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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83文憑試生申北上升大
內地大學實力增強 港生對國家及灣區發展機會添信心

內地大學對香港學生吸引力持續增加，根據

「2021年內地高校招收香港中學文憑試學生計

劃」昨日公布的最新數據顯示，今年以香港文憑

試成績申請直接報讀內地120多所大學的港生近

4,800人，較去年大增兩成，而參與計劃者佔文

憑試總考生人數亦逾9%，申請人數及比率均創

文憑試推出十年來的新高。負責執行內地高校文

憑試招生計劃的中國教育留學交流（香港）中心

分析，港生內地升學大增涉及五大因素，包括內

地大學實力增強、對國家經濟及大灣區發展機會

有信心等，而內地抗疫取得巨大成功，更讓港生

明白國家的大國擔當精神。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虹宇

��0  0�	�
��

1���H�	�( ���H:�H��
��H:���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原通識科經改革後，
成為全新的公民與社會發展科，並將於今年9月在中四
級推出。教育局上周公布完整課程文件，新科目發展亦
全面起動。針對教師培訓，教育局本月內接連推出至少
五場公民科網上培訓活動，包括今日有關詮釋新課程架
構及學習重點的大型簡介會；因應課程中有關國家憲
法、「一國兩制」、國民身份等核心概念，局方邀請了
包括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香港大學法律學院
教授陳弘毅、基本法推廣督導委員會委員李浩然等權威
專家，向老師正確講解相關內容，協助他們掌握新科目
的主題重點。

邀權威專家講解「一國兩制」
根據公民科課程及評估指引，該科設有「『一國兩
制』下的香港」、「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互聯相
依的當代世界」三大主題，近日該科師訓工作陸續展
開。香港文匯報記者翻查並綜合教育局最新培訓資料，
發現單是本月，課程發展處便會舉辦五場大型網上培訓

課程，預計約500人至2,500人參加。其中今日舉辦的
首場「高中公民與社會發展科課程詮釋：課程架構及學
習重點」，旨在向教師簡介新科目，並設問答環節。
另有三場培訓課屬知識增益系列，包括：由劉兆佳

主講的「『一國兩制』的戰略目標及核心內容」、李
浩然主講的「中國國籍及中國公民的概念」，陳弘毅
則以「國家、公民與憲法」為題作分享。至於提升學
生學習效能方面，教育局安排了教育大學退休副教授
張永德於29日主講「運用不同類型的閱讀材料及多元
化的閱讀活動／策略提升學與教效能」，介紹公民科參
考書籍。

李偉雄盼速支援教材
香港通識教育會副會長李偉雄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

問時表示，多場網上課程能有系統幫助老師詮釋課程和
增益知識，而且由權威專家講解更是理想；目前老師很
關心有何教材或教學法可以用於公民科，期望局方可盡
快作出支援，以應付9月開學。

教局月推至少五場網上師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公民與社會

發展科將於9月推行，令「黃師」毒害年輕
一代空間大減。昔日借通識科之名高調鼓吹
違法「佔中」、以「言論自由」作幌子包庇
校園播「獨」的教協通識「黃師」張銳輝和
方景樂，近日接受傳媒訪問時聲稱會「提早
退休」及「可能請辭」，更誣衊公民科「設
下紅線」、「不再專業」導致其決定。全國
政協副主席梁振英昨日在社交媒體發帖，以
「除一害」形容張銳輝的退休消息。有教育
界人士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強調，
昔日通識科任由教師按個人政見和喜好自由
發揮，新增公民科可望糾正有關弊端。
張銳輝過去不止一次利用教師身份之便、

藉「教育」之名將政治帶入校園，包括以
「課外活動」的名義帶中學生參與「街頭抗
爭」，更假借「言論自由」為「播獨」開
脫，縱容激進組織將「港獨」違法主張帶入
學校；方景樂於2013年就在教協出版所謂
「佔領中環」通識教材，該份教材以「佔
中」宣傳品為基礎，洗腦味道極重。
有傳媒近日報道，由於公社科的推行，張

銳輝將「提早退休」，並引述他聲稱公民科
的推行，是「教育局設下紅線」，令教學上

「進行『開放』討論、讓學生『多角度思
考』都不再容易」。同時，報道還提到方景
樂有傳已辭職，引述他稱有「前線教師對公
民科有所憂慮，擔心講授不同觀點，冒上
（賠）飯碗的風險」。
梁振英昨日在個人fb以「除一害」形容張

銳輝不再繼續教育工作，並「建議」對方不
如去英國教書，「看看他是否可以一如在香
港那樣為所欲為？」

何漢權批通識科「無邊無際」
針對兩人言論明顯針對將新推行的公民

科，教育評議會主席何漢權接受香港文匯報
訪問時表示，個別教師高調表示退休或離
任，情況比較少見，但不評論其背後動機。
被問及他對公民科的看法，何漢權批評昔日

通識科「無邊無際」，「以致有部分老師按個
人政治、喜好作出教學」，加上經常強調所謂
「正反二元對立」，「在學生連事實都未掌握
的情況下，就講二元對立，這是一件很危險的
事情，亦無助帶出正向價值與思維」，最終搞
混無數學生。公民科可望糾正有關弊端，讓學
生多了解事實，亦相信教師按課程本身去教就
可，毋須擔心所謂「紅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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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國家教育部和香港特區政府教育局合
推的2021年內地高校文憑試招生計

