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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開學將至，各大學招生亦進

入尾聲，新冠疫情下全球學生流動

大受影響，香港亦難倖免，非本地

生申請普遍下跌。香港文匯報整合

本港10所大學2020新學年內地招

生最新情況，在內地高考尖子的本

科招生方面，包括港大、科大及城

大錄取人數都「疫市」上升，其中

城大增幅更逾15%，而港大今年招

生則更注重基礎科學，文理工程學

收生都增加約50%。另因應疫情關

係，各大學首學期都會推行網課，

學生毋須赴港報到，迎新活動則會

以線上形式舉辦。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虹宇

港大科大城大錄取內地生疫市升
首學期推網課 學生毋須赴港報到 改網上迎新

■港大今年
招生更注重
基礎科學，
文理工程學
收生都增加
約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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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今年
共取錄超過
200 名內地
高考生，人
數 超 越 往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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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憑試傳中文科撤校本評核

攝錄課堂教學短片心得
◆每段短片平均歷時15分鐘，並以25分鐘為上限

◆課堂教學短片必須經校內多重審視

◆老師需在每個課堂教學短片開首，交代學習目標，結束
前總結學習要點，安排網上功課，鞏固學習

◆課堂教學短片需設互動元素，有趣味性，鼓勵老師進行
角色扮演或布偶劇

◆老師的提問需有不同層次，包括多開放式題目，可以觸
發學生思考，提供思考空間，不能只提問是非題或設有
固定答案的題目

◆建議老師在課堂教學短片中展示學生佳作，鼓勵其他學
生

◆設家長義工隊，每級安排兩名義工，負責支援學生在網
上學習遇到的技術問題

資料來源：福中附小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虹宇

■公開大學賽馬會健康護理
學院新教學樓即將於10月啟
用。

香港文匯報
記者郭虹宇攝

■黃玉山指，「公開」二字
源自遙距教育，過往不少師
生提起校名都指擔心僱主誤
認為其所讀並非全日制課
程，覺得「差人一等」。

香港文匯報
記者郭虹宇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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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拍攝課堂
教學短片時，間
中會引入角色扮
演或布偶劇等，
以增加趣味性。

受訪者供圖

■校方主要透過攝錄課堂教學短片進行網上教
學，有關短片均由每級各科目老師共同備課和
製作。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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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虹宇）以遙距及兼讀
課程起家、超過30年歷史的香港公開大學，即
將進入新階段。該校今日開始，會於網上啟動徵
集新校名的計劃，希望能告別說明遙距教育的
「公開（OPEN）」含意，集思廣益，求得與其
全面的自資綜合性大學名實相副的新校名。
公大前身的香港公開進修學院於1989年由政

府創辦，當時香港僅有兩所大學，學院主要以遙
距及兼讀自資課程，滿足當時幾十萬在職人士進
修需求，並在1997年升格為大學。隨着香港社
會轉變，2003年公大推出首個全日制面授學士
學位課程，並在 2007 年加入大學聯招（JU-
PAS），逐漸轉型為全日制綜合性大學，現今全
校有達9,000名全日制學生，本科收生人數更佔
全港約七分之一。

「夜校成絕響」重心變全日制
公大校長黃玉山日前在訪問中介紹指，專上教

育中「公開」一詞，源自英國遙距課程院校，亦
為公大原有定位，而隨着近年遙距課程人數逐漸
減少，甚至「夜校成為絕響」，加上大學重心轉
移至應用式全日制教學，校名也應符合學校性質
的轉變。
黃玉山提到，與師生茶敘時，不少人提起校名

都指擔心僱主看到「公開」二字，就先入為主誤
認並非全日制課程，覺得「差人一等」；甚至老
師出外學術交流時，交換名片對方看到校名，會
質疑其學術水平。
遙距課程院校轉型改掉「公開」二字過往亦有

