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熙）大學生
活除學習知識外，建立社會服務精神亦
很重要。香港科技大學學生陳世杰便因

受慈善組織創辦人的言行感動，不理教
授反對毅然放下學業半年，遠赴柬埔寨
義助當地貧困兒童。其間他要「一腳踢」
處理資訊科技、人力資源、財務等工
作，又要化身補習老師、廚師、保鏢
等。不過，這位「萬能俠」表示，最難
忘的並非上述工作經驗，反是每天騎單
車上班時，逾百兒童笑 向他喊聲

「Good morning」。總結今次旅程的「投
資回報」，他引用該組織創辦人一句令他
感動的話，「孩子的笑容是我最大的資
產」。

受慈善家感動 毅然休學半年
來自馬來西亞的陳世杰是科大工商管

理學（金融）三年生，亦是「柬埔寨兒
童基金」創立以來首位華人義工。他在
去年9月至今年1月期間前往首都金邊貧
民窟工作，縱使事前做好心理準備，抵
達時仍嚇一跳，「總部竟坐落在垃圾山
群的中間」。

從事商業營運 慶幸學以致用
「柬埔寨兒童基金」在2004年創立，

創辦人Scott Neeson是二十世紀霍士影片
公司前主席。陳世杰表示，去年Scott到
科大演講，提到自己「賣樓、賣車、賣
遊艇」，以籌集資金到柬埔寨成立慈善中
心，免費提供教育、食物及乾淨水等，
他深受感動，故促成今次柬埔寨之旅。

陳世杰在當地既要處理基金財務，又
要設立電腦資料庫、職位申請表等與商
業營運有關工作，正當他慶幸能學以致
用，卻不知有更大挑戰在前方。周末假
期他要負責送住宿舍的學生回家，有一
日下大雨，他整裝待發帶備雨傘，卻見
學生手執浮板，「原來路上容易水浸，
可能要游泳回家，早已見慣不怪」。他立
時心裡打了個突，但只能硬 頭皮起
行，結果不幸真的遇上水浸，幸好有小
船駛過，才避過「水難」。

5個月義務工作期間，他試過教當地小
孩中文，又臨時當上「補習天王」，替即
將考大學入學試的中學生補習，傳授應
試技巧。他與當地小孩建立深厚感情，
離開時甚為不捨，足足哭了2天，目前仍
保持聯絡，又承諾兩年內回去探望他
們。

根據國家教育部資
料，於去年10月共有
11,155名港生在內地
205所大學就讀，當中
在暨南大學就讀的港

生就有近5,000人，華僑大學亦有近1,000名港生，
兩校已佔去內地港生半數。

由於暨大和華大直屬國務院僑務辦公室，辦學
目標清晰，就是要為港澳台和華僑學生提供優質
高等教育，因此教育部給予兩校很大招生自主權
及彈性，兩校均為港生提供大量學額，並在港設
立辦事處，提供各類便捷的考試或免試報考途
徑，讓港生相對較容易入讀，也令兩校成為港生
最熱門選擇的內地院校。

數年前報考內地大學的港生人數不算踴躍，暨
大和華大的招生規模足以應付港生的升學需要。
不過近年隨 北上升學人數不斷增加，學位競爭
日趨激烈，兩校門檻亦逐步提高。以剛放榜的兩
校聯招為例，隨 報考人數增加，暨大的錄取線
由去年的350分提高至375分，而華大亦由325分升
至335分。

內地招港生額 每年近萬
這是否意味 內地升學越來越困難呢？其實未

必，內地對港招生的院校由最初幾十所增至現時
差不多200多所，招生專業也多達200多個，又涉
及獸醫、中醫、法律、汽車、農林園藝、創意產
業等特色專業；另有體藝天分的學生，亦可報考
內地頂級的美術學院、音樂學院、電影學院和體
育大學等，發展個人專長。如果盡用全部院校招
生名額的話，每年最多可吸納近萬名港生。

港生選校集中 浪費學額
對港生來說，最大問題是對內地院校及高等教

育了解不多，在選校時只選擇廣州、北京、上海
等少數城市，以及綜合排名榜較高的部分熱門院
校，科目也往往集中在工商管理、經濟、金融和
會計等。過去多年來，港生比較熟悉和熱門報讀
的院校只不過十多所，最終導致有關院校報名人
數高度集中，拉高錄取標準，其餘院校則報考人
數不多，學額未能有效運用。

