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港中
文大學工程學院Thierry Blu教授及劉紹
強教授，近日獲工程學國際權威組織電
機及電子工程師學會（IEEE）頒授
2012年度院士榮銜，以表揚他們的科研
成就。本年度，全球共329人獲選為
IEEE院士。

Thierry Blu惠生物醫學
Thierry Blu於巴黎綜合理工學院畢業，

及後於法國國立高等電信學院取得電子
工程系博士學位，曾分別於法國電信及
瑞士洛桑聯邦理工學院擔任研發工作。
2007年，他把「稀疏信號的插值」研究專
利轉讓予國際大型無線電通信企業美國
高通公司，應用於「超寬頻通信聯繫」。
他的主要研究範疇包括：「數位採集信
號優化表示」、「多尺度信號處理」、「圖
像重建」等技術，成果廣泛應用於生物
醫學方面的影像處理。

劉紹強擁有8項美國專利
劉紹強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取得學

士、碩士和博士學位，1993年加入中
大。他專門研究「無線網絡」、「網際
網絡協議」、「多媒體通信」、「分組交
換設計」等領域，擁有8項美國專利。
他率先提出「物理層網絡編碼」的概念
及「傳輸控制協定協議」，有效提升無
線網絡效能；後者已獲Linux電腦內置
操作系統採納。

過去3年抽查及揭發漏報情況
項目 2008/09學年 2009/10學年 2010/11學年*

成功獲資助個案 45,069 48,903 50,518

家訪抽查個案 2,593 2,567 2,633

被揭發漏報並多批資助個案 362 359 406

漏報佔抽查比率 13.96% 13.99% 15.42%

涉及多批金額（助學金連低息貸款） 658萬元 790萬元 737萬元

轉介警方調查個案 33 70 63

*2010/11學年家訪報告未完成

資料來源：學生資助辦事處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勞雅文

過去3年5項資助計劃拖欠貸款情況
項目 2008/09學年 2009/10學年 2010/11學年

(截至9/12/2011)

學生申請貸款人數 81,894 92,065 93,461

發放貸款金額 14.64億元 17.36億元 17.45億元

拖欠還款個案 16,918 17,374 16,524

涉及金額 2.47億元 2.85億元 2.88億元

破產申請個案 440 314 179

破產個案涉及金額 1,932萬元 1,473萬元 919萬元

資料來源：學生資助辦事處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勞雅文

港大63萬獎學金吸台「狀元」

74％學童被迫遠庖廚

抽查揭個案增13%  有「債霸」借錢炒 股申破產
3年「呃走」2100萬
大學生申貸漏報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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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勞雅文）學生資助辦事處為本港大專

生提供經濟支援的兩項資助計劃，均需要申報家庭入息及資

產，並按各人需要，批出相應助學金及貸款。不過，資料顯

示，大專生因種種原因漏報資料情況，似乎有惡化趨勢。

2010/11學年，學資處以家訪形式抽查2,600多個學生個案，

在未完成所有報告的情況下，已發現有多達406人涉及漏報，

較對上學年顯著增加13.1%。而被揭發漏報個案佔總抽查個

案比率更高達一成半，明顯較之前兩個學年高。若累積過去3

年計算，因學生漏報而多批金額共超過2,100萬元，情況嚴

重。

學資處轄下「資助專上課程學生資助計劃」（政府資助課程學生）及
「專上學生資助計劃」（自資課程學生），2010/11學年批出逾5萬宗

申請，發放逾16億元助學金及5億多元低息貸款。對於學生家庭收入及資
產申報，該處每年均會抽查約5%個案作家訪，查證申請人申報資料是否
真確。

學資處資料顯示，雖然2010/11學年家訪報告尚未完成，但已揭發406
宗漏報並涉及多批資助個案，較2009/10學年359宗激增約13%。過去3學
年累計，漏報數目達1,127宗，因而多批出2,185萬元助學金或低息貸款。

學資處強調，若學生漏報資產被揭，處方會即時拒絕申請及發警告
信，並且要求退還多批資助；部分嚴重個案更會轉交警方處理。

部分漏報個案的確涉及違法行為，以上學年為例，學資處向警方移交
63宗個案，其中14宗成功檢控，肇事者被判社會服務令或入獄數月緩刑
不等；43宗仍在調查中。

教育界倡提高抽查比率
就大專生漏報資產數據，香港教育政策關注社主席張民炳表示，上述

數字偏高，建議學資處統整審查機制，包括增加人手，以及把抽查比率
提高至約10%。他表示，政府資源理應用以幫助真正有需要學生，但過
往卻曾聽聞有不少學生「債霸」例子，並不公道：「有人借（政府）錢
炒股，炒 又申請破產，不還錢！」