先例，其中新加坡的新躍社科大學，前身為新加
坡管理學院營運的「公開大學中心」，2005年
改名為新躍大學，並在2017年轉為公立及改名
專攻社會科學相關培訓。

七成學生同意改校名
公大校董會去年曾多番討議並收集學生意見，

結果有七成人表示同意更改校名，校方決定今日
正式開通網上專頁徵集新校名意見（www.ouhk.
edu.hk/retitling），新校名需要符合全日制修課
方式，兼顧應用課程設計等要求，今年9月30日
截止，徵集結果會交由大學名稱評選委員會遴
選，而最終改名則涉法例修改，要交由立法會通
過。
配合社會需求，健康護理學科是公大未來發展

重點之一，黃玉山指，校方斥逾8億元增建公大
賽馬會健康護理學院，新教學樓即將完成興建，
可於10月啟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虹宇）疫情持續，9
月新學年全港學校亦暫未能恢復面授，只能透過
網上課堂開學。福建中學附屬學校檢視早前2月
至6月停課期間學生學習進度，發現整體合格率
從往年的80%至 90%，下降至疫後甫復課的
73.5%，幸經過復課近一個月總結溫習，則可回
復至正常水平。校方指，師生都會努力提升網上
及視像教學成效迎接新學年，特別希望加強學生
溝通、協作、創意等共通能力。
早前的疫下停課長達四個月，新學年何時恢復

面授亦未可知，如何檢視及保障網課及視像教學
成效，成為教育界一大課題。
福中附小在6月復課後的第三日，曾以去年期

終試卷，在未經複習下對全體學生各科目作測
試，評估疫下網課成效，結果顯示學生整體合格
率達73.5%，較往年80%至90%略低；而學校老
師復課後花三四星期，助學生總結溫習停課期所
學後進行期終大考，合格率回升至正常水平的
86.3%，整體學習進度尚算未受太大影響。

短片最長25分鐘 保持專注力
校長徐區懿華分享網上教學經驗指，該校主要
以錄製教學短片及Zoom即時視像課堂並用形
式，前者特別注重多個細節（見表），希望盡量
確保成效，包括應用「全民拍片」模式，集中講
解課本知識，為適應學生使用電腦專注力有限的
問題，每段短片限定長約15分鐘至25分鐘，現
已拍攝逾1,500條。

可經電話電郵向老師問功課
至於班主任課，以透過Zoom實時進行，老師

可透過溝通交流，紓緩與學生停課期間的壓力情
緒及習題輔導，另學生亦可透過電話或電郵向老
師問功課。
此外，針對要準備升中的小五生，校方則專門

調整課程模式，中、英，數科同時使用Zoom視
像教學。
校方分析網上教學成效，發現該模式對語文
科及常識科的影響較小，對數學科影響較大，
即使復課後短期內增值，亦較難追上面授效
能。
該校即將升小四的吳諾軒及即將升小六的馮楠
均覺得，適應網上學習挑戰很大，如問問題老師
無法即時回答，或交流溝通不夠，老師無法準確
回答問題等，他們都更喜歡面授課，認為可比網
課更為專注。
徐區懿華則坦言，9月開學「即使千萬個不情
願」，都難以恢復面授教學，校方會繼續研究
改善新學年的網上教學，包括提升數學教學成
效，及加強學生的溝通、協作、創意等共通能
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余韻）本港過去一年先後
受到黑暴及疫情打擊，新學年面授復課無期，來
屆文憑試考生的學習進度大受影響。教界近日傳
出消息，考評局或研究取消文憑試中文科卷四說
話卷和校本評核，亦考慮收窄卷一閱讀卷的考核
範圍，包括不會考核今年試題已問及的《六國

論》及《岳陽樓記》。
據悉，考評局本月向部分中學查詢意見，其中卷

二寫作卷及卷三聆聽綜合卷維持不變；卷四說話卷
建議參考2020年做法，予以取消；卷一閱讀卷會
收窄考核範圍，擬不考核的指定篇章《六國論》及
《岳陽樓記》，均曾於今年試卷中出題，分別佔5

