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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大研究生加10％重災 院校稱最低工資及維修成本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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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與少數族裔玩 一成港童涉歧視

港大師友計劃 中五生骨科學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淑環）大學聯招放榜後，各大院

校新生將陸續開始註冊，除學費外，入住宿舍的費用亦是

他們的主要負擔。在通脹升溫下，大批大學生新學年難免

要「捱貴宿」。8大院校中，浸會大學、中文大學、嶺南大

學及科技大學等4校的本科生宿費將上升3%至5%，每學年

加費約300至500多元不等。其中浸大的研究生宿費，更大

幅增加10%至3.3萬元。多所院校解釋，今年受最低工資及

維修開支成本增加影響，需加費平衡開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婷）大學生除面對加宿費
的壓力，宿位不足亦令他們大感困擾。本報發現，浸
會大學今年安排10多名即將入學的內地本科生，入住
一般巿民也可租用作宿營、度假之用的馬鞍山中華基
督教青年會烏溪沙青年新村。據悉，浸大過去數年一
直租用該處、再轉租予非本地生，今年全期10個月宿
費由1.7萬至約2萬元不等，較浸大的校外宿舍如啟城
軒、吳多泰博士國際中心便宜5成至7成半不等。

浸大自實施非本地生「4年兩宿」機制後，非本地生
獲保證有兩年學生宿舍宿位，其餘兩年則須自找落腳
點，惹來不少學生反對。據了解，今年浸大4個學生宿
舍均面對宿位不足的問題，校方遂決定將本提供非本
地碩士及博士生入住的烏溪沙宿舍，開放予內地本科
生入住；浸大共租用該處80多個宿位，分別為4人或6
人一房，全期淨宿費分別17,500及19,800元港幣。

不熟環境設施 學生心驚
有即將入讀浸大本科的學生於熱門留學生網站「寄

托天下」留言指，獲浸大分派至烏溪沙青年新村住
宿，但對該處的環境、設施等不熟悉，指浸大未有作
介紹，令其「心驚」。另亦有浸大新生抱怨，早於7月
初繳交啟城軒的全期宿費，而浸大本承諾7月中通知關
於住宿的詳細資料，但迄今仍未收到，表現焦急。

校方強調已提供資訊
浸大發言人指，校方通知分派宿舍的信件中，有附

上烏溪沙青年新村的簡介，另外浸大網頁亦有列出宿
舍環境、設施，相信新生有途徑獲得資訊。至於獲分
發啟城軒的新生，相信為碩士生或博士生，浸大發言
人指，校方將於8月初發出住宿細節，比原定日期稍
遲。

浸大宿位不足
租青年村解急

8大院校宿費調整
院校 2010/11學年宿費 2011/12學年宿費 調整幅度
嶺大 9,000元 9,500元 +5.6%

中大 5,726至11,166元 6,012至11,724元 +5%

浸大 本科生：7,900至10,600元 本科生：7,900至11,100元 +4.7%至10%

研究生：30,000元 研究生：33,000元

科大 未有提供 8,100至18,200元 +3%

港大 本科生：10,212元 本科生：10,188元 -0.2%

研究生：12,364.8元(276日) 研究生：12,480.3元(283日)

教院 9,500元 9,500元 －

城大 4,840至7,260元(每學期) 4,840至7,260元(每學期) －

1,600至2,500元(每月) 1,600至2,500元(每月)

理大 7,196至10,280元 7,196至10,280元 －

資料來源：8大院校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馮淑環

中大：加費應付日常運作
今年多所院校均調整宿費，其中

中大本科生的宿費升幅約5%，單
人房由今年11,166元上升至11,724
元；至於雙人及三人房，每床位則
由5,726至8,588元，上升至6,012至
9,018元。中大發言人表示，宿費調
整是為了應付宿舍日常運作的需
要，如電費、維修及保養，以及更
換損壞傢具等。

