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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升學途徑多元，教育局近年推出「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SSS-

DP）」，為有殷切人力需求行業的自資課程提供學費資助，加強人才培育以

配合社會發展需要。不過，隨着相關學額增加，計劃反應似未如理想，本學年

有約三成學額「有資助無人讀」，當中多個工程、科學、旅遊類課程是重災

區，收生率不足三成，更有土木工程高級文憑錄得「零收生」慘況。有輔導機

構認為，現時失業率高企，相關院校應加強職業培訓元素，提升課程吸引力。

近三成SSSDP「有資助無人讀」
公大土木工程「零收生」專家倡增職訓元素添「吸力」

SSSDP部分收生率較低課程
院校

學士學位
珠海學院
THEi
THEi
公開大學
公開大學
THEi
THEi

高級文憑
公開大學
青年會專業書院
明愛白英奇專業學校
資料來源：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文件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詹漢基

課程

資訊科學
屋宇設備工程
廚藝及管理
金融科技及創新
商業智能及分析學
環境工程及管理
資訊及通訊科技

土木工程
酒店及旅遊管理
款待管理學

資助學額

30
60
60
80
50
60
66

30
30
120

實際收生

3
8
11
15
11
14
17

0
4
18

收生率

10%
13%
18%
19%
22%
23%
26%

0%
13%
15%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虹
宇）教育局於本月12日開始推
行「中華經典名句」活動，局
方選取了40則經典名句，分為
六個主題，以多元化方式切入
中小學生的日常生活中，以培
養學生的國民身份認同感，同
時學習中國的傳統智慧。
中華經典名句工作小組召集
人招祥麒表示，今次活動的名
句選擇，由工作小組的校長及
前線教師從200則名句中投票
遴選，選出最貼合日常生活的
40 則格言，當中分為六個主
題：仁民愛物、公正誠信、堅
毅明志、責任承擔、尊重包
容、勤勉好學。教導學生仁民
愛物的有《孟子．梁惠王
上》：「老吾老，以及人之
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堅毅明志的例子有《周易．象
傳》：「天行健，君子以自強

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
物。」等，詳見教育局網頁：
https://www.edb.gov.hk/tc/cur-
riculum-development/kla/
chi-edu/chinese-culture/chi-cul-
ture-interpretation.html。
教育局副局長蔡若蓮表示，

今次活動會透過巴士、港鐵海
報進行宣傳，局方擬於9月中
旬把印刷袋裝小冊子送至學
校，再由學校派發給師生，方
便同學隨身攜帶，學習經典名
句。教育局總課程發展主任何
燕萍指，小組將會組織教師培
訓，普及中華名句相關的故
事，再由老師教授學生，薪火
相傳。
工作小組成員張炳堅指，教導

小學生學習古典文化，應趣味行
先，故是次活動會推出經典名句
的WhatsApp表情包，方便大家
活學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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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憑試結束後，又是同學籌劃升學事宜
的時間。政府近年推出SSSDP資助學生

就讀指定自資專上課程，減低其學費開支，計
劃涵蓋建築及工程、電腦科學、旅遊款待、護
理等10個學科範疇。2019/20學年，該計劃共
涉及38個學士學位課程，並首次擴至28個高
級文憑課程，分別提供3,176個及2,050個學
額，每年資助額約2.1萬元至7.3萬元。

珠海資訊科學30額僅收3人
香港文匯報近日翻查立法會文件，發現計劃
兩部分的實際收生只佔資助學額68%至72%，
個別課程收生不足情況嚴重，雖然獲得資助，
但課程吸引力仍然有限。
在學士學位方面，多個科學及工程類收生比
率偏低。其中，珠海學院開辦的資訊科學課
程，30個資助學額實際只錄取了3人；職訓局
轄下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THEi）的屋宇
設備工程，60個學額收生只有8人。
在高級文憑方面，公開大學的土木工程提供
30個學額，扣除政府資助後，學生只需要交
2.7萬元學費，但卻錄得「零收生」；青年會

專業書院的酒店及旅遊管理課程，同樣30個學
額收生僅4人（見表）。

公大醫護課程反現超收
不過同樣屬SSSDP，多個醫護類科目都出現
收盡學額甚至超收情況。其中，公大醫療護理
高級文憑，180個資助學額錄取了254名學
生，該校普通科護理學學士325個學額則錄取
了332人。
公大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在回覆香港文匯報