填院校志願前 宜做功課
其實若在報名前花時間做些功課，也不難找到

一些錄取標準不高、名額充裕的特色院校和特色
專業。過去就有一些港生，以不高的分數考入北
京體育大學、天津財經大學、華南農業大學獸醫
課程、汕頭大學長江藝術與設計學院等具備一定
名氣的院校或專業，亦有人通過刻苦努力取得醫
生、中醫、律師、會計師、建築師等專業資格。
未來港生應更深入了解內地院校的類型、特色專
業、錄取名額、錄取分數線等資訊，靈活「走
位」，內地升學路才會路路暢通，無往不利。

■羅永祥 內地升學專家、香島專科學校校長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港理大災後重建院 1.8億建3國家實驗室

港校內地生 文藝晚會慶回歸

標榜名校背景 改善英語對答 提供試題天書

港校面試班癲價
1日衝刺收萬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港校升學面試班收

費不菲，但課程內容的「含金量」到底又有多高呢？
去年暑假曾花費近2萬元報讀有關課程，最後成功升讀
浸會大學並獲得全額獎學金的孫同學指，院校最看重
的始終是學生的考試分數，故有關課程的「心理作用
大於實際作用」，但若要於短期內提升面試技巧，的確
有一定作用。

跨省市風行 貧富生齊報
在北京長大的孫同學指，專門針對來港升學的面試

課程有越開越多的趨勢，而參加有關課程在內地是普
遍現象，「基本上1月有一波，5月和6月的時候又有一
波，幾乎身邊打算來港唸書的朋友都會報名」。

更誇張的是，還會有其他地區的學生跨省、跨市到
北京參加課程，「連父母也一起跑過來」；就連一些
來自比較窮的城市的學生，可能本身家境沒那麼富
裕，「看得出他們很節儉，也不怎麼和我們出去玩」，
但仍會報讀，可見該類課程的吸引力。

按港校要求 密集練英語
她又指，有關課程主要有兩個賣點，一是導師與香

港院校的關係，「像我所報讀的機構，那些教師大多
認識香港這邊的教師，所以會更了解香港這邊的要
求」；另一個賣點則是密集的英語面試訓練，「學校
收集了往年的面試題目，雖然只是6天的課程，但會有
多場模擬面試，大家就一直討論，幾天下來心裡會比
較踏實」。

她補充指，除了準備應付不同題目的詞匯之外，導
師還會教導學生搶話的技巧，對實際面試時的確有所
幫助，「不過，相信院校在考慮收生時，還是（考試）
分數比較重要吧」。

暨大華大報名增
聯招錄取線上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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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8大院校接受內地生申請修讀
本科課程近日陸續截止，隨即

將安排學生面試。相較內地高校主要
以考試分數錄取學生，港校特別重視
面試表現，而面試更多以英語進行，
令不少內地生大感忐忑，也間接令這
些面試班課程「有價有市」，一些大型
的內地教育機構如新東方、學而思等
都有舉辦這類課程。

團隊導師具實踐經驗
位於北京的教育機構「港校直通

車」，就標榜其教師團隊具清華、北大
等知名學府背景，亦有導師「曾負責
組織香港大學在北京的報名、諮詢和
面試工作，有深厚的港校面試輔導及
實踐經驗」，又特設主修英文的導師，

專門教導學生接受英語面試。
以上的配置造就了該機構的高昂學

費，為期6天的課程就要收取19,800
元，內容包括個人討論、小組討論及
模擬面試，還會提供學生一些港校面
試天書。另有為期5天收費近萬元的

「暑期魔鬼訓練營」，內容包括小組討
論及港校面試最常見的100道題目。有
關機構甚至會針對香港大學等頂尖港
校，設立特定的面試班，以迎合不同
學生的需要。

網上宣傳：升學屢創新高
該公司亦在網頁上大肆宣傳指，修

畢課程同學的成功到港升學率屢創新
高，去年就有86%學生升讀港校，其
中數人更獲港校頒全額獎學金。為

此，不少內地家長在替子女報讀面試
培訓班時毫不手軟，令課程每次開班
均告爆滿。該機構又「再接再厲」，在
面試前加推為期1天「朝9晚9」的密集
式衝刺班，內容包括上課和模擬面
試，12小時課程收9,800元，實屬天價
學費。

港校遊學團捧場客趨升
此外，還有不少機構如世紀明德、

新東方等開辦「香港遊學團」。其中
「新東方夏令營」就設有收費近萬元的
5天遊學團，除了參觀香港的旅遊景點

外，更大的賣點是可以參觀香港院
校，包括中文大學、科技大學、浸會
大學、理工大學，更會有院校的負責
人講解教學理念，讓這些未來大學生
提早認識香港院校，並參觀學校的教
學設施。新東方接受香港文匯報查詢
時指，雖然以香港為目的地的遊學團
並非他們最主要的業務，但一直都有
不少捧場客，更有越來越多的趨勢。
舉例以院校為主要參觀地點的遊學
團，以往該機構每年暑假只開3團，今
年就加開了1團，開團地點也由北京擴
展至上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內地生報考香港高等院校持續

