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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策略：了解自己 知悉局勢 布局有法

專家： 選科忌單看就業前景
下周三截止交表 STEM課程成新寵

學友社學生輔導顧問吳寶城表示，
香港聯招熱門學科有幾個方向。第一個
是與STEM相關的課程，例如人工智能
（AI）、金融科技、數據科學這一類
。這些科目是未來發展需要的技巧，
不同院校都有，無論是JUPAS聯招
的八大，或是樹仁大學、公開
大學等，都有相關課程。

另外，一些傳統熱門課程
仍然非常受學生歡迎，例如醫
生、律師等專科課程。如果考
試成績沒那麼高分，又想要獲
得一個專業資格，可選物理治療、職
業治療、視光等等，或是一些屬於醫療方
向的課程，如護士都可以。這些行業都缺人，就業
前景有一定保障。

環球課程交流機會多
近年一些與環球相關的學科，同樣受歡迎。學

生就讀期間，有一些時期可以到外國交流。這不是
普通的交流，而是與課程掛鈎，保證有交流機會。
這類課程包括環球商業、浸大的環球演藝、中大的
環球傳播、港大新課程環球工程及商業等，都是相
當受歡迎的，因為同學都想在香港讀書的同時，也
可有一些外國體驗。

另一方面，有一些跨學科的課程，是近年新開
而又受歡迎的。例如環球課程、港大的環球工程及
商業，讀工程之餘，又兼備與商業有關的內容，一
些雙學士學位，例如工商管理與法律、政府與法律
、社會科學與法律等，都是受歡迎的課程，因為同
學認為課程涉獵廣泛，有助提高就業機會。最後是
一些興趣類別的課程，例如拍片、體育、音樂。

經濟環境隨時轉變
吳寶城表示，當下經濟環境不穩定，很多同學

過於關心就業前景，但切忌 「為了入而入」 ，因為
經濟環境隨時會轉變。以本屆中六同學為例，大學
畢業再找工作，差不多是四、五年後，到時經濟環
境可能有轉變， 「我們想像不到」 。 「好似數年前
，我們也想像不到航空業界，這些受歡迎的課程、
職業，會忽然間冷卻。」 他說，所以如果過分用職
業導向去選科，可能到大學畢業時社會環境已出現
了轉變。

又到JUPAS（大學聯招）選科的
日子，下周三（12月9日）便是遞交
入學申請的最後限期。據大公報記者
了解，今年除了醫生、律師等傳統熱
門學科，STEM相關科目也備受 「追
捧」 。升學輔導專家教路，選科最重
要符合個人興趣，他指當下經濟環境
不穩定，很多同學過於着眼就業前景
，忽略了其他，他提醒同學切忌 「為
了入而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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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線上
大公報記者 韓玉琼

今屆DSE學生近日應該都為
了選科而煩惱，怕入不到心水科
目。大公報記者訪問了兩位應屆
DSE考生，她們都表示較喜愛理

科科目。
就讀九龍三育中學的薛金海同學說： 「

JUPAS選科，個人比較偏向理科方面，例如
工程，資訊科技之類。考慮因素其實很多，
但主要是個人取向，以及未來前景。例如當
有兩個科目都係自己喜歡嘅時候，可能會偏
向未來發展較理想的科目，因為會擔心未來
的自己不能顧及到現實。如果可以，我其實
希望自己能夠成為優秀的科研人員，但是內
心對這條路感覺忐忑，而比較切實的想法可
能係從事有關工程科技相關的行業。」

「我想當一名獸醫」
就讀明愛馬鞍山中學的何泳琪同學說：

「最想讀香港大學理學士學位，除此之外，
對理工大學的醫學化驗都有興趣。選科的時
候，最看重是自己的興趣，我從小對科學有
濃烈興趣，所以立志在大學要讀相關學科。
我想當一名獸醫或醫學化驗師，覺得這兩份
工對自己、對身邊的人甚至對世界，都很有
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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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的JUPAS大學聯招選科策略講座，線上及現場約有200名
家長及學生參與 大公報記者韓玉琼攝

