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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大IIEP遙距培訓工作坊開幕

浸大「坐標」編碼 保APP用戶私隱

334與台大學制一致增吸力 門檻低當「水泡」
「個人制」報台校倍增
逾7萬港生爭升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港大學教育學院與「聯
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UNESCO）轄下機構「教育
計劃國際學院」（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Educational
Planning，簡稱IIEP－UNESCO）合作，昨舉行IIEP亞洲教
育計劃－遙距培訓項目區域工作坊開幕典禮。

IIEP代表Gabriele Gottelmann；港大教育學院院長顏哲
思；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比較教育項目主席貝磊
及J.P.摩根亞太區全球企業責任部執行董事孫靜瑾主持開幕
儀式。共有73位來自印尼、泰國及越南的專業教育工作者
參與活動。

會上，孫靜瑾帶領與會者反思：「教育是甚麼？」及教
育在公共機構、非牟利教育組織及私營機構等擔當的角
色。隨 開幕典禮的展開，73名教育專業人員將參與歷時1
個星期的工作坊，活動由昨日起至本月18日舉行。

國企CEO肯定兩地學生優勢

向澳職業治療學進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港中國企業協會及香港
高校內地學生學者聯誼會聯席會議早前主辦了「香港中國
企業與大學生面對面之CEO論壇」，主題為香港金融行業
的使命、視野及職業規劃，吸引了本港各所大學300多名學
生學者出席。

是次活動於香港大學黃麗松講堂舉行，由港大內地學生
學者和內地畢業生校友會承辦，並獲港大校方支持，論壇
邀得中銀國際控股副總裁謝湧海、中國光大控股（香港）
執行董事兼首席執行官陳爽、中國海外集團董事兼助理總
經理朱毅堅任主講嘉賓。

兩地人才並用 各顯所長

講者均表示，對企業來說，來港內地生工作能力較強，
水平優秀，也較港生更了解內地文化，有助企業開拓中國
市場；而港生的優勢則是辦事原則性強，很適合專業性的
工作崗位，於專業上持續進修的文化亦濃，對企業來說應
該兩種人才並用，讓其各自發揮所長。講者又鼓勵出席論
壇的同學，要不斷學習提升自我，並在經濟快速發展的大
環境中尋找機會。活動其間，講者與參與者互動，十分熱
烈，不少同學也意猶未盡，於論壇後圍繞講者繼續交談，
整體交流效果理想。

日常起居之粵普差異

朱石麟校40師生考察齊魯文化

今期，我們一起學習與休息和煮食
有關的粵普對譯例子。

「 覺」vs.「睡覺」

香港人講「 覺」，普通話應為「睡
覺」。如粵語的「爛 」、「 晏覺」、

「 過籠」，普通話應為「貪睡」、「睡
午覺」、「睡過頭」。句子「我點 都 唔夠」應為「我怎麼睡都
睡不夠」。　

至於「除」，普通話稱「脫／摘」，如「除褲」、「除眼鏡」對
應「脫褲子」、「摘眼鏡」。而「 」的普通話是「穿／開」，因
此「 衫」、「 燈」應為「穿衣服」、「開燈」。

「煲粥」vs.「熬粥」

近期常見的「 」，普通話稱「殺／宰」，如「 雞」、「 牛」
對應「殺雞」、「宰牛」。「煲」則是「熬／燒」，「煲粥」、「煲
滾水」對應「熬粥」、「燒開水」。

香港人講「炆」、「兜」，普通話稱為「紅燒」、「快炒」。如
「兜一兜就得」是「快炒一下就行」。

粵語的「 」對應「焦」，如「煮 飯」、「燒 」應為「把
飯煮焦了」、「燒焦了」。

至於「手勢」則是「手藝」。「你煮飯手勢好叻」的普通話是
「你煮飯手藝真不錯」。

相信你對與日常起居有關的普通話已有進一步了解。那麼以下
的粵語句子應怎樣用普通話說呢？「你每晚幾點 」、「你手勢
真係好」、「 多件衫至好」、「你除低眼鏡先喇」。

下期探討「粵普對譯之服飾用品篇」。
■資料提供：一環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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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答案：
粵 普