浸大：高通脹須抵銷支出
浸大的本科生宿費新學年同樣增

加約5%，費用由二人房10,600元，
加至11,100元；三人房則維持7,900
元；而該校研究生宿費升幅則較為
驚人，由全期3萬元加至3.3萬元，
升幅達10%。浸大發言人解釋，校
內的學生宿舍以自負盈虧方式運
作，面對高通脹，大學只好在新學
年稍微調整部分宿位的宿費，以抵
銷不斷增加的運作支出。

嶺大：加費維持服務水平
至於嶺大的宿費，亦增加500元

至9,500元，加幅達5.6%，嶺大發

言人指，該校過往數年並無調整宿
費，但在通脹及最低工資條例影響
下，宿舍的營運成本不斷上漲，有
需要增加宿費以維持宿舍之服務水
平。

科大：雜費保養開支續增
科大新學年宿費亦增加3%，每

學年由8,100元至1.82萬元不等。科
大發言人指，已嚴格監控宿舍營運
成本維持至合理水平；過去一年，
由於水電雜費、維修保養等開支持
續增加，在自負盈虧的原則下，需
加費以保持宿舍的質素。另外，理
工大學、教育學院、城市大學3校
將凍結宿費，香港大學宿費則有輕
微跌幅。

學聯：學生負擔沉重
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秘書長陳倩

瑩指，不贊成院校大幅加宿費，
認為對學生構成沉重負擔，「入
住宿舍可訓練學生獨立生活，以
及盡快適應學校文化，亦可增進
人際技巧；增加宿費變相提升學
生入宿門檻，亦可能減少學生學
習機會」。

高中生與精神病康復者交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曾偉龍）為消除公眾對
精神病康復者誤解，葵涌醫院與慈善組織「思健」
合辦「Teen使行動——青少年思健推廣計劃」。
該計劃安排逾百名中四及中五學生與精神病康復
者交流，增加對精神健康和疾病的認識，並宣揚
共融信息。有學生坦言，參與計劃初期，害怕與
康復者接觸。其後，漸漸打破隔膜，雙方互訴心
事及贈送禮物。最後，她更決心日後投身社工行
業。

該計劃為期2年，期間學生會參加工作坊、講
座、探訪等活動，為精神病康復者提供服務。就
讀禮賢會彭學高紀念中學的來屆中六生朱曉芬坦
言，參加計劃前，在街上看見疑似精神病患者，
會感到害怕，擔心不懂與他們相處。但參加計劃
後，與精神病康復者打破隔膜，「他們告訴我患
病時感到不開心和孤單，但得到探訪和鼓勵後，
重獲生存動力」。

過程獲感動 矢志成社工
朱曉芬的熱心，感染1名同學加入計劃。當收

到康復者親自製作的盒子禮物，她非常感動，立
志日後成為社工，幫助更多有需要人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婷）平等機
會委員會早前向教育局提交9大建議，
以改善少數族裔的教育問題。有調查顯
示，約1成受訪小朋友「不喜歡」或

「非常不喜歡」與少數族裔學童相處，
另接近1成人認為阻礙相處的原因是基
於膚色、外表不同。平機會社區項目主
任王素芳提醒，因種族差異而對他人作
出不友善行為，很可能觸犯種族歧視條
例，她促請政府盡早介入少數族裔教
育，協助他們適應本港文化，消除校園
歧視。

海港青年商會於今年4月舉行問卷調
查，共訪問246名4至13歲小朋友，了解
他們與少數族裔學童相處的情況。結果
發現，約1成人「不喜歡」或「非常不
喜歡」與少數族裔相處或成為朋友，近
6成人認為「語言不通」為阻礙相處的
最大原因，另外9.3%人認為「膚色、外
表不同」會阻礙與少數族裔相處。

