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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盼從收生安排入手 栽培更全面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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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慶祝 60
周年鑽禧校
慶，玫瑰崗學
校早前於學校
禮堂舉行兩場
綜藝音樂匯
演，邀請到校
友、行政會議
召集人陳智思
及著名歌手、演員蔡卓妍出席，並
有超過350位該校中小學及幼稚園
學生，加上校友與教職員參與表
演，氣氛熱烈。
是次校慶音樂匯演講述道明會神

父在香港創辦玫瑰崗學校的經過，
由小學生們精彩的太鼓表演揭開序
幕，氣勢磅礴、激情澎湃！再以不
同的歌曲、舞蹈、戲劇及樂器表演

展現60年來該校不同階段的學校發
展及學生生活。
玫瑰崗中小學及幼稚園三個部

門的學生，亦於校友張國榮的經
典作品《Stand Up》強勁節奏下
勁歌熱舞，熱烈的氣氛感染了在
場每一位觀眾，將音樂匯演推向
高潮。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鈺

香港道教聯
合會圓玄學院
第二中學家教
會今年已成立
25年，該會日

前於學校禮堂舉行25周年盆
菜宴，邀得家校會主席兼該
校校董湯修齊及大埔區議會
主席黃碧嬌主禮，氣氛熱
烈。
活動參加者包括圓玄二中家

教會前任和現任委員，學校師

生及家長，以及大埔、沙田及
北區的家長教師會委員等，眾
人聚首一堂，十分熱鬧。
湯修齊致辭時讚揚該校家教

會，歷年來積極參與學校活
動，在家長教育、學生福利及
學校推廣等不同方面貢獻良
多，致力協助學校持續發展。
除了師生表演外，家教會眾委
員及湯修齊亦於席間獻唱，現
場觀眾十分投入。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鈺

筆者早前出席一個創意思維
論壇，有學者分享未來人才需要
的技能，並介紹了一個網站
www.willrobotstakemyjob.com，
只需提供職業名稱，系統便會顯

示這工種會被機械人取代的機率。例如：會計
及審計人才被取代的機率有94%，音樂家及歌
手被取代的機會就只有7%。而老師呢？只有
1%機會被機械人取代。這反映了一些重複性工
作較易被取代，相反，從事需要溝通、創意、
協作、明辨思維等技能的工種的人，就不必太
擔心了。
上星期參加了以「重塑教育」為題的論壇，
台上的中、小學管理層、大學教授及企業的人
事專才皆異口同聲表示，教育的重點需重新聚
焦，除了教授學科知識，也要鍛煉學生的21
世紀技能。
分享的中、小學均應用Michael Fullan教授

的6C框架改革課程，着重學科知識的應用，
並 融 入 溝 通 （Communication） 、 創 意
（Creativity）、協作（Collaboration）、明辨
思 維 （Critical Thinking） 、 公 民 身 份
（Citizenship）及品格（Character）的 6C技
能培育，裝備學生擁有社會人才需要的知識及
技能。
另外，減少測考這類統一化的評估，加入觀
察學生能力的評估，例如小組合作的功課、專
題研習、課堂的參與等，能夠讓老師了解每位
學生的專長、能力及學習特色，協助他們建立
個人化學習歷程，釋放潛能。
學 校 亦 採 用 「 作 為 學 習 的 評 估 」

（Assessment as Learning）的評估方法，讓學
生以感興趣的範疇作專題學習項目，老師從旁
教授專題研究的技巧，如蒐集資料、解難方
法、多角度思考等，讓學生主導整個學習過
程，從他們的興趣出發，提升學習動機，主動

學習。看到學生因學習燃起的那團火，相信是
所有教師的動力來源。

成績單無法反映軟技能
大學教授也指出，今天想考進大學，除了看
成績單，更重視學生的面試表現。考官會透過
面試觀察學生的品格、對選修學科的視野及熱
忱、個人的目標及夢想，以及待人接物之道等
軟技能。這些都是成績單無法反映，但能為考
生加分的元素。
企業的人事專才亦分享了人才招聘的趨勢，

公司重視的不再是應徵者的學科背景，而是他
們的6C技能，以免聘請到「高分低能」的
人。
未來的社會生態環境複雜而多變，為孩子的
明天着想，家長也要重塑教育，重點培育孩子
擁有不被機械人取代的21世紀能力，迎接未
來的挑戰。