查詢時表示，鑑於入學要求、市場就業情況轉
變等因素不同，每年課程受歡迎程度和報讀人
數會參差，導致部分課程人數超出所批學額，
亦有部分課程報讀人數較少。學院會繼續與業
界合作，提供職場實習機會，同時豐富課程全
方位學習體驗和升學銜接安排。
學友社學生輔導顧問吳寶城接受香港文匯報

訪問時表示，留意到個別SSSDP的自資高級文
憑出現「零收生」情況，但他認為，由於政府
在去年3月底始公布SSSDP擴至高級文憑的詳
情，不少學生當時或已有其他升學計劃，有關
數據未必反映課程實際的受歡迎程度。

他又認為，雖然政府學費資助可提升課程
吸引力，但對多數學生來說始終會以升大學
為目標，或傾向選報銜接大學較佳的自資副
學士。

高級文憑生盼「一技傍身」
吳寶城續說，現時失業率高企，院校還可從

就業角度入手提高課程吸引力，由於選擇高級
文憑的學生大多希望畢業後能有「一技傍
身」，建議院校可加強職業訓練元素，增加實
習機會，讓課程貼合業界需要，「讓學生畢業
後有能力即時投身職場。」至於自資學士方
面，他認為院校可開辦更迎合市場需求的課
程，讓學生有更多出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 青少年犯罪個案
自去年6月修例風波以來
大幅增加，最年輕的被捕
者更只是小學生，不少家
長向民建聯反映，非常關
注有關情況，擔心社會的
黑暴歪風會影響子女，更
怕子女會被別有用心者煽
動利用而作出犯法行為。
青年民建聯要求政府改善
完善教育輔導方面的服
務，令年輕一代重回正軌。
青年民建聯昨日派出代表到金鐘政

府總部請願，他們拉起「改善家庭關
係 完善教育輔導」的橫幅，要求政府
針對有關方面推出具體措施。本身是撲
滅罪行委員會成員的青年民建聯總監顏
汶羽表示，影響青少年犯罪的社會因素
有很多，除學校外，家庭對青少年的價
值觀、行為等也產生重要的影響，現時
物質富裕的香港社會令青少年自幼享受
物質生活，也較易受溺愛，使部分更成
為「港孩」，就算青少年作出危險或違
反社會價值觀的事，父母也不忍責備，
「在修例風波中，很多父母在得知自己
的孩子被捕後，第一時間不是反思孩子
的做法是否正確，反而斥責社會或者警

察，完全本末倒置。」不少基層家庭，
父母忙於謀生，無時間教育孩子，也可
能令孩子的價值觀出現偏差。
青年民建聯促請政府於大中小學全

面推行「守法教育」，向學生宣揚法
治及灌輸守法的觀念，讓學生對法律
和法治多認識；政府部門應與非政府
組織通過緊密合作，共同制定政策及
計劃，並透過不同渠道向青少年發布
防罪訊息。此外，民建聯認為，政府
可鼓勵學校與社會服務機構合作，為
青少年提供完善的教育輔導及支援服
務，包括精神及情緒等方面的支援，
協助他們提升自信及學習與人溝通，
減少因人際關係而陷入精神困擾或不
當地宣洩情緒。

青民促完善教輔
免學童受黑暴煽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虹宇）「孖女」梁詠詩與梁
詠琪不單相貌像，讀書經歷亦非常相似。她們兩次報考
文憑試皆失利後，聽從中學老師建議，另闢蹊徑選擇讀
副學士，經過兩年努力，終以成績平均績點（GPA）爆
4，有資格升讀港大中大。
姐姐梁詠詩現於香港大學SPACE攻讀心理學副學士

學位，取得港大及中文大學心理學本科三年級的兩份取
錄通知書。妹妹梁詠琪則對中文情有獨鍾，現於港大附
屬學院修讀中文副學士，獲港大與中大中文系青睞。
兩姊妹的升學之路都經歷過一番波折：詠詩兩次參加

文憑試，第一次獲得20分，大學聯招未獲院校取錄；
第二次重考後成績不變，獲得一校取錄，但她不感興
趣。
妹妹詠琪第一次參與文憑試，取得22分，本已入讀

城大社會及行為科學課程，但返學兩個月後，對有關
專業根本提不起興趣，經常悶到打瞌睡，更無心機做
功課，最終像姐姐一樣選擇退學，重新參加文憑試，
但第二次應考成績未見進步，申請學額亦以失利告
終。
兩人的中學老師在和她們聊天時，談到自己的孩子通