你每晚幾點 ？ 你每晚幾點睡覺？

你手勢真係好。 你的手藝真好。

多件衫至好。 多穿幾件衣服才行。

你除低眼鏡先喇。 你先摘下眼鏡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雖然今年第二屆文憑試考

生已擺脫雙軌年的「升學魔咒」，但仍有逾7萬位考生競逐大學

及專上學位，壓力不容小覷。因此，有不少人同時會關注其他

升學出路。積極招攬港生的台灣大學聯招，今年接獲近1,500

名循「個人申請制」報名並完成確認手續港生的申請，比去年

同期約700人多出逾倍。有專家表示，港生及家長大多以繼續

升學為目標，而台灣院校入學門檻較低，大家對當地院校又有

更多了解，故願意到台灣升學的人數增加實為大趨勢。

去年有2.6萬位文憑試考生考獲
「33222」的成績，符合入讀

大學的資格，但受到學額所限，只
有1.5萬人可以入讀本地資助大學，
不少達標考生要另謀出路。

「聯合制」料更多人交申請

有前車之鑑，今年港生對於到台
灣升學的熱情亦似較去年高漲。專
門處理港生到台灣升學的海華服務
基金主任李志文就表示，今年有約
2,300人在網上循「個人申請制」報
讀台灣院校，至早前已有約1,500人
遞交相關文件完成確認手續，比去
年同期約700人多出逾倍，「而且
這只是眾多報讀台灣院校的方法之
一，學生只需以中四至中六的校內
成績去報名。到2月或3月的時候還
有『聯合分發制』的報名，主要看
考生的文憑試成績，到時又會有更
多學生遞交申請」。

對於報名人數激增的情況，李志
文認為這主要是因為香港現在行

「334」制度，與台灣4年制大學一
致，而且開放了個人申請，「對學
生而言，吸引力較以往大，再報讀

台灣院校也是給自己多一個選擇」。

專家：「個人制」給多一個機會

剛於去年10月舉辦台灣高等教育
展的中文中學聯會，其主席譚日旭
亦表示，今年港生對於台灣升學顯
得更有興趣，「去年的到場人數比
前年多了很多，而且到場參展的院
校亦由30多所增加至60多所，令香
港學生對台灣的學校有更多認
識」。他又指，個人申請制等於給
港生多一個機會，「即使在個人申
請制中沒有被選上，亦可以再參加
聯合分發，作中央分配學位」。

至於港生可能只將台灣升學視為
「水泡」，最終未必會去報到，譚日
旭則認為，台灣院校對某些學生而
言有其吸引力：「如果是香港的尖
子，有很多選擇，當然未必會去台
灣升學，但不少未能擠進本地院校
的學生，亦有很大的升學需求，他
們的家長大多希望子女可以繼續讀
下去，與內地相比，台灣入學的門
檻更低，但近年當地學歷在港評核
的認受性亦有達90%，所以大家更
願意到台灣升學是大趨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智能手機、平板電
腦的應用越見普及，不少人會透過各種應用程式尋
找路線、搜索食肆等，但使用這些「位置服務」程
式容易洩露用戶行蹤，導致私隱外洩問題。香港浸
會大學計算機科學系副教授徐建良及其團隊，針對

「搜索附近朋友」等應用程式，透過訊息密碼學將
使用者的「坐標」編碼，令伺服器無法得知用戶的
位置資料，防止洩露用戶私隱。

成果將刊國際權威雜誌

有關成果獲學術界肯定，即將於國際權威雜誌
《IEEE普適計算》（IEEE Pervasive Computing）發
表。

針對智能手機用戶在不同定位服務時都需要向供
應商提供其位置資料，浸大計算機科學系副教授徐
建良、研究助理教授胡海波與團隊，近年致力研究

「使用流動社交網絡位置搜尋的私隱保護」技術，希
望提高市民私隱保障。徐建良表示，用戶向服務供
應商透露位置資料，但未能確保伺服器的保安措

施，有機會讓他人掌握其行蹤，
潛在私隱洩露風險，例如供應商
知悉某人經常出現某專科診所，
便可推斷該用戶患有某類疾病。

伺服器只計結果 不知位置

其團隊應用計算及訊息密碼
學，成功透過「動態網格疊合」

（dynamic grid overlay）方法，將
每名用戶的「坐標」編碼，當
伺服器收到其查詢時，系統會
以加密處理後的位置資料作比
對，將結果以「訊息密碼」方
式傳送給用戶，令伺服器只能
協助計算結果，而無法得知用
戶的具體位置資料，防止私隱
洩露，而使用「動態網格疊合」方式更可增加檢測
準確度，及節省無線數據用量。

