內地生
根據規定，香港高等院校到內地招
生，須先獲得國家教育部同意。2018
年，香港共有 15 所具學士學位頒授資
格的高等院校獲准在內地招生，6 所為
自資院校（其餘為 8 大資助院校及演藝
學院），其中恒生管理學院、東華學
院、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THEi）
於今年新獲批收內地生。
另外 3 所為公開大學、樹仁大學及珠
海學院，均已截止報名。按多所已回
覆的院校資料，今年自資學士預計內
地收生人額逾 500 名。
公開大學回覆香港文匯報指，目前已
收到逾 1,200 個內地學生入學申請，預
計招收約 200 人入讀 2018/19 年度的自

■公開大學預計招收200名內地學生入讀自資學士學位課程。

資料圖片

■樹仁大學預計招收 100 名內地學生入
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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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汝漢指各自資院校都希望拓展收生
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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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校除到內地辦升學博覽及升學講座
外，亦會透過社交媒體與內地學生進行
互動，解答入學申請及課程等問題；未
來也將繼續投放更多資源於內地推廣，

特別是大灣區、福建及廣西，同時與區
內教育單位及高校保持緊密聯繫，並為
成功入讀的內地學生提供全面的支援服
務，以吸引更多學生報讀。

內地生申請嶺大激增

收生迎來重大挑戰，招收非本地生將是
院校的重要策略。
小組報告更特別提出，隨着粵港澳大
灣區發展日益重要，政府宜審視現行自
資院校錄取非本地學生政策，以便自資
界別能更積極配合大灣區發展，協助發
揮本港作為區內高等教育樞紐地位。

資學士學位課程；樹仁大學預計招生約
100 人，並已在日前公佈內地收生名
單；東華學院回覆暫未統計報名人數，
預計收生人數為 50 人；恒生管理學院
預計收生名額則約150人。
東華學院校長呂汝漢接受香港文匯報
查詢時指，校方新學年起獲教育部批准
於內地招生，對此感到高興，「香港應
考文憑試人數持續下跌，包括我們在
內，各自資院校都會希望拓展收生渠
道」，而內地學生明顯是其中一個清晰
的潛在生源。
不過，他同時指出，由於該校是首
年獲准到內地招生，加上須考慮住宿
安排等實際問題，故目前先抱持務實
態度，控制收生人數，及主要集中於
大灣區、廣東其他地方及廣西進行宣
傳，待累積經驗後再考慮擴展至其他
省市。
公開大學發言人指，該校自 2005 年
在內地招生，於澳門、珠海及廣州等大
灣區城市都有定期推廣課程及舉行升學
講座，另外亦有於內地其他省市包括上
海、河南、貴州、福建、山東、湖南、
遼寧等地進行推廣及宣傳工作，招募內
地學生來港升學。

84%

八－大－招－生

專責小組指出，香港中學畢業生人
數未來幾年將大跌，令自資院校

■嶺南大學
除了自資院校外，香港 8 所資助大學每
年亦共取錄約1,500名至1,600名內地高考
尖子，當中中文大學及城市大學均參與統
招，其餘 6 所則為自主招生，早前相繼截
止。
在有回覆香港文匯報查詢的 4 所大學
中，今年申請人數均有上升，其中嶺南大
學及浸會大學分別接獲1,753人及3,700人
申請，較去年大增84%及37%。
嶺大表示，今年共接獲 1,753 名應屆內地高
考生提交入學申請，比去年的 953 人大幅增加
84%，該校計劃於2018/19學年錄取45名至50
名內地本科生，惟數字以實際錄取情況為準。
而去年收到2,700名內地本科生申請的浸大，
今年則增至約3,700名，增幅37%。該校計劃取
錄約140人，工商管理學院、傳理學院及理學院
的課程較受內地生歡迎，有關面試及取錄程序經
已大致完成，獲取錄者會獲大學通知。
至於理工大學，收到約 2,700 名內地應屆高
考生報讀 2018/19 年本科生課程，預計收生名
額約230名，報讀人數比去年的2,600名略增。
科技大學則表示，於 2013 至 2018 年間，每
年收到內地本科生的報讀申請由 5,000 至 7,000
份不等，而今年的報名人數較去年有所上升，
預計將取錄約190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鈺