■香港教育城高級發展經理 洪婉玲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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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6C技能 免被機械取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港教育大學
可持續發展教育中心及科學與環境學系，與多
間機構合辦的第二十二屆「常識百搭」小學
STEM探究展覽昨日舉行，吸引逾千名來自本
地、中山、廣州、深圳及澳門小學師生參與。
大會並選出4支學校隊伍頒發「評判大獎」，
表揚他們利用創意為玩具「大改造」的成果。

分享創作歷程研究成果
為讓小學生可以從遊戲中學習，是次展覽以
「『智』得其樂」為題，旨在通過玩具及遊

樂，讓學生學會觀察、推理與實驗，實現創新
及自造學習的目標。
在近 200 份展品中，學生加入 STEM元
素，為玩具「大改造」，甚至轉化智能玩
具，向公眾分享他們的創作歷程和研究成
果。
展覽籌委會主席蘇詠梅表示，學生們於作品

中融合好奇心、玩樂心與成就心，進行玩具實
踐探究，有效促進他們的學習興趣與動力，對
推動STEM教學很有幫助。
大會並邀請各界別專業人士及資深科學教育

工作者擔任評審，選出各獎項的得獎者，其中
4所學校獲得「評判大獎」：包括香海正覺蓮
社佛教正覺蓮社學校以名為「魔幻迷宮大冒
險」的作品，探究3D Printing及編程控制的
雙層迷宮；英華小學的「靈機一捉 Hyclawlic
Blitz」則嘗試研發基於液壓原理的節能創新夾
公仔機；筲箕灣崇真學校的「啱『bit』智能
琴」展示了由Microbit和環保物料製作的智能
琴；而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則利用社區廢料和
智能工具，製作成名為「智在救廢──一馬當
先」的全新玩樂木馬。 玫瑰崗60周年匯演 陳智思蔡卓妍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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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玫瑰崗學校慶祝60周年鑽禧校慶。 校方供圖

■主禮嘉賓湯修齊(左二)與校長林廣輝(右二)、家教會主席陳國強
(右一)為醒獅進行點睛儀式後合照。 學校供圖

小學STEM探究展 改造玩具顯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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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賽學校的成員向評判介紹其專題作品。
教大供圖

■■「「常識百搭常識百搭」」小學小學STEMSTEM探究展覽探究展覽，，
吸引逾千名小學師生參與吸引逾千名小學師生參與。。 教大供圖教大供圖

中大港大醫科收生比較
中大
■文憑試7科共40分，或6科成績
「非常優異」
■面試達到「滿意」成績，相關考生
將於放榜前收到通知

■聯招選擇需要放在Band A1（第
一組別首選）

■可保證入讀中大醫科
2018年聯招收生數字
收生人數：155（總學額 235
個）
收生分數：「4+2」6科中位數
36分；環球醫學專修組別「4+
2」6科中位數40分

港大
■文憑試6科36分
■ 在 「 迷 你 多 站 式 面 試

（MMI）」獲評「滿意」
■可穩入港大醫科
2018年聯招收生數字
收生人數：114（總學額235
個）
收生分數：最佳6科中位數39
分、最低分數37分

資料來源：兩大醫學院、聯招處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詹漢基

特區政府去年宣佈，2019/20學年會增加
醫科生學額，港大及中大將各增30個

至265個，以因應社會對醫生的需求。由於
學額增加，加上整體中學畢業生人口下降，
尖子人數料按比例減少，對收生分數極高、
被稱為「神科」的兩大醫學院收生成績亦構
成壓力。
港大去年底率先宣佈降低收生門檻，今屆

文憑試最佳6科36分（平均每科5*）如通過
面試便可「穩入」醫科，較上屆最低37分的
門檻下調。
至昨日到中大醫學院舉行茶敘講解新安

排，陳家亮表示，為招攬更優秀的學生，今
年文憑試考生如於7科考獲40分（即平均5
科5*加2科5級），同時通過面試，並於聯
招將課程放在Band A1（第一組別首選）的
位置，將可保證入讀醫科課程。
陳家亮認為，比起6科36分的學生，7科

