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國首都倫敦是全球最重要的金融中心之一，
約有700間跨國企業活躍於倫敦股市，並有逾250
間國外銀行在倫敦市內提供金融交易，非常適合
同學研究財金專題。此外，英國的工商管理課程
多元，專業範疇包括銀行、會計、經濟、行政管
理及運動管理等，更擁有逾百所商業學院以供選
擇，對於夢想創業或成為企業家的學生來說，赴
英修讀商業管理相關課程實在合適不過。

持續教院課 獲專業認可
英國許多持續教育學院、商業及語言學校等均

有提供不同種類的商科課程，而且課程大多已獲

Association of Accounting Technicians（AAT）、The
Charted Management Institute（CMI）及The
Chartered Institute of Personnel and
Development(CIPD)等專業協會認可。當中商科課
程是目前最熱門的大學基礎課程之一，而高級國
家文憑（HND）的商業課程則提供人力資源、市
場推廣，以及針對不同行業的管理課程等。

逾一成英生 選修商業課
至於英國的大學，分別有超過13%學生及19%

研究生正就讀商業相關課程，當中約三分一修讀
商管的學生為海外留學生。英國商學學位課程畢

業學位大多為BA或是BSc。英國的碩士學位課程
則可分為授課式碩士（Ma、MSc）、碩士文憑課
程(Postgraduate Diploma)及哲學碩士或哲學博士學
位課程（MPhil、MRes、PhD）等。現時，英國
提供超過1.6萬個與商學、管理、市場推廣等相關
的工商管理碩士課程，許多商科生畢業後進入跨
國企業工作。

如欲申請上述課程，需具備一定的英語水平，
而IELTS成績已獲廣泛英國院校認可。想了解報
考 I E L T S 的 詳 情 ， 可 瀏 覽
https://ielts.britishcouncil.org.hk/或向英國文化協會
查詢。有關工商管理課程的資料，則可瀏覽
www.educationuk.org.hk或www.prospects.ac.uk。

■資料提供：英國文化協會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請
你救救
我 ！ 」
姚至欣
神色慌
張地對

陳樂說。「甚麼事？」「請你跟我
來。」至欣把陳樂帶到空無一人
的電腦室。「我剛才收到一封可
怕的電郵，你看。」電郵如下：

「你必須在一個小時內輸入正確的
密碼，登入這個網址。否則，可
怕的東西將逐一出現在你眼前。」
陳樂笑說：「多無聊的電郵。」
至欣卻說：「不，你繼續看下
去。」

「解密方法是把下面的部分內
容改寫成俗語：『這件事情才剛
開始，還沒甚麼進展，雖然你跟
我根本沒有甚麼關係，但現在你
是怎樣也躲不掉的。況且這件事
對你來說非常簡單，你只需找一
個能幫你的人就行了。千萬別將
此事告訴其他人！包括那跟你長
得很像的姚賢。』」

俗語和密碼 大纜扯唔埋
「誰是姚賢？」「是我的爺爺。」

陳樂皺起眉頭說：「發件者居然
知道，那倒是很奇怪。」「所以我
便找你幫我了，我剛才試 用俗
語改寫：這件事『10劃都未有1
撇』、你跟我『大纜都扯唔埋』、
你『避得1時唔避得1世』、這件事
對你來說『易過借火』、跟你『成

個餅印』的姚賢。那密碼是甚
麼？」

陳樂回答道：「如果把裡面的
數字順序抽出來，就是10、1、
1、1。」他們輸入後，電腦卻顯
示：「輸入錯誤，可怕的東西在
你的書包。」至欣嚇得不敢動
彈，陳樂翻她的書包，找到一頭
蒜。「呀！我最討厭吃的蒜怎麼
會在這兒？太可怕了！」

15秒速答題 答錯會倒楣
陳樂靈機一動，說：「先別

怕，時間緊迫，要不試試用普通
話俗語改寫？這件事『8字還沒1
撇』、你跟我是『8竿子打不 』
的人、你『躲過初1躲不過15』、
這件事對你來說只是『小菜1碟
兒』、跟你『1個模子刻出來的』
姚賢。」「那麼密碼是81811511？」

