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與港生一起生活利適應 香港仔工業校擬籌500萬擴建

港島校重設寄宿
一成宿生跨境童

合創俳句明信片
嶺大澳大生出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嶺南大學昨發布新書《詩
情畫意——遊走於俳句和明信片之間》，輯錄了由嶺大
與澳門大學學生聯合創作的日本俳句（日本傳統短詩，
共三行）及明信片。嶺大表示，這本書旨在促進香港與
澳門大學生創意的跨學科教學項目的成果，並可供免費
索閱，不作公開發售，如欲索取此書，可聯絡嶺大視覺
研究系：ch1wong@ln.edu.hk或joycetong@ln.edu.hk。數
量有限，派完即止。

明信片嶺大設計 俳句澳大撰寫
書中的俳句由澳門大學英文系Christopher Kelen教授

「創意寫作」課的學生撰寫，以回應嶺大視覺研究系區
勵正教授兩科繪畫課的學生合作繪製的明信片。明信片
首先由一位嶺大同學設計，然後郵寄到班中另一位隨便
選擇的同學，明信片上沒有寫上任何文字，同學之間也
沒有口頭說明。收件者需要完成明信片並寄回原創者。
有份參與的嶺大學生卓嘉瑤表示：「每日均查看信箱，

希望收到一張新的明信片，或者收到我寄出的一張，而我
每次收到時總感到驚奇。」另一名同學羅宛瑜亦指，等待
自己牽頭繪畫的明信片的「最後結果」，過程很刺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在香港仔工
業學校的中學宿舍生活，當然與家裡的大有不
同，除了是多了老師和同學，也多了規矩，連
運動、吃飯和洗澡都有指定時間。雖然一開始
有學生認為「宿舍生活如坐監」，但隨着時間
漸長，他們成績大進之餘，亦愛上了運動。有
情緒不穩的學生變得開朗，更有曾行差踏錯的
學生，在老師的關心下漸漸成為品學兼優的學
生，60人的宿舍中，有着各式各樣的故事。
宿舍生活十分有規律，每個時段要做甚麼都

列得一清二楚。宿舍主任李慶堯指，學生每天6
時15分就起床，每晚10時45分準時休息，周一
到周五除了有英文、中文、音樂、制服團隊、
科技的指定課後活動外，為了讓成長中的男生
有強健體魄，該校亦規定宿生必須每天運動45
分鐘，多點鍛煉。

學生懶踢球竟要人「踢」
以往的男生都喜歡踢球等活動，現在幾乎是

要人「踢」才肯去活動，對此，校長余立勳亦
不禁苦笑，「現在的小孩竟然連玩也不願

意！」不過，其實只要他們有嘗試過每天運
動，男生好動的天性還是會被激發，採訪當
天，一眾師生踢足球更是玩得不亦樂乎。
在日復日的生活中，李慶堯亦看到學生的改

變。曾有學生受家庭離異影響，在外行差踏錯，
因偷拿別人的錢包，遭警司警誡，學校也容納不
了他，「後來他被轉介到我們學校，我和他聊
天，覺得他的人其實不壞，只是一時看不開。於
是他進來後，我就慢慢和他溝通，結果他上學期
考第五名，下學期已成為全級第一」。

情緒生見老師叫「慶叔」
李慶堯自豪地表示，上學年中一首5名學生

中，有4位就是寄宿的。此外，他亦遇過情緒不
穩的學生，最差的情況更要送院，今日也成為
開朗的男生，和同學、老師融洽地在球場上踢
球，看見李慶堯時還會親切地叫他「慶叔」。
李慶堯表示︰「其實不同的年輕人有不同的

教法，有些人需要責罵、有些人需要父愛、有
些人需要講道理。如果家長凡事都是不行、不
可以，子女反而有反抗的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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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校長：
我是應屆的中六學生，
本來想到內地修讀金融或
經濟，但聽您說，這些科
目對學生數學要求較高，
而我數學水平自問只有2級
至3級，擔心未必能應付課

程，請問還有甚麼其他前景不錯而又適合數學
水平不高的我修讀的課程呢？

文強上
文強：
內地院校的經濟和金融類課程對數學要求相
對其他學科是比較高的，學生在大學課程中，
通常要修好幾門數學課，若基礎欠佳，大學期
間會非常吃力。這裡我想向你建議修讀中國法
律專業，此專業對數學要求不高，且將來發展
前景應該不錯。

內地頂級名校 均設法學院
過去30年，中國的法學專業發展非常快速。
1977年，全國只有3所大學招收法律專業學
生，共有學生不到200人。到2013年，全國共
有600多所高校設有法律專業，本科生人數高