徐建良指研究成果有望應用於更多程式開發，全

面提高流動網絡保安水平，而且防止用戶私隱洩
露，也可助供應商吸引更多用戶安心使用其軟件，
達致雙贏局面。

香港文匯報

訊 （ 記 者

高鈺）香港
布廠商會朱

石麟中學早前
舉辦「齊魯歷史文化傳承考察
團」，合共40名師生參加，當中包
括學校的非華語同學。考察團先
到「國際風箏之都」—濰坊參觀
當地的風箏博物館；之後再到孔
子及孟子誕生之地—曲阜，及到
孔子六藝城參加開城迎賓儀式和
祭孔儀式，並參觀六藝展廳。另
同學又拜訪了山東大學，與當地

師生作文化交流。
接 ，同學前往濟南市，欣賞

素有「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
色半城湖」之稱的大明湖及「天
下第一泉」趵突泉。同學還乘坐
高速列車前往最具歐洲風情的青
島。

行程的最後一天，同學參訪當
地著名的啤酒廠，一連6天的「齊
魯歷史文化傳承考察團」就此圓
滿結束。校方認為，此行除增進
華語同學對國民身份的認同外，
還讓非華語同學認識中國文化的
優秀一面，活動意義深遠。

職業治療學是近年其中一個甚為熱門
的學科，但是大家知道甚麼是職業治療
嗎？據香港職業治療學會資料，職業治
療是針對短暫、永久或發展性障礙人士
的一種康復治療。

職業治療師會先對病患進行評估，了
解病患生理和心理等多方面功能，然後
透過悉心選擇的活動、治療及環境設
計，以訓練患者控制手腳肌肉、調整心
理狀況及社交技巧等以應付日常生活的
需要。

職業治療學 市場需求大
現時本港只有理工大學開辦職業治療

學士學位課程，學額有限，入學競爭激
烈，但近年職業治療人手需求殷切，不
論政府醫療機構、社會福利機構、以至
私營機構也對於復康治療的需求越來越
大，所以很多港生也會選擇前往海外修
讀職業治療學，而當中以澳洲最受歡
迎。

所有在香港工作的職業治療師必須於
香港職業治療師管理委員會註冊。除獲

管理委員會豁免的本地學歷持有人外，
所有申請人（如海外大學職業治療學的
畢業生）均須通過統一註冊考試，或具
備 World Federation of Occupational
Therapists 認可的職業治療資格，方能註
冊成為職業治療師。

赴澳修讀 HKDSE宜達20
位 於 澳 洲 墨 爾 本 的 M o n a s h

University，是澳洲「八大」之一，其職
業治療學士學位課程為期4年，其最低
收生要求為新中六HKDSE最佳5科達20
分，即約44444級成績，英語水平需達
IELTS 6.5。

該課程大學4年主要教授的學科包括:
健康的基礎、心理學職業治療、人體結
構和功能等。開始時，學生將學習解剖
學、生理學、心理學和職業治療實踐等
的基礎學科等。

此外，學生們還需進行年度實地考察
實習，並於每學期進行跨專業的交流和
實習。後者包括與其他健康科學課程的
學生一起進行實習工作，學習如何建立
團隊精神。
■尚學堂（Ada Tam）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
所加）

■「齊魯歷史文化傳承考察團」在孔子六藝館前大合照。 校方供圖

■台灣升學對部分港生而言有其吸引力。 資料圖片

■主禮嘉賓與來自印尼、泰國及越南共73位專業教育工作

者合照留念。 港大供圖

■圖為CEO論壇主講嘉賓與出席者問答環節。 受訪者供圖

■譚日旭指到台灣升學人數增

加成為大趨勢。 資料圖片

■港生參觀在香港舉行的「台灣高等教育展

2012」。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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