獲40分者學術表現更全面及平均，相信該分
數調整有助培養「不只會計數」的醫生。

6科「非常優異」仍有機會
不過他亦補充指，7科不是入讀的必要條

件，若學生只修6科但取得「非常優異」的
成績，仍有機會入讀中大醫科課程，但沒有
透露「非常優異」的具體指標。

若面試成績佳 放榜前收結果
中大醫學院的面試正在展開，內容包括對

醫學事業發展的展望、闡述對香港醫療的認
識，過程也包括假設性問題，例如面對垂危

病人時的倫理抉擇
等，過去兩輪接受
面試的學生已有500

人至600人，並將會持
續剩下5輪的學生，若學生
於面試中取得滿意成績，將
會於文憑試放榜前收到結

果。
為培養本地的醫護人員，陳家亮表示，中

大醫科生絕大部分都是港生，約三成學生來
自基層家庭。
對於大學「神科」近年非聯招收生（主

要持GCE、IB等國際試成績）比例偏高的
爭議，陳家亮強調，該校醫科以文憑試成績
的聯招收生的比例會遠高於非聯招生，惟暫
未提供具體比例，又笑指「講咗出嚟，做唔
到好尷尬！」似是暗諷過去曾承諾聯招收生
佔75%，但去年實際比率不足一半而遭多
番質疑的港大醫學院院長梁卓偉。

新學年將推「學生自主課程」
除收生分數外，中大醫學院亦以選科「自

主性」招尖子。為助醫科生在大學生涯更全
面的規劃，學院新學年將推出「學生自主課
程」，醫科生會於開學獲發一張「心願
卡」，可於卡內填上未來6年的學習計劃，
包括到海外院校交流、修讀研究院課程、組
織社區義務工作等。
陳家亮表示，該課程並非強制參與，具有

非常大的彈性，學生若選擇參與課程，其後
可與導師商量，更改計劃內容。而大學方面
也會提供支援，包括協助學生聯繫相關機
構。
另外，因應人才培養需要，中大醫學院正

進行「醫療教育設施提升工程」，包括正進
行翻新的李卓敏基本醫學大樓，預計本年9
月竣工；中期方面，醫學院將於大埔第三十
九區興建教學科研綜合大樓，其中包括跨醫
療專業教學活動室、大型演講廳、世界級科
研實驗室等。
陳家亮又指，為吸納更多人才，學院長遠

將於威爾斯親王醫院附近興建多用途大樓及
附屬學生住宿設施，上述中、長期的計劃已
經提交立法會，但具體操作仍視乎政府撥款
的多寡，期望能於2026年前完成所有建設。

成為醫生的路漫長且艱
辛，縱能考進醫學院，若
欠缺熱忱及良好的時間管
理，想畢業絕對不容易。
來年升讀中大醫科四年級

的黃子謙，積極接觸醫學以外的知識，過
去三年已經副修了德文、統計學以及風險
管理。他認為，來年醫學院推出的「學生
自主課程」，能夠協助學生規劃大學生
涯，達成不同的目標。
除了學業外，黃子謙也曾經「上過幾支

莊」，包括成為學生會成員協助舉辦迎新

活動、工作坊等。他認為雖然醫科課程很
「chur（緊迫、壓力大）」，但也會抽時
間「探索自己喜歡些什麼」，無論是課堂
內外，他都接觸新事物，認為開闊眼界對
自己的將來有莫大幫助。
另一位即將升讀中大醫科五年級的鄭上

媛，曾經暫停一年本科學業，前往美國唸
了一個與醫學相關的碩士學位，並且已經
在荷蘭、西班牙、奧地利等地參與學術會
議，並計劃於這個暑假前往醫院外科部門
進行實習，為自己將來投身醫療界做好準
備。 ■香港文匯報記者 詹漢基

師兄讚自主課程利規劃大學生涯
 &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詹漢基）本

港大學聯招

（JUPAS）

首輪改選即

將截止，各大學近日

舉行連串收生資訊活動，爭取

吸納應屆文憑試尖子，其中新

學年增加學額的「神科」兩大醫

學院，更是焦點之一。繼港大去年

底宣佈降低收生門檻，中大醫學院

昨日亦「出招」，宣佈7科40分面

試合格者即可獲聯招取錄資格。院

長陳家亮指，考慮7科成績，是希望

從收生安排入手，栽培整體表現更

全面及平均的未來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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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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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醫學院昨日公佈考生「穩入」條件。 香港文匯報記者詹漢基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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