過副學士成功升讀心儀本科的故事，她們遂決心報讀副
學士課程，希望可以入讀理想的大學及專業。

頂住父母壓力 繞遠路終達標
對兩姊妹放棄已獲取錄的學額，父母並不認同，詠琪

表示，「父母覺得既然有書讀，就應該讀咗先，興趣唔
係最緊要，鍾意的學科好難求。」詠琪透露，當時爸媽
在家時常發脾氣，言語間給她們很大壓力，甚至認定妹
妹退學是受姐姐影響。
不過，父母的反對沒有動搖她們的決心，即使選擇另

外一條升學之路過程曲折，亦要達到目標。兩姊妹走上
了副學士的升學階梯，用功學習，最終姐姐以
GPA4.24、妹妹以GPA4.12的優異成績被心儀院校專業
錄取。
談到未來的人生規劃，詠詩表示因中學校園生活不愉

快，情緒起伏較大令成績下滑，變相導致文憑試失利，
「故我立志成為臨床心理學家，渴望為需要幫助的人解
決心理問題。」詠琪
則對中文興趣濃厚，
尤其是古典文學，覺
得文字具有人情味，
故志向是成為中文系
講師，教書育人。
詠琪寄語師弟妹選

科升學要以興趣先
行，並要不斷努力追
求自己的夢想，「如
果前面看似沒有出
路，可以另闢蹊徑，
選擇另一條出路，即
使過程曲折，也要勇
往直前，得失勿論，
將來一定不會後悔。」

孖女文憑試失利
轉讀副學士升大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虹宇）全球

暖化問題日益嚴重，使用潔淨能源、減
少廢氣排放已成大勢所趨。其中生物柴
油屬新興的可再生能源，但提煉過程複
雜、成本高昂，故始終未能普及。香港
中文大學研究團隊近日成功研發出從細
菌提取酶類的新技術，以更低成本、環
保的方法提煉生物柴油，減低石化燃料
造成的污染。相關研究結果已刊登於
《美國化學學會期刊》。
生物柴油屬於可再生燃料之一，主要
由植物油、動物脂肪等提煉而成。惟傳
統的提煉方式需經過加熱等工序，過程
會產生廢水污染問題；若以酶催化劑作
提煉，成本高、過程繁複，以致生物柴
油未能成為主流燃料。
由中大生命科學學院教授陳文博領導
的研究團隊，近日成功研發出從細菌提

取酶類的新技術，大大降低生產成本及
提升穩定性。團隊形容，酶類有如微型
的引擎，驅動各種化學過程，其中利用
酶催化劑提煉生物柴油便是一例。
陳文博介紹指，當一種名為Cry3Aa

的特殊蛋白質及酶同時於「蘇雲金芽孢
桿菌」細胞中合成，Cry3Aa形成的晶
體有如一個「酶收納袋」，將數以百萬
計的酶分子藏於晶體的空隙之中，並形
成保護作用，讓酶分子在提取過程中免
受破壞。縱使在將廢食油轉化為生物柴
油的催化過程中，受保護的酶分子表現
更穩定，也能重複使用於此程序。

廢食油轉生物柴油酶類
研究團隊成員之一、研究論文的第

一作者Bradley Heater指，是次研究最
有趣之處在於，細菌細胞可以製作並

自動收集酶分子，毋須額外加工，從
細胞抽取晶體及酶催化劑成品即可；
在現階段，團隊會集中研究用此方法
生產，將廢食油轉化為生物柴油的酶
類。

該研究團隊現時已獲研究資助局、
創新及科技基金的撥款，用作探討及
開發用於生產可再生催化劑的多功能
平台，應用於製作生物柴油和日用化
學品。

中大創「菌煉柴油」又平又環保

■教育局於
本月12日開
始推行「中
華 經 典 名
句」活動。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郭虹宇 攝

■左起：細妹梁詠琪，姐姐梁詠
詩。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虹宇 攝

■■公大土木工程高級文憑本學年新納入公大土木工程高級文憑本學年新納入SSSDPSSSDP，，獲提供學費資助獲提供學費資助，，但但3030個學額個學額
卻錄得卻錄得「「零收生零收生」。」。圖為該校工程高級文憑學生參加校外探訪學習活動圖為該校工程高級文憑學生參加校外探訪學習活動。。

課程課程fbfb專頁圖片專頁圖片

■■公大醫療護理高級文憑公大醫療護理高級文憑，，本學年本學年180180個個
SSSDPSSSDP資助學額卻錄取了資助學額卻錄取了254254名學生名學生。。圖圖
為課程學生在模擬病房學習為課程學生在模擬病房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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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表示新技術有望推動生物柴油的應
用。 中大供圖

■藏於Cry3Aa晶體孔隙中的生物
酶。 中大供圖

■青年民建聯要求政府完善教育輔導服務。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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