尖子睹友患癌 入神科研殺病魔

「自由球」
「十二碼」

■「點球」

答案

盃。
各大報章每天都刊登很多相關的足球新
聞。我們作為普通話老師，對這些大事當然
也要了解一下，上課的時候跟學員一起結合
生活，用普通話聊聊話題，引起他們學習普
通話的興趣。
前幾天上課之前，有一個學員來早了，於
是就跟我聊天，問我有沒有看世界盃，他說
他很喜歡英格蘭的「卡尼」，說是很厲害，
級別可以媲美阿根廷的「美斯」和葡萄牙的
「C朗」。
我一聽，職業病馬上就犯了，當然不會放
過這個機會，就跟他說，英格蘭的這個球
員，我們叫「凱恩」，阿根廷的球員叫「梅
西」，葡萄牙的C朗，我們則叫「C羅」。
學員聽完後，馬上就說：「哦，原來是這
樣，難怪我上網看球賽的時候，評論員說的

那些球員，我都不知道是誰，原來是粵語和
普通話的說法都不一樣。」
這位學員說得沒錯，因為這些球員的名字
都是由外文翻譯過來的，所以內地和香港就
有不同的說法，比方說法國球員「普巴」和
「基沙文」，普通話叫「柏格巴」和「格里
茲曼」，又如巴西球員「尼馬」和「古天
奴」，普通話叫「內馬爾」和「庫蒂尼
奧」。
除了各國球員的名字有不同的說法外，有
些國家名稱的叫法也有不同。比方說這次打
入世界盃的國家，其中有「澳洲」和「突尼
西亞」，我們普通話則叫「澳大利亞」和
「突尼斯」。
當然，這些國家的名稱，雖然有所差異，
但大家一猜就知道是哪個國家。但有些足球
的術語，就不是這麼容易可以猜得出來。比
如普通話的「點球」、「任意球」、「顛
球」、「補漏」、「邊裁」、「打門」等，
則跟粵語的說法很不一樣，學員可能就未必

■「任意球」

最近全世界都在談
論一個熱門話題，就
是四年一度的世界

「的球」

30+

知道是什麼意思了。
所以如果大家想聽明白內地的體育節目，
就要多記一下這些普通話詞語了。
同學們你們知道這幾個詞的粵語應該怎麼
說嗎？
■吳良媛
簡介：香港普通話研習社創辦於 1976
年，是香港地區首個專注推廣普通話的民間
團體，並致力提供各類型的普通話課程。

■「顛球」

粵普譯名異 我的梅西你的美斯

「執死雞」

地。生我者父母，養我者父母。父母的眼
睛時刻關注着我們，父母對我們是無微不
至，勞而無怨的。父母給予我們一切。沒
有父母偉大無私的愛，我們很難健康地成
長。所以孝順父母是天經地義、義不容辭
的！
我認為孝是惦記，是為父母送上一份
安心；孝是體貼，是父母進門時遞上的
一雙拖鞋；孝是報答，是父母病床前的
送湯餵藥；孝是耐心，是父母不理解時
的耐心說服，孝是寬容，是寬容父母叮
嚀時的嘮嘮叨叨……
是啊！孝並不是一件什麼驚天動地的
大事，它只是出現於生活中的點點滴
滴，它需要的是一顆真誠的心。
（標題為編輯所加）
■譚智仁 秀明小學
（本文為新聞聯主辦「愛、傳、城
Love Is All Around」第一屆全港中英文
徵文比賽小學中文組亞軍作品。）

或以上的學生，提供兩萬元至 4 萬元的
交流獎學金；人文社會科學學院亦提高
奪取 5**等級學生的獎學金金額，亦為
取得 4 個 5**或以上的學生提供交流獎學
金。

■「補漏」

一月一聚的家庭
聚會如期進行，整
個家族三代同堂來
到我家開大餐，好不熱鬧。
吃飯期間，電視播出一個小女孩奶聲
奶氣地說：「媽咪，我會努力讀書，長
大了賺許多錢，把你送到最好的老人院
去享福……」那位媽媽可樂開了懷，說
道：「你真孝順，真孝順……」家人們
激烈地討論着什麼是孝順？難道孝就是
送父母去高級老人院，三五個月都不打
一次電話給他？是買許多昂貴的物品給
父母，卻不捨得用五分鐘和他們聊一會
兒天？
孝，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百善孝為
先，這是民族歷史的佳句。要做一個好
人，一個善良的人，一個成功的人，首先
就要做到孝。失去孝，就好比人已失去了
心臟，只有一具軀殼立世上，已失去生命
的價值，更何談頂天立地，闖出一番天