他認為，各院校應加強與學資處的合作，既作首重把關，亦可為學生
提供更多指引，減少因誤會而漏報的機會。而當局若發現故意欺瞞個
案，更要嚴厲執法，加強阻嚇性。

政府助學金聯合委員會成員、浸會大學學生會會長楊益強直言，漏報
情況頗常見。他透露，委員會每次開會，各院校都有至少10多個申請遭
駁回，「有些是漏報屋企有數個戶口、或有大量現金沒有申報」。而涉及
漏報資產數目，一般由數十萬元至數百萬元不等。

學聯：學生批程序繁複
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秘書長陳倩瑩表示，難以估計學生漏報原因。此

外，近年有不少同學反映，申報程序過於繁複，「可能連自己漏了（資
料）也不知道」。她認為，多數漏報或因指引不夠清晰所致，未必是存心
隱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勞雅文）

除了漏報資產問題嚴重外，本港

大專生拖欠學資處還款亦令人譁

然。上學年總拖欠還款個案達

16,524宗，涉及金額2.88億元。另

一方面，不少學生在欠款期間申

請破產。過去3年，學資處借貸人

個案申請破產個案逾900宗；無法

收回款項逾4,300萬元。為了打擊

拖欠行為，學資處近年積極把拖

欠個案轉介律政司採取法律行

動：上學年有關個案達2,300宗，

較兩年前激增1倍。

現時，學資處設有5項貸款計

劃，包括2項要經入息審查低息貸

款，以及3項免入息審查，分別供

修讀不同課程學員申請。2010/11學

年，學資處發放貸款金額達17億

元。

另一方面，據學資處提供資料顯

示，2010/11學年，拖欠還款個案

雖然略減850宗至16,524宗；但涉及

金額增加300多萬元，至約2.88億

元。

有見拖欠還款情況普遍，學資

處去年4月起，落實每年一次向所

有拖欠者及其擔保人再發「催繳

信」，亦會繼續加強審慎理財宣

傳，以及鼓勵有還款困難者盡早

尋求協助。

轉交律政司個案升近倍
近年，學資處加緊採取法律行

動，未能於限期前清還欠款者，

更會轉交律政司處理，藉以追討

欠款及利息。2010/11學年，有關

個案達2,306宗，較對上年度增加

約26%、較2008/09學年1,184宗更

大增95%。

至於欠款人破產個案，2008/09

至2010/11學年3年間，共933宗，

涉及無法收回款項4,300多萬元。

由於不少申請破產個案在學年結束

多時後才通知學資處，預料實際破

產個案及所涉金額將會更高。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香港大學今年第四

度赴台招生。因過去幾年所錄取台生表現不俗，故今

年計劃倍增招生名額，預計招收60名台生，最高獎學

金額約63萬港元（即240萬元新台幣）。在港大強調

「國際化校園環境」再加上「銀彈政策」吸引下，一

批在大學學科能力測驗考獲75分滿分的台灣「新科狀

元」，紛紛捨棄當地名校台灣大學，轉投港大。

招生會首天 已取錄2人

本月25日至26日，台北、高雄均舉辦大學招生會。

港大今年開出約63萬港元高額獎學金，吸引尖子報

讀。招生會首天，已把2位今年大學學科能力測驗考

獲75分滿分狀元「收歸麾下」。另外，尚有其他多位

「滿分尖子」表明有意來港升學。

港大招生主任馬超表示，今年第四度來台招生，主

要是因為過去幾年所錄取台生表現不俗，今年招收名

額較去年倍增，預計招收60名台生。只要學測成績達

65分以上，皆有機會獲得學雜費減免補助。去年招收

的30名台生中，65%獲獎學金。

愛英語教學 獎學金其次

已確定入讀港大財金系的許立穎表示，看中港大國

際化和英語教學，「獎學金是助力而已」。他坦言，

父親原來不贊成他到港升學，希望他升讀台大醫學

系。但他指，真正興趣在財務金融。而香港是國際金

融中心，可以發揮空間更大，故花了好幾天，說服父

親接受自己決定。

同樣積極考慮升讀港大的「滿分尖子」，尚有台中

一中陳浩天、台中女中黃奕婷等。陳浩天表示，去年

得知港大可用台灣學測成績申請，想就讀港大建築系

或中醫系。他指，外祖父開辦中藥房，希望他修讀西

醫，但他對中醫較感興趣。黃奕婷認為，來港升學既

可享有國際化環境，又較海外升學節省開支，是不錯

的選擇。儘管如此，有年前來港升學的台灣學生指，

當地學生英語水平普遍難以適應港大全英語授課環

境。目前，周映君就讀香港城市大學會計系二年級，

稱當初以學測70分優秀成績獲全額獎學金來港升學，

剛開學時對全英文授課頗感吃力，需要調適心態、認

真唸書才可追上進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熙）港童
經常被批評「飯來張口」，不懂自己煮
食。究其原因，不少是父母之過。調查
顯示，84%學童嚮往入廚，而且絕大部
分父母均贊同子女學習烹飪，有助提升
自理能力。不過，74%家長禁止子女進
入廚房，除了覺得廚房危機四伏外，不
少人坦言「時間寶貴，寧願子女溫習或
進行課外活動」，令不少被拒絕下廚的
兒童大感氣餒，索性「等食」。