火熱，每年均有逾2萬人爭讀港校千多個學位。隨 內地高考結

束，各港校招生面試也即將開始。多個內地教育機構把握商機，特

設港校面試培訓班吸引內地考生報讀，短短6日訓練就盛惠近兩萬

元（人民幣，下同），而臨近面試階段僅1天的「衝刺班」，更收取

近萬元「天價」學費，但有關課程仍然非常渴市。另外，亦有機構

辦「香港遊學團」，讓有意來港升學的內地生提早來港視察，生意

更越做越旺，今年暑假要加團以應需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兵 成都報道）香港社會各界
積極參與四川地震災後重建，其中獲賽馬會資助2億港
元援建的四川大學—香港理工大學災後重建與管理學
院，為內地首所專門培養防災減災相關人才的院校，

更成功吸引1.85億元（人民幣，下同）專項資金，建設
4個國家重點科技創新平台。該學院去年首招聯合培養
博士13人，今年9月並將啟動聯合培養碩士，新大樓也
會於秋季竣工。常務副院長王建敏指，防災減災與災
後重建是現今世界各國的研究焦點，學院能結合兩校
力量培訓相關專業人才及整合信息，為國家應對與管
理災難作貢獻。

針對災後重建育專才
「汶川地震造成的損失非常慘重，但卻是從事科研

的一個十分難得的標本」，王建敏說，大學理應承擔起
這個責任，從中汲取教訓，總結經驗防患於未然。他
表示，全球正進入自然災害的高發期，就災後重建的
研究，國家雖已加大投入，但仍存在缺乏專業人才、
整合信息及資源開發困難等問題。而川大港理大災後
重建學院，正是針對有關需要，希望搭建一防災減災

領域國際交流合作平台。
為此該學院受到社會各界高度關注，其中由川大校

長謝和平院士擔綱的教育部重點實驗室「能源工程安
全與災害力學」將落戶該院，實驗室建設經費達6,000
萬元；而川大「國家千人計劃」岩土災害力學實驗室
及土力學災害實驗室也會落戶該院，兩者建設經費亦
各達6,000萬元；另學院建設「中國西部抗震減災研究
中心」，也獲科研啟動資金500萬元。

川大提供校舍 理大設計課程
除研究項目外，川大社科處副處長王卓表示，內地

高校正致力加強人才培養，盼能有效滿足社會需求，
是次透過與香港理大聯辦災後管理學院，由川大主責
硬件建設，引入港理大與國際接軌的軟件建設及培訓
模式，相繼展開博士及碩士聯合培養，可為有關方面
改革帶來突破，及長遠推動內地高等教育的革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思諾）香港高校內地學生
學者聯誼會代表聯席會議，早前聯合舉行文藝晚會
—「夢耀香江慶回歸晚會」。晚會用了數月時間準
備，學生以各種文藝表演同慶香港回歸祖國15周
年。晚會由香港高校內地學生學者聯誼會代表聯席
會議主辦，並由香港中文大學內地學生學者聯誼
會、香港教育學院內地學生學者聯誼會承辦，並同
時由15個內地學生學者聯誼會協辦。

晚會假座中大 中央官員參與
晚會於中大逸夫大禮堂舉行，主題為「夢香江．

愛中華．慶回歸」。中央駐港官員、特區政府代表、
各大學校長、工商界人士等亦有一同參與是次盛
會。整個晚會節目豐富，現場氣氛熱鬧，各校均派
出同學以歌舞、器樂、魔術、舞獅及朗誦等形式表

演，歌頌對香港回歸15年的欣喜之情，更顯示對香
港及對祖國的熱愛。

在晚會的尾聲，同學透過《相親相愛》一曲，祝
願香港以至全國各地共同創建美好明天。

懶理教授反對 科大生赴柬變「萬能俠」

■每年有逾2萬內地生爭讀港校千多個學位。圖為往年港校到內

地招生情況。 資料圖片

■不少內地生為增加入讀港校機會，紛紛報讀面試班備戰。圖為新東方早年舉

辦面試班情況。 資料圖片

■川大港理大災後重建支援及研究中心揭牌。學院供圖

■當晚有不少文藝表演活動。 大會供圖

■中聯辦教育科技部副部長李魯(左四)、紀建軍(左一)及處長

王偉民(右二)出席「夢耀香江慶回歸晚會」。 大會供圖

■陳世杰(前右一)與當地兒童感情甚好，

至今仍保持聯絡。 受訪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