劃已於5月15日截止報名，中國教育留學
交流（香港）中心昨日公布相關數字，經
網上報名及確認的文憑試考生有4,783名，
較去年的3,993人大增19.8%，為2012年
文憑試開始以來的歷史新高，而內地升學
佔文憑試考生總人數的比率同為十年新高
（見表）。
在內地不同省市方面，以廣東、北京
及上海的大學最多港生報名，其中報考
上海市大學的人數增幅較高，較去年升

15.4%。

經管金融學科最受青睞
在申請報讀專業方面，最受考生歡迎的

當屬經管金融類、工程類、醫學類、藝術
體育類及新聞傳播類等學科，其中經管金
融類最受青睞，有1,278人報讀，佔整體報
讀人數的26.7%，較2020年增加136人，
而工程類專業今年較為火熱，688人報
名，比2020年增加179人，屬於與去年相
比報讀人數增加最多的專業。醫學類專業
亦有645人報讀。

根據招生錄取流程，如文憑試順利於7
月21日放榜，內地高校將於8月上旬開始
錄取工作。
除文憑試招生計劃外，港生目前亦可透

過報考內地高考港澳台聯招試，或向北京
大學、清華大學、復旦大學、中山大學、
暨南大學和華僑大學等六所自主招生高校
報名。根據最新公布的數字，前者有2,341
人報考，六校自主招生報名人數至今則有
7,583人，令港生申請內地升學總人次達
1.47萬人，同屬近年新高。由於暨大和華
大自主招生報名還未結束，預計總人數還

會有所增加。

灣青就業計劃助拓發展空間
中國教育留學交流（香港）中心分析

指，文憑試港生選擇內地升學大幅增加涉
及五大因素，其中內地抗疫取得巨大成
功，讓港生明白在疫情下中國始終本着大
國擔當精神，以積極有效措施防疫，社會
安全得到廣泛認可，而內地大學實力不斷
增強，國際排名與影響力日增，對港生的
吸引力也愈來愈大。
中心又表示，對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前景

有信心，也吸引港生選擇內地升學，尤其
是特區政府亦配合在今年推出「大灣區青
年就業計劃」，為香港青年人帶來了更多
更大的發展空間。另一方面，近年國家教
育部及香港教育局推出不少便利措施，亦
可讓港生到內地升學既能學習知識，亦能
體驗內地文化及生活。
在本地推廣方面，中心認為現時內地升

學資訊服務相較以往更健全，包括增設內
地高等教育網上展覽、網上視頻講座等，
也有助港生更了解內地升學，提高吸引
力。

●今年以香港文憑試成績申請直接報讀內地120多所大學的港生近4,800
人。圖為考生參加文憑試。 資料圖片

全國人大常委會昨表決通過《中華
人民共和國反外國制裁法》，國家主
席習近平簽署主席令公布施行。中國
用法律手段對等反制或回擊美歐等霸
權干涉，展現維護國家利益、維護中
國企業和公民權利不受侵犯的堅強意
志和決心，強力震懾外國「長臂管
轄」、干涉中國內政的企圖。中國從
來奉行不干涉別國內政的國際關係準
則，但中國不挑事也不怕事，絕不會
任由外國強權橫行無忌。

一段時間以來，美歐等國出於政治
操弄需要和意識形態偏見，利用涉
疆、涉港等各種藉口，對中國進行造
謠污衊、遏制打壓，更違反國際法和
國際關係基本準則，依據其本國法律
「長臂管轄」，多次宣布對中國國家
機關、組織和官員實施所謂的「制
裁」，華為、中興及中國電信等在美
上市企業也受到美國無理制裁。這些
制裁非法、無理，粗暴干涉中國內
政，中國不得不作出嚴厲譴責、強力
反制，如對美國前國務卿蓬佩奧及一
批反華議員進行反制裁，禁止他們進
入內地和港澳等。

過往中國反制制裁，多以政治、外
交、行政手段為主，基本上是個案處
理。面對美國等強權國家已經把干涉
他國主權內政的政策法律化、規範
化、制度化，以國內法律的名義實施
「長臂管轄」成為常態，如何以法律
手段實施對等反制，成為中國捍衛國
家利益的新課題。環顧國際，一些國
家地區早已出台反制裁專法，如歐盟

針對美國的制裁，通過《歐盟阻斷
法》，以此阻斷和抵消美國制裁措施
對歐盟自然人和法人的適用效果；俄
羅斯亦在2018年通過專法，保護俄羅
斯的利益、安全、主權、領土完整以
及公民的自由和權利，免受美國等不
友好舉動的侵害。