調查揭父母多「言行不一」
香港家庭教育學院近日完成一項「香

港學童烹飪入廚習慣」調查，成功訪問
334名家長及318名初中及小學生。調查
顯示，89%學生既不懂得洗米煮飯、也
不會煮麵，相信與父母心態有很大關
係。高達94%父母認同子女學習烹飪技

巧，有助提升自理能力；但74%父母視
廚房為「子女禁地」，3大主要原因是

「時間寶貴，寧願子女溫習或進行課外
活動」（84%）、「家庭膳食有人代勞、
沒有必要」（79%）及「危險、怕生意
外」（78%）。

84%家長寧子女學音樂繪畫
此外，84%父母認為，子女學習其他

課外活動，如：音樂、畫晝、運動等，
比烹飪技巧重要；72%父母認為，子女
須在中四或以上，在家長陪同下，才適
合學習入廚煮食。

香港家庭教育學院主席狄志遠表示，
父母 重孩子學業成績無可厚非，但自
理能力要從生活中學習，不是課本所能
提供的。況且，孩子在烹飪中會獲得滿
足感，不應剝奪孩子學習機會。

吳君濠與吳文軒，分別9歲和6歲。現
時，他們已懂得製作簡單菜餚。兄長君
濠最擅長烹調天婦羅；弟弟文軒最擅長
的則是布甸。

吳太表示，烹飪相當重要，屬於自

理能力一部分。她認為，孩子愈早學
習烹飪，就越能照顧自己，「烹飪可
以培養子女創意及責任心，更可提升
親子關係，是一項值得花時間的親子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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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職 社 工 多
年，總有一些個
案觸動我心。我
看 他們的進步

和轉變，彷彿在提醒我「半杯水」的道
理：當你看 半杯水，可以理解為杯有
一半滿；又或一半空，角度因人而異。

放棄讀大學 賺錢補家計
之前，我認識一位年約40歲的女士，

她是家中長女。她年輕時家中經濟有困
難，毅然放棄升讀大學投身社會，希望

努力賺錢，減輕經濟負擔。
憑 她的努力，經濟困難慢慢得以紓

緩。另外，弟妹日漸長大，為了讓家人
及自己有更多個人空間，後來她離開家
庭，一個人搬到外面。多年來，她努力
工作、身心俱疲，有時想停下來，好好
休息一下。不過，有見家人生活改善，
她覺得多辛苦也值得。對她來說，家人
是最重要的，他們一切安好，就是她快
樂、滿足的泉源。同時，她在工作中遇
到合適的人，準備組織小家庭，兩口子
快快樂樂地生活。

可惜，「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
福」。有一天，弟弟突然在工作中心臟病
發，還來不及見他最後一面，弟弟就過
世了。一家人非常傷心，母親更是以淚
洗臉。

正籌備婚禮 弟心臟病逝
這位女士十分難過，但婚禮籌備工作

又進行得如火如荼，未婚夫為自己預備
一切。她明白，未婚夫十分期待開展婚
姻生活。為了不讓未婚夫失望，她決定
讓婚禮如期舉行。不過，她心裡明白，

失去弟弟的傷痛，令她根本無法高興起
來。

婚禮當日，她盡量讓自己看來快樂一
點，讓家人和朋友有美好回憶。她本來
想在蜜月旅行中強行裝出愉快的心情，
但她實在撐不下去了。結果，她因為充
滿負面情緒，跟丈夫大吵大鬧，丈夫卻
覺得莫名其妙。

見抑鬱徵狀 聽勸求輔導
丈夫留意到，她開始有抑鬱徵狀，例

如：失眠、體重下降、沒有胃口、時常

有哭的衝動、不願與外界接觸等，故十
分擔心。她也暗想：這樣下去，不是辦
法，會嚴重影響她和丈夫的關係。於
是，她聽從丈夫勸告，接受社工輔導。

第一次與她見面，她一臉憂傷，眼淚
流個不停，不斷訴苦。說 說 ，突
然，她對我說，不希望見到我⋯⋯
撰文：

香港家庭福利會

註冊社工陳錦卿

網址：http://www.hkfws.org.hk

（小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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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資處發現，部分貸款申請人漏報資

產情況嚴重。 資料圖片

■Thierry Blu 中大供圖 ■劉紹強 中大供圖

■吳君濠(左)

與吳文軒(右)

自幼接受入廚

訓練，現已懂

製 作 簡 單 菜

餚。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劉景熙 攝

拖欠涉款2.88億 申破產「走數」900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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