巴籍青年不獲聘 理由牽強
18歲巴籍青年李浩誠（Mazher Hussain）

在香港土生土長，接受過11年本地主流
教育。他直言，去年完成會考後物色暑
期工時，深切感受到社會對少數族裔的
歧視，「我有8年表演魔術經驗，對這

方面頗有信心，於是主攻一些社區中心
興趣班導師職位，但竟有僱主以『未請
過少數族裔』為由，拒絕聘請我」。

中文試艱深 未顧非華語生
浩誠剛完成香港專業教育學院（IVE）

的基礎文憑，即將升讀公開大學副學士
課程。談及1年前於會考遭遇「滑鐵
盧」，浩誠指當時中文科僅得1級，但同
年於英國會考（GCSE）中文卻考獲最
高的A*，令他不禁質疑本港公開試未顧
及少數族裔的能力，「閱解、寫作等試
卷連港生亦難以掌握，何況母語非華語

的人？」
平機會社區項目主任王素芳直言，調

查發現1成小朋友抗拒與少數族裔相
處，數字不算極之嚴重，但亦需要社會
正視。她認為，不少港人對少數族裔有

刻板印象，以為他們不懂講廣東話甚至
英語，因而拒絕溝通，「一如平機會早
前向教育局建議，當局應於學前教育階
段介入，幫助少數族裔適應及避免校園
出現任何種族歧視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子瑩）骨科等於「西方跌
打」？有見不少市民對骨科存有誤解，香港大學醫學
院矯形及創傷外科學系早前招攬了5名有志成為醫生的
中五學生，安排他們以一對一的方式，貼身跟隨骨科
專科醫生學習兩星期，一方面讓他們透過觀看診症、
手術等過程，一嘗當醫生的滋味；而有關學生，未來
更會將學到的醫療知識在學校及社區宣揚開去。

港大矯形及創傷外科學系早前開展為期1年的一對一
師友計劃，透過「菁英聚．港大」項目，挑選了5名中
五生，讓他們貼身跟隨正職醫生到門診看症、觀看手
術過程，以及到病房巡房等，並學習如打石膏等簡單
的骨科護理治療方法。

學懂珍惜健康身體
5名小醫生每天早上8時半回到醫院跟隨「師父」工

作至黃昏，甚為繁忙。其中就讀喇沙書院的暨遠明表
示，最難忘不是手術室內血淋淋的場面，而是遇到一

名患有骨癌、腳部要換金屬骨的男生，「我們的年紀
差不多，我卻有幸活動自如，令我明白到有健康的身
體不是必然」。就讀瑪利諾修院學校的盧嘉怡則表示，
觀看門診後發現溝通能力對醫生的工作十分重要，而
且做一個手術動輒站立5、6個小時，良好體能亦不可
少。

社區推廣預防骨折
完成了兩星期的學習，5名小醫生拿起手術儀器時已

有板有眼，訪問當日他們模擬為折斷的股骨鑲鋼板，
表現便獲得在場的「師父」讚許。他們表示，未來1年
會進行關於老人家骨折的專題研習，內容包括成因、
預防及自理等知識，並於校內及社區安老院作簡報宣
揚及推廣。

增公眾對骨科認識
港大矯形及創傷外科學系系主任陸瓞驥表示，是次

師友計劃為學系成立50周年慶祝活動之一。他指出，
骨科其實除了與骨相關的病症如常見於老年人的骨折
及關節退化，亦包括肌肉、筋鍵等創傷，但公眾對骨
科的認識不深，希望透過師友計劃，讓學生了解醫護
工作之餘，將所學宣揚，令公眾的醫學知識亦得以提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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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新學年將會提高宿費3%。
圖為科大宿舍情況。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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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機會社區項目主任王素芳(右)促請政府盡早介入少數族裔教育，協助他們適
應本港文化，消除校園歧視。 香港文匯報記者周婷 攝

■5名中五學生在骨科專科醫生指導下，學習為斷骨
施手術鑲鋼板。 香港文匯報記者歐陽子瑩 攝

■葵涌醫院與慈善組織「思健」合辦「Teen使
行動——青少年思健推廣計劃」，安排逾百位中
學生與精神病康復者交流。

■朱曉芬(右)稱參加計劃前害怕不懂與精神病
康復者相處，但打破隔膜後康復者更會向她傾
訴心事。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偉龍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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