科研有吸引力
女生愛理科

▲學友社學生輔導顧問吳寶
城認為，選科時最重要是憑
興趣作選擇

選科
取向

▲薛金海同學自言選
科比較偏向理科課程

▲何泳琪同學最想讀
香港大學理學士學位

五大熱門選科領域

【大公報訊】記者韓玉琼報道：香港中華文
化發展聯合會、香港學生輔導協會主辦的JUPAS
大學聯招選科策略講座昨日舉行，線上及現場約
有200名家長及學生參加。香港中華文化發展聯
合會主席、學友社社長伍德基分享選科三大策略
，包括了解自己、知悉局勢、布局有法。

伍德基先生表示，大學聯招選科策略第一是
要了解自己。他指現在職業世界分六大類，包括
考究性、企業性、社會性、實務性、常規性、藝
術性。而大學課程又分四大類，包括專業性、商

業性、科技性、通用性。選科首要了解自己的興
趣及能力，可以從做九型人格心理測驗開始，了
解自己的性格，才不會選錯科。

了解學費負擔能力
第二是要知悉局勢，現在JUPAS大學聯招有

九所大學，包括 「老牌」 大學中大、港大、科大
；還有 「新秀」 大學如城大、理大、浸大、嶺大
、教大、公大。而學位又分兩大類，包括學士學
位和副學位。有關學費，政府有三類資助模式，

包括資助學位／副學位課程、SSSDP資助計劃學
位課程、自資學位課程。伍先生建議同學要了解
自己的學習能力和學費負擔能力，才去選科。

第三是要布局有法，首先當然以志趣為先，
其次要留意自己的選科組別，着重首三至首六個
志願的組合，要先選自己志趣，後選大學排名。
志願編配原則為A1理想科目，A2現實能力符合
的科目，A3保險地選擇自己勝任有餘的科目。伍
先生最後建議同學要把有面試的課程放Band A
選項。

龍眠山

疫情加劇 何日是盡頭？
本周三開始，全港幼稚園及中小

學停止面授課程，直至聖誕假期結束
，苦了全港的家長們。雖然打工仔理
解這是第四波疫情急劇惡化、本地確
診個案 「破百」 下的必要之舉，但如
何一邊保住飯碗，一邊照顧好留在家
中的孩子，實在是大傷腦筋。

今時今日，作為香港的家長太為
難，作為香港的學生大不易。去年黑
暴高潮期間，學校一度被迫停課；今
年春節後爆發疫情，學校又被迫關門
。好不容易熬到第三波疫情稍為紓緩
，九月份新學年開始後，學校分期復
課，不料這麼快又告中止。孩子們在
家上網課成為 「常態」 ，家中須有大
人陪伴，否則隨時惹上官非。這一切
，都是因為香港未能截斷傳播鏈，導
致疫情爆完一波又一波。

聖誕假後能復課嗎？人們大多不
抱希望。不少家長指出，香港抗疫應
該向內地學習，更果斷，更堅決，爭
取早日 「清零」 ；也有家長質疑，新
加坡可以設立疫情追蹤機制，澳洲維

省可以做到連續28日無本地個案，為
什麼香港卻做不到？特區政府也提出
爭取達至 「清零」 目標，但除了強制
性全民檢測，還有其他的選擇嗎？如
果沒有全民檢測，力爭 「清零」 目標
如何能達到？

香港情況比較特殊，這是客觀現
實。不過，眼看西方的 「佛系」 抗疫
模式失敗，釀成人道大災難，而內地
卻能很好地控制疫情，恢復經濟，愈
來愈多人開始認同 「長痛不如短痛」
，支持全民檢測的民意明顯增加。至
少，在學校內設固定檢測點，對全港
師生進行檢測，作為未來復課的前提
，應該沒有多少人會反對。