分及7分；中文科校本評核亦考慮取消。
教育局回覆傳媒查詢指，局方和社會人士都非

常關心疫情對來屆中六學生在學習及考評方面的
影響，教育局正與考評局研究不同的方案。如有
決定，考評局會盡快公布。
考評局表示正與教界商討，並進一步審視2021

年文憑試與校本評核的安排，制定合適方案以交予
公開考試委員會審議，如有決定會盡快向學校公
布。

港大回覆香港文匯報指，疫情下今年該校
非本地生申請人數略有下降，但由於非

本地生招生向來競爭激烈，預計入學人數不會
有太大改變。

港大文理工程學收生皆增50%
而針對內地高考尖子自主招生，港大於微信
發布指，今年於31個省市招生共錄取近300
人，人數較去年增加，其中包括兩名省級狀
元，並有近兩成人數學及英語的單科成績接近
滿分，及約半數人獲得國家級學科奧林匹克、
英語及科技創新競賽獎項。港大今年所招內地

尖子更注重基礎科學，文學、理學及工程學院
取錄考生皆增加約50%。

科大取錄超200內地高考生
科大亦回覆指，新學年本科課程非本地生申

請數較去年減少，但預計入學人數相若。內地
生方面，科大近年一般提供約190個招生額，
該校本科招生辦於微信發布消息，指今年共取
錄超過200名內地高考生，人數超越往年。

城大收內地生大升15.6%
而參與全國高校統招的城大，發言人回應香

港文匯報指，今年取錄31個省市內地生人數，
較去年增加15.6%，被取錄學生高考平均分均
高於「一本線」，不少人甚至較「一本線」高
出逾100分。城大未有提及具體取錄人數，而
資料顯示，該校近年內地招生名額維持約210
個。
城大又指，因部分國家公開試已延期或取

消，校方調整海外生報名及取錄工作，部分課
程將容許學生於2020/21下學期入學。
其他大學方面，同樣參加內地高考生統招的

中大指，今年取錄情況與去年相若，名額約
300人。
理大則表示，因全球疫情仍未回穩，各大學

仍需以網上形式進行授課，今年報讀本科生課
程的非本地人數較去年減少；至於授課式碩士
及博士課程也受到影響，內地生申請人數較去
年減少。

嶺大回應香港文匯報查詢時也指，今年非本
地本科生申請有下降，但不影響整體收生計
劃，至於碩士及博士生方面，大學一向按學術
表現擇優而錄，非本地生數目每年不同。
浸大與教大都表示，學士及碩士課程收生程

序仍在進行中，尚未有具體數字，浸大另指，
疫情下預計內地生及其他非本地生收生情況或
受一定程度影響。
自資大學方面，公開大學回覆香港文匯報指，

受疫情影響，本科生內地收生情況比去年稍微下
跌，而碩士課程收生情況則與去年相若。
恒生大學回覆香港文匯報查詢時表示，內地

生本科及碩士申請人數共約800人，預計新學
年取錄內地生超過130人，而該校住宿書院將
維持正常運作並開放予本地及非本地生，但非
本地生必須於抵港後完成政府規定的14天自我
隔離，方可回校。
至於新學年首學期課堂，各大學基本停止

面授並以線上形式進行，視乎疫情或再作通
知，而科大，理大，城大，嶺大，教大，浸
大等校，一致表示學生毋須親臨校舍上課，
迎新活動亦改為線上進行。另城大提到，部
分設有實驗課及實習的科目，則會由學術部
門作適切安排，決定是否採用網上加面授混
合模式教學，浸大則指當情況許可將改作混
合模式教學。
此外，科大及理大都指，已申請入住宿舍的

非本地新生，可選擇繼續於首學期入住或延至
第二學期才遷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