「試試看。」
當至欣輸入了那組數字後，電

腦顯示：「歡迎參加普通話冒險
之旅。你必須在15秒之內輸入答
案，否則，可怕的東西將逐一出
現。」陳樂和至欣還沒來得及反
應，畫面又換了：「第一題：牛
頭唔搭馬嘴。」至欣急得快要哭
了，問：「我們該輸入甚麼？」
陳樂一邊輸入「驢唇不對馬嘴」，
一邊笑說：「普通話俗語吧，正
是我的強項呢！」(待續)

■梁麗詩 協恩中學普通話教師
電郵：misslaisze@gmail.com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UIC畢業禮首頒4榮譽院士

英金融活躍 工管課多元

須學校批文「移民署」加簽 制度荒謬惹眾怒

港澳生促台修例
出境管制阻奔喪

香港文匯報曾就港澳學生自由出入境
問題向台灣的「入出國及移民署」和

「教育部」分別作出查詢，兩個部門均承認有這樣的規
定，後者更表示要有學校批准才可以出境，是要「特別照
顧」港澳生，以及避免華人家長出現不知子女身處何方的
擔憂。

「教育部」制訂「移民署」執行
「移民署」表示，有關規定由「教育部」訂立，他們亦

只是按本子辦事，又指當局並沒有阻撓港澳生出境，「即
使過了辦公時間，學生如果有緊急情況，也可以在我們機
場的櫃 辦理手續，但一定要有學校公函」。

「教育部」發言人則表示，有關規定執行多年，主要是
出於輔導立場，「我們是擔心這些小朋友自己跑了出去，
然後又忘了回來，這其實是對他們的特別照顧」。發言人
指，雖然有關規定是有些不便利，但這其實是因為華人家
長對子女比較關心，每次找不到子女均會向學校要人，當
局亦是為了避免這種情況，才要求學生要有學校批准、有
正式向學校請假才可離台。

各校批公文 無特定準則
「教育部」發言人續指，以往曾有港澳生向他們表達對

於有關規定的不滿。至於為甚麼只有華人學生才要經以上
程序申請，其他外國學生卻不受限制，發言人表示，「假
如是官方沒辦公，即使是台灣人也不一定能離台，故有關
規定並非歧視港澳生」。

不過，發言人也承認，對於學校批出公文的準則，以及
學校假期沒有人值班處理港澳生的緊急事故，每所學校的
做法不盡相同，當局亦沒有硬性規定，「但如果學生遇到
急事，相信學校會幫忙處理，替學生批公文，但是該請假
的還是要請假」。

■香港文匯報記者 歐陽文倩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歐陽文

倩）早前與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海華服務基金等機構一起合辦

「2011台灣高等教育展」的香港中
文中學聯會，其主席譚日旭表
示，不知道港澳生在學期間離台
的特殊規定，但認為有意到台灣
升學的學生應入鄉隨俗，「有關
政策有其合理性，緊急情況只是
極少數的例子，很難要一個政策
完全適用於所有狀況」。他又指，
出入境自由並非升學的考慮因
素，故該會未有打算向學生介紹
有關規定。

面對雙軌年升學人數倍增，不
少應屆考生打算離港升學，台灣
正是其中一個熱門之選。

有意到台灣升學的文憑試生葉
葳劼就認為，出入境屬個人自

由，要向學校取得批准並不合
理：「若學生不上學才需要通知
學校，以取得批准，出入境為甚
麼要學校批准呢？」他坦言不知
這個規定，認為台灣方面來港舉
辦教育展時，應向學生提供有關
資訊。

港生遇事故 可撥「1868」
如果港生在假期遇上突發事

故，其實亦可嘗試向香港特區政
府尋求幫助。入境事務處表示，
當局設有協助在外香港居民小
組，在台港生如有緊急狀況，可
致電當局的24小時熱線「1868」。
不過入境處亦表示，當局只是盡
量給予協助，未能干預當地政
策。同時，在台港生亦可向去年
年底成立的香港經濟貿易文化辦
事處（台灣）求助。

文憑生稱不合理
教界籲入鄉隨俗

改寫粵普俗語 攻破恐怖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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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台灣方面的規定，在台讀書的華人非本地