達40萬人。作為重要學科，內地的頂級名校，
如北大、清華、復旦、武漢大學、中山大學等
都設有法學院。
此有一類主打法學的專科大學，名為「政法
大學」，如中國政法大學、西南政法大學和華
東政法大學等，其法學排名都在全國前10名，
水平非常高，畢業生認受性和出路亦非常好，
而且以上幾所政法大學對港招生分數遠低於北
大、清華和中山大學等名校，文憑試考獲3322
的港生已符合錄取標準，門檻不高。
內地法學專業畢業生要當中國註冊律師，首
先要通過由司法部舉辦的「國家司法考試」，
考試合格者獲授予《法律職業資格證書》，並
在律師事務所實習一年，才可成為中國註冊律
師。雖然有關考試合格率不高，但這並不是壞
事，能通過考試及實習成為註冊律師的人，所
獲待遇和事業發展前景都非常好。最近我的一
位學生就通過了「國家司法考試」，並選擇留
在內地發展。

港業務北移 法律人才需求大
可能有人會問，基於一國兩制，香港的法律

體系屬於「普通法」，而內地法律體系屬於

「大陸法」，並不相通，不能做到專業互認，
到內地修讀法律，回港如何找工作呢？隨着內
地經濟高速發展，香港和內地經濟聯繫日益緊
密，香港大部分企業的主要業務已經北移，香
港對中國法律專業服務的需求增長非常快。
政府一項調查亦顯示，截至2012年6月，共
有3,883家跨國企業在香港設立地區總部和地
區辦事處，其中81%是負責在中國內地業務，
這些跨國公司對中國法律專業服務的需求亦很
殷切，故近年中國法律專業服務成為香港律師
事務所業務增長的主要動力，筆者有不少學生
在內地完成法律學士課程，回港都能在律師事
務所找到相關工作。
修讀中國法律的學生，亦可在金融行業內發

展事業，因為香港不少大型上市公司來自內
地，金融業急需大量了解內地法律的從業員。
我認識一名港人，多年前在北京大學法學院畢
業，後到英國牛津大學完成社會學碩士課程，
回港後進入一間美資大行，為中國企業來港上
市擔任法律顧問工作。
我的另一位學生，約五年前畢業自中國政法

大學，進入一所中資金融公司當金融分析員，
兩年前獲公司推薦，修讀香港中文大學金融碩
士課程，變身為金融專業人士。
■內地升學專家、香島專科學校校長羅永祥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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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出國交流 學生爭崩頭
不知不覺，已到2

月，筆者在德國為期
6個月的交流學期快
將結束。今期筆者想
介紹一下北京大學的
出國交流機會。

北大有不止一個交換生計劃。據筆
者所知，最少就有校級和院系項目，
前者開放給全校學生。雖然目的地遍
布多個國家城市，但每人只能申請一
所學校，而且每所學校只有幾個名
額。若申請熱門的學校，競爭非常激
烈，報名人數往往比名額超出好幾
倍。感興趣的同學提交申請表後，必
須面試，而筆者當時獲安排接受小組
面試。
面試歷時不長，申請者自我介紹

後，便會進行小組討論。面試後一兩
周就會有結果，如未能被派去心儀學
校，會有一次改選機會，結果會在幾
天後公布。

校級難爭一席 院級相對容易
相比校級項目，院級項目相對簡單

和容易。不少院系都有自己的交換項
目，但獲派機會和目的地就因院系而
異。以光華管理學院為例，可能由於
是商學院的關係，名額非常充裕，若
不計較目的地，基本上只要想出國交
流都能去。
光華的交換生申請程序比校級項目

簡便，只需上網申請，沒有面試，一
兩個月後便有結果，目的地包括20多
個國家和地區，遍布亞歐美。通過院
系計劃，筆者申請到德國圖賓根大學
交流，並獲批准。
除交換生計劃外，同學還有其他出

國交流的途徑。北大的國際合作部除
有校級交換項目外，還有暑期學校項
目。跟校級和院級交換項目不同，暑
期學校是自費的。另光華每年寒假都
會組織交流團去美國。由於出國交流
的花費不小，並非所有家庭都能負
擔，故校內也有一些獎學金供同學申
請，同學要密切留意啊。
■余思慧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金

融專業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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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見現時香港的家庭結構漸趨複雜，父母因為工
作等種種原因，未必能給予孩子最全面的照

顧，故香港仔工業學校於上學年起重設寄宿制度。
負責協調宿舍及學校的教師李慶堯表示，不少家長
或校友都對重設宿舍感到雀躍，「不少校友會的海
外分會都十分支持，所以我們1年內就籌到400萬元
進行改建。現時60個宿位已經滿額，還有10多20
個人在候補名單」。也因為如此，該校亦準備於明
年擴建，增加宿位至最少90個，讓更多學生有機會
一嘗入宿生活的滋味。

初不識廣東話 月後聽懂七成
60多宿生中，既有基層家庭學生，也有中產家
庭學生，另外還有5位至6位來自深圳至四川的跨
境學生，當中也有着不同的故事。李慶堯表示，
自己曾遇過一位內地學生，去年7月的時候來面
試，對方不懂廣東話、繁體字、英文，校方亦愛
莫能助，「我們要求他先回去學習，稍後再來面
試，看他有沒有進步，再決定是否錄取」。結
果，8月再面試的時候，該位學生果然有進步，但
為了讓他更努力克服困難，校方決定再設「障
礙」，多加一輪面試，「到8月尾的時候，他已
經能聽到七成的廣東話，也會看繁體字，現已在
我們學校就讀」。