劃等。在入讀科大時，她亦獲得創新、
創意及創業精神獎學金及女生科技獎學
金。
科大將於 2018/19 學年為新生獎學金
「加碼」，理學院將為 DSE 奪得 26 分

「旁證」

不需驚天動地 孝順就是真誠

■黃亭熙（左）及張瀚寧（右）均憑着優異的成績及課外表現獲得科大的獎學金。
香港文匯報記者唐嘉瑤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就近日有關坊間通
識教科書被指立場偏頗、內容不準確的爭議，教育局
局長楊潤雄昨日回應指，雖然通識科並沒有教科書送
審機制，但內容亦應做到準確和平衡，尤其有關香港
政治制度的內容，亦需要建基於事實，譬如基本法上
的陳述和政府的架構設計，出版社應以準確資料作為
參考。
楊潤雄指，教育局一直希望透過通識科培養學生多
角度思考，以及有明辨是非的能力，「所以過去多年
來，我們覺得在教學上，老師會從多方面取材，亦要
培養學生懂得尋找資訊的能力」，因此通識科一向都
沒有教科書送審。
局方相信教師能作出適當選擇，如覺得某方面資訊
不夠全面時，教師會從其他地方或資源上尋找資訊，
以補充學習需要。同時，局方亦有不斷更新一些資料
或資源配套給學校，學校覺得適合可以採用。
不過，縱然通識科沒有政府要求送審的書目，楊潤
雄強調，凡是出版社出版參考書或者一些叫「課本」
的書予學校或學生試用，都應做到準確和平衡。

■「邊裁」

他坦言，自己想研發癌症治療的原
因，是因為中學有兩位同班同學患上癌
症，其中一名更是他最好的朋友。該同

「通識書」無機制送審
內容應力求準確平衡

「射波」

冀有藥物助好友

學不幸患有腦癌，即使獲得牛津大學法
律系錄取，但因病魔的折磨，無奈要放
棄留學的機會。他直言︰「我覺得好唔
抵。」希望有藥物可以幫助他。
憑着優秀的成績，黃亭熙本可以報讀
醫科及法律，惟他表示，當醫生牽涉到
人命，壓力較大；而法律則需要閱讀大
量文字，或較為沉悶。
他覺得，科學能發揮才能及創意，在
不斷試驗中尋找答案，有助滿足自己的
好奇心，計劃在畢業後繼續科研工作，
盼望日後成為大學教授，投身教育。
黃亭熙獲得科大理學院入學獎學金、
生活津貼及交流獎學金，4 年總值 40 萬
港元。他指，獎學金支持可減輕家庭經
濟負擔，讓他專心讀書。
科大化學系二年級生張瀚寧，在香港
出生後，一直於內地接受教育，直到中
三才回港讀書。
她表示，當初回港時，因不懂粵語而
經常撞板，加上英文基礎較弱，跟不上
學習進度。為克服語言障礙，她努力練
習粵語，在英文方面則由中一的英文練
習開始做起，打好根底，在一番努力
後，她的成績終於名列前茅。
同時，她亦積極參與科技活動，如高
中時參與了「天宮一號」搭載實驗設計
方案比賽，又入選「科技新苗 100」計

■「打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嘉瑤）現就
讀科大國際科研課程主修化學的黃亭
熙，在 2017 年文憑試（DSE）考獲五科
5**及兩科5*，卻沒有報讀醫學及法律，
反而因好朋友患腦癌而無奈放棄大好前
途的經歷，決意走上科研路，他堅信
「科學可以找到答案」，故選讀收生分
數極高的科技大學新晉「神科」國際科
研，希望可以研究無機化學在生物學上
的應用，研發針對治療癌症的藥物，減
輕病人的痛苦。
為了解世界各地在醫學研究的發
展，他計劃遠赴瑞士交流，與當地科
學家共同研究新型抗癌藥物的可行
性，未來則有意成為大學教授，將知
識傳承下去。
黃亭熙中三時已經加入科大資優教育
發展中心的「中學 / 大學雙修課程」，
「跳級」完成了文憑試化學課程，其後
兩年更開始修讀大學的化學課。
在大學一年級時，他已經進階修畢本
科四年化學課，並奪得 A+佳績，開始
越級挑戰碩士程度。

■楊潤雄
認為通識
教科書應
做到內容
準確和平
衡。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