學校人群密集，孩子們活潑好動
，密切接觸多，是疫情下比較脆弱的
一群。有道是，停課容易復課難，市
民期待特區政府未雨綢繆，將學校納
入強制檢測的範圍。為了保護老師及
學生的健康，是時候建立起一套停課
及復課的機制了。

通識教育豈能迴避國情教育
特區政府日前宣布通識科改革的

重點，包括精簡課程內容、優化教材
及考評準則、設立 「適用書目表」 ，
而所有同學在中學階段都獲得到內地
考察的機會，親身認識國情及國家發
展，堪稱改革後新課程的一大特色。
但方案出台後，旋即成教協全力 「妖
魔化」 的對象，攻擊這是 「洗腦」 工
程、 「政治凌駕專業」 云云。但亂港
派越是如此，也就越暴露其操控通識
教育的真正意圖。

為香港學生提供回內地考察的機
會，是完全必要的。通識科從成立那
一天起，就充滿爭議，由於課程無教
材也無審查，結果輕易被黃師 「騎劫
」 。課程中充斥錯誤有害的信息，包
括鼓吹 「違法達義」 的歪理、醜化國
家及內地同胞、散播各種極端思維、
否定自己中國人的身份認同等等，嚴
重毒害學生。事實上，校園 「泛政治
化」 ，部分年輕人包括中學生傾向 「
港獨」 ，通識科被 「異化」 一直被指
是重要禍因之一。而讓學生正確認識

國家、摒棄偏見，莫過於親眼觀察，
親身體會。

「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
躬行」 。香港學生到內地，會看到發
展進步的一面，也會看到正在發展、
有待改善的一面，不存在所謂 「不能
批評」 的情況。事實上，內地經過四
十多年改革開放，各方面突飛猛進，
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
新征程，不論是科技、環保、歷史、
地理、文化等領域，內地不同省市都
有非常豐富的學習資源，供同學們深
入探索。而有關考察必須是有計劃、
有要求，回港後要總結，避免走馬觀
花。有理由相信，北上考察將成為同
學們難忘的學習體驗，勢能從中受益
良多，終身受用。

事實上，香港是中國的香港，香
港人也是中國人，認識自己的國家乃
天經地義。反過來說，若對自己的國
家都缺乏認識，或一知半解，又如何
稱得上是 「通識」 呢？而最重要的是
，香港的未來在於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香港年輕人的前途與大灣區緊密相
連，在他們的求學期間就能親身接觸
到內地、了解國家，對未來的職業選
擇、人生規劃大有裨益，甚至是安身
立命的必須。

有人聲稱，香港是國際城市，年
輕人應該認識世界，而不是回內地考
察。這話似是而非。任何人都是先認
識自己，再了解他人；先認識自己的
國家，再了解其他的國家。而回內地
考察與了解世界，兩者並不矛盾，香
港人出國度假旅遊是常事，中學期間
遊學或負笈海外早就蔚然成風，升讀
本地大學後更有國際交流的機會。立
足香港、擁抱國家、放眼世界，這才
是香港年輕人應有的氣度。

亂港派歪理連篇，無非是阻撓香
港年輕人認識國情，害怕自己一貫鼓
吹的謊言、假象被戳穿，這才是真正
的 「政治凌駕專業」 、 「洗腦」 工程
。是時候撥亂反正，讓教育的回歸教
育，而培養年輕人務實求真、明辨慎
思，才符合推行通識的初衷。

•與STEM相關課程
，是未來發展需要

的技巧。

1
人工智能、金融
科技、數據科學

•傳統熱門課程，是專
科，可獲得專業

資格。

2
醫學、法律、物理
治療、職業治療、
視光

•學科有環球元素，在學
期間保證有機會可以到

外國交流，交流
與課程掛鈎。

3
環球商業、環球
演藝、環球傳播

•興趣類別，不少學
生聯招時會將相關
課程放在較前位
置。

5
電影、體育、音樂

•跨學科課程，課程涉
獵廣泛，有助就

業。

4
環球工程及商業、
工商管理與法律、
政府與法律

JUPA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