此次中國制定實施反外國制裁法，
是借鑒國外立法對等反制經驗，把過
往政治、外交等個案處理的行為法律
化、規範化、制度化，是中國圍繞反
制裁、反干涉、反制「長臂管轄」
等，充實應對挑戰、防範風險的法律
「工具箱」的新探索，是中國逐步加
強涉外事務法律建設的一個重要起
點。反外國制裁法為反制外國制裁提
供法律框架，並允許中國企業就外國
制裁以法律訴訟尋求賠償損失，有效
提升中國應對外部風險挑戰的法治能
力。隨着反外國制裁法的實施，西方
反華勢力再想以國內法「長臂管轄」
制裁中國，就要掂量一下如何應對中
國的法律反制。可以說，反外國制裁
法是對西方反華勢力的有力震懾。

中國一直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
策，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堅持國
與國之間的平等、協商，不以任何藉口
干涉他國內政，反外國制裁法主要針對
外國干涉中國內政的所謂「單邊制
裁」，為我國採取相應反制措施提供法
治支撐和法治保障。中國不惹事，但面
對反華勢力霸凌制裁，中國絕對不怕
事，反外國制裁法正是中國捍衛國家利
益的意志決心的有力宣示。

中國立法反制裁 不容強權亂橫行
本港疫苗接種範圍再擴大，約24萬12歲至15

歲青少年今日起可網上預約接種復必泰疫苗，最
快下周一、即端午節可接種，政府又計劃月底起
派外展隊到校或安排專車接送學生到接種中心打
針。政府今次安排可謂周到，未來關鍵還是要各
辦學團體、學校管理層和教職員積極配合，為學
生起示範作用；衞生部門要做好針對家長和學生
的教育工作，消除誤解。在廣大學生均有條件接
種之後，政府下一步應研究把新冠疫苗接種作為
返校的條件之一，確保師生的衞生安全。

政府上周批准降低復必泰疫苗接種年齡下限
至 12 歲，昨日就宣布具體的實施措施，今日早
上 9 時起就可以網上預約，坐言起行，值得肯
定。為了方便學生集體接種，政府在本月 21 日
起提供專車接送，28 日起派出外展隊到校打
針，這兩個方法均歡迎教職員及家長參與，力
求把服務工作做得周全。而讓學生在本月下旬
開始接種，可以確保學生有充足時間在暑假期
間接種第二針，為下個學年全面恢復面授課堂
打下良好基礎。

學生的接種積極性有多高，很大程度視乎學校
教職員和家長的引導。昨日政府公布安排之後，
有學校已經第一時間表示安排好場地讓政府到校
打針。校方配合和老師的引導十分重要，尤其在
目前全港教職員接種率低於全港平均水平的情況
下，這次到校接種，正是提升教師接種、為學生
做表率的機會。同時，青少年打針需要家長同
意，但現時部分家長仍存在疫苗猶豫。政府部門
需要展開科學解說，讓家長和子女明白到，青少
年接種疫苗的保護作用更大，出現嚴重副作用的
機會更低，釋除疑慮。

現時商界推出了五花八門的接種疫苗激勵，但
對於青少年而言，需要更年輕活潑的激勵手法。
政府可邀請對青少年有影響力的年輕藝人做代言

人，亦可以推出遊戲等手段宣揚接種疫苗的好
處，或效法外國，與社交媒體合作，以「疫苗勛
章」等方式提升青少年對接種疫苗的好感。

多位衞生專家表示，只要一間學校的疫苗接種
率達到七成至八成，就可以恢復全日面授課堂，
因此青少年的疫苗接種對本港能否恢復正常的教
學秩序十分重要，更關係到整個社會的公共衞生
和對下一代的教育責任。政府在做好學生接種推
廣的同時，有必要研究明確將疫苗接種作為學生
返校的必要條件。

事實上，把接種指定疫苗作為入學條件是很多
國家的常規做法，甚至移民外國也需要提供「針
卡」，未完成接種者需要補充接種。在美國入
學，學生需要提供「免疫接種記錄」（Immuni-
zation Record），俗稱「黃卡」，記錄下兒童由
出生到入學接種過的各種疫苗。在內地入學，則
需要提供「預防接種證」，俗稱「白卡」。香港
雖然沒有法例規定不打疫苗不能入學，但學前機
構辦學手冊訂明須備有兒童健康記錄，包括防疫
注射記錄，因此大部分幼稚園都要求學生提供
「針卡」副本，如未能提供很可能會被拒收。畢
竟接種疫苗不單單是單一學生的問題，也可能影
響其他學生的健康，校方需要對全體師生負責。
因此將接種疫苗作為返校上課的條件，可以說是
負責任的做法；除非個別學生有健康原因可獲豁
免，否則都應接種疫苗。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表示：「我們用了69
天，在5月5日達至接種首劑人口超過100萬，但
我們沒空間再用多第二個、第三個69天去慢慢接
種疫苗。」通過接種疫苗達至群體免疫，從而恢
復全日面授教學是教育界、教職員對全港學生的
義務和責任，全港師生需要珍惜這個機會，積極
響應和配合政府的接種計劃，讓香港早日恢復正
常教學秩序。

師生積極接種疫苗 早日恢復面授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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