因父皆港人 想落葉歸根
黃修和、林鐿錄、朱尚峰和陳人杰都是跨境學

童，大家來香港讀書的時間都只是幾個月至1年左
右，坦言當中最難適應的是英文科和繁體字，而語
文和數學則略有優勢。
他們都喜歡香港，認為這裡的人有禮貌、有規

矩，整個環境也比較好，也因為多數人父親都是香
港人，大家都有在此落葉歸根的想法。
曾居於江門及深圳的學生黃修和表示，自己已來
港半年，初時不太習慣宿舍生活，「因為在宿舍很
早就起床，而且以前在家裡，我就像『皇帝』，在
這裡甚麼都要自己做，要自己清潔、洗碗。現在回
到家，也不用工人幫忙洗碗，自己會主動去做」。

校長：同是港人應共享資源
校長余立勳表示，社會雖有反對跨境學童來港的
聲音，但他認為，香港向來的文化，都是能包容不
同膚色、不同語言的人，而跨境學童亦是香港人，
理應可享用社會資源，只不過部分地區資源緊張，
所以才有「怨氣」。
在他看來，就學額問題上，只要教育局着手分配，
其實其他地區都可一起分擔，「像我們有宿舍，就成
為了一個契機，有空間可以收跨境學生」。
此外，香港近年的本地適齡學生人口減少，跨境
學童無疑為本地的學校帶來了一個人口高峰期，但
在幾年後，學生人口又會再次下降，對此，余立勳
表示︰「不斷加班、減班，對學校而言並不理想，
因為大家很難拿捏資源的安排。其實，有時學生減
少，也可以成為辦好教育契機，並不一定要將資源
的投放隨着學生人數一起減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不少

跨境學童家長都希望子女能「就近入

學」，以免奔波勞碌，但原來也有跨境學

童家長，把孩子送到有寄宿服務的學校，

與本地學生過上團體生活，讓他們更快適

應香港。香港仔工業學校自去年重設寄宿

制度後，至今已有約一成宿生為跨境學

童。據了解，由於宿位需求頗大，校方擬

將宿位由60個擴展到最少90個，並希望

可以籌到500萬元進行改建。

■■幾位跨境學童寄宿學校幾位跨境學童寄宿學校，，
除可獲老師的關心和指導除可獲老師的關心和指導，，
又可增加與同學相處的機又可增加與同學相處的機
會會，，融入得更快融入得更快。。黃偉邦黃偉邦 攝攝

■■學生在校運動有學生在校運動有
指定時間指定時間。。圖為該圖為該
校師生一起踢球校師生一起踢球。。

黃偉邦黃偉邦 攝攝

■■香港仔工業學校計劃於今年香港仔工業學校計劃於今年
擴建擴建，，增加宿位至最少增加宿位至最少9090個個。。
圖為校長余立勳圖為校長余立勳。。 黃偉邦黃偉邦 攝攝

■■左起左起：：陳人杰陳人杰、、黃修和黃修和、、林鐿錄林鐿錄、、朱尚峰都是跨境學童朱尚峰都是跨境學童，，大大
家坦言當中最難適應的是英文科和繁體字家坦言當中最難適應的是英文科和繁體字。。 黃偉邦黃偉邦 攝攝

■李慶堯表示，學生住宿後品和
學都有所提升。 黃偉邦 攝

■出席嶺大新書發布會的嘉賓在明信片上發揮創意。
嶺大供圖

《《55 匯通識匯通識》》
應試小冊面世

由《文匯報》教育版、發行
中心聯合精心打造的最新一期
《5**匯通識》現已出版，內
容精選多個跨單元的熱門議
題，並將不同議題劃分為
「恆常」和「摘星」兩大類
別，每個議題均配備「背景
分析」、「綜觀影響」、
「多角度觀點」、「正反兩
面睇」等四大基礎部分，
協助考生全面掌握每個議
題，同時增添「知識增

益」、「概念解構」及「腦
圖」等三大進階部分，為考生鞏固所學知識之
餘，更能整理思維，查漏補缺。
《5**匯通識》特設有「模擬試題」及「答題指

引」，參照考評局的出卷模式來設計試題資料及
問題，提供考生一個體驗公開試的熱身機會。另
外，針對常見的考生答題癥結，「答題指引」則
會教導考生如何建構答案布局，提升答題技巧，
逐一為學生掃除答題障礙。
《5**匯通識》是專門為師生們提供全面的通

識參考資料，配合老師們作課堂的選取材料使
用，適合學生們作課外考試練習使用。樣本數量
有限，歡迎師生們索取，詳情查詢請致電：
2871 5361。如欲索取樣本，煩請將所屬機構名
稱、收件人姓名、聯繫電話及郵寄地址電郵至
matchsec@wenweip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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