生，若於在學期間出境，每次都要經就讀

學校同意，取得學校批准文件，再交600元新台

幣，向台灣的「入出國及移民署」作出加簽申

請。至於學校的同意書如何批出則沒有一定標

準，部分大學甚至要校長過目才可作實。

多地取文件 搞足6句鐘
在淡江大學讀書的陳同學（化名）就是有關政

策的受害者之一。對於要取得多份文件、花6個小

時的交通時間申請加簽，陳同學以往只覺得麻

煩，直到有家人去世要奔喪的一刻，她更覺政策

荒謬。

她表示，當時收到家人去世的消息，正是星期

五的下午2時，「台灣的學校和政府部門都是這

樣，過了5時就不辦公，周六、周日休息。我打去

『移民署』問能否讓我直接出境，但署方指，一定

要有學校批准的文件」。

須家長同意 大學如幼園
當時陳同學不在學校，要長途跋涉回淡水拿批

准文件，再跑去「移民署」提交申請，根本不夠

時間，但「移民署」只是 她星期一再作申請。

結果她聲淚俱下地哀求「移民署」職員，加上學

校通融，校方最終肯稍為延時，「移民署」亦

「額外開恩」讓她在機場辦理手續，她才能順利回

港奔喪。對當局規定港澳學生要提交家長同意書

作為申請返港的條件之一，她覺得不可思議：

「大學又不是幼稚園，為甚麼要有家長批准？」

遇學校假期 無公文滯台
在台灣科技大學讀書的澳門生林千岳亦有相同

遭遇，最後更被困在台灣。林同學有家人在今年4

月初離世，當時學校正在放假，學校負責港澳生

事務的教官也在休假之中，「移民署」雖有辦

公，但署方職員堅持「沒有公文，不能離台」。

當時林千岳心急如焚：「我打電話給教官，問

可以怎麼辦？他說他沒辦法，只能等到假期結束

後再幫我加快批出學校公文。」結果，林同學還

真的在台灣滯留了3天，才拿到學校的批准文件。

制度不公平 洋生無限制
更令人譁然的是，有關規定只適用於華人學

生，外國學生只需拿 護照及居留證就可以輕鬆

離台。林千岳忍不住在網誌上寫下長長的文章批

評有關政策，「我希望這篇文章，可以讓更多僑

生關注我們的權利」，雖然該校只有少於20位澳門

生，但有關網誌1天內已吸引了超過3,800人關

注，更有不少港澳生聯繫他，要求一起爭取權

益。

他們已初步決定，希望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香港）和澳門經濟文化辦事處可以幫他們向台灣

當局反映問題，為華人學生爭取合理權利和平等

待遇，並盼在這個夏天掙脫不能自由回家的「鎖

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一般

學生在異地升學，只要取得學生簽證便可

在當地自由出入境，但台灣卻是例外。當

地有一項奇怪規定：包括港澳生在內的華

人學生必須家長證明及學校批准，並獲當

地「移民署」加簽才可離台，洋學生卻不

在此限。有港生本需返港奔喪，卻未能趕

及辦公時間申請，被逼滯留台灣。他炮轟

制度荒謬，並發起一人一信行動，向在台

的港澳政府辦事處反映問題，並向台灣當

局相關部門作出投訴，爭取修改有關規

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廣珍 珠海報道）北京
師範大學香港浸會大學聯合國際學院（UIC）日
前舉辦畢業典禮，環球（香港）投資有限公司主
席鄭維健、香港瑞安集團主席羅康瑞等獲頒UIC
首屆榮譽院士榮銜。UIC校董會主席、第十屆全

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許嘉璐，廣東省委常委、
珠海市委書記李嘉，省教育廳副廳長丁守慶等出
席了典禮。UIC校長吳清輝致辭時表示，UIC建
立榮譽院士制度，也是秉承香港浸會大學的傳
統，以表彰香港和內地傑出人士對國家、社會作

出的貢獻，及對UIC的支持。
獲頒UIC首屆榮譽院士的4名傑出人士包括環

球（香港）投資有限公司主席鄭維健、香港瑞安
集團主席羅康瑞、金蝶軟件國際集團董事局主席
徐少春及世界貿易組織上訴機構成員張月姣。

■林千岳不滿

台灣當局的學

生 出 入 境 政

策，現正連同

其他港澳生爭

取修訂有關規

例。

■譚日旭認為

有意到台灣升

學的學生應入

鄉隨俗。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劉思諾 攝

■台灣是不

少港生其中

一個升學熱

門地點。圖

為在本港舉

行的「台灣

高 等 教 育

展」。

資料圖片

■鄭維健(左二)、羅康瑞(右二)、徐少春(左三)、張月姣(右三)獲頒UIC首屆榮譽院士銜。

珠海傳真

■UIC校長吳清輝(右)為畢業生頒發畢業證書。

珠海傳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