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參賽獲國家職業資格證 化妝師進軍內地市場

資歷架構助交流
學徒踏出成功路

城大夥星展研數碼化銀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城市大學應用程式實驗
室與星展銀行（香港）昨宣布結為戰略合作夥伴，以促
進城大學生於銀行業資訊科技方面的研究和創新。根據
協議，城大生將有機會到香港及其他地區的星展銀行實
習，與銀行資訊科技團隊直接合作，甚至發展自己的構
思，研發未來數碼化銀行業產品和服務。

辦應用程式實驗室講座
除學生實習外，城大與星展雙方亦會舉辦「星展銀

行×城大應用程式實驗室講座」，讓學生與業界演講
者交流各自的創意構思。論壇實況並將製成錄影上載
至YouTube供世界各地的人觀看。城大應用程式實驗
室總監、電子工程學系助理教授張澤松指，校方致力
啟發學生研發更多可形成商品的手機應用程式，是次
與星展合作更可使學生更積極發揮創意，推動銀行業
數碼化。
雙方昨舉行的儀式，由星展銀行董事總經理兼香港

及中國內地科技與營運總監林大衛、董事總經理兼零
售銀行資訊科技總監David Backley、城大學務副校長
李博亞、電子工程學系系主任文劍鋒等主禮。

職訓局：提升家長重視 釐清晉升階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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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嘉儀中五會考失意後，就一直尋覓可讓自
己大展拳腳的地方。起初她學習髮型設計，

但後來發現自己更喜歡彩妝。現在她已經入行
8年，從以往以自由業的身份接工作，到今天於
展翅計劃等教人化妝，她坦言沒有想過可以走
這樣的一條路，「一開始我父親也不讓我讀化
妝，認為我讀完也沒有工作，但現在他見我不
斷進修，又拿到不少獎項，他亦感到驚訝」。

獲資助觀摩 既比賽亦考試
去年嘉儀所參加的「第八屆中華兩岸世界
潮流髮型化妝競技大賽」，就令她尤其深
刻，「我第一次參加這麼大型的比賽，有百
多人一起進行時尚新娘彩妝組比賽，其間我
還可以觀察其他化妝師『偷師』。此外，我
一直想考國家的職業資格證，而這個比賽還
同時是一個考試」。嘉儀表示，如果沒有獎
勵計劃的資助，她亦難以獲得這麼多，「一
來要考這個證所費不菲，二來如果自己報，
也不知最終考到的證是否全國通行」。

日工作晚進修 模具仔晉經理
除了嘉儀，自中三起已加入模具行業的李
子俊，亦因為獎勵計劃的資助，而獲得到德
國國際塑料與橡膠展覽會「K Trade Fair」參
展的機會，「到了展覽會，我看到很多不同
的技術，與同業有不少交流，提升水平」。
李子俊坦言，一開始選擇加入此行，是因為

看到塑膠製品於日常生活無處不在，隨着自
己日間工作、晚間進修，他亦由製模學徒晉
升至高級經理，擔起管理層工作。
現為汽車維修學徒的楊致遠，工作年資雖

然不過3年多，但實力亦不容小覷。早前，他
就於業界的「最佳學徒比賽」中脫穎而出，
於40人中勇奪亞軍，更獲得到日本交流的機
會，參觀了當地的車廠和車展。

勉勵尋己興趣 學一技傍身
現時香港亦有不少學生不能如願升讀大專

課程、甚至沒有完成中學，作為過來人，3人
都勉勵其他年輕人，可以透過不同途徑自我
增值。嘉儀就表示︰「其實僱員再培訓局就
提供了很多不同範疇的課程，學費亦很便
宜，大家可以到上面找尋自己的興趣，學一
技傍身。」李子俊亦勉勵年輕人，校園學習
只是人生的一部分，只要終身學習，維持自
己的競爭力，亦可於不同領域大展拳腳。
教育局副秘書長李美嫦表示，資助計劃旨

在加許業內表現出色的從業員，吸引更多年
輕人入行，並藉此推廣「多元出路，行行出
狀元」的重要信息。她表示，首屆計劃有211
人報名，最終有49人獲獎，受資助到不同地
於交流、參賽。今屆計劃更新增零售業和鐘
錶業，由17個行業擴展至19個行業，只要有
關從業員是香港居民，並層完資歷架構認可
課程就可申請，截止日期為4月17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俗語有云「行行出狀元」，只要肯努力

自我增值，自然能成為「業界之星」。3位分別來自美容、汽車及製造業的

80後與90後年輕人，雖於傳統升學路未如意，但憑於行業的出色表現，成為

去年資歷架構「學習體驗獎勵計劃」得獎者，各自獲得1萬元至3萬元的資

助，到不同地方作交流、展覽及比賽。其中從事新娘化妝的伍嘉儀，便因為

計劃得以到內地參加大型比賽，更獲得國家職業資格證，從此可進軍內地市

場。他們都以自身經歷勉勵升學路不順的年輕人，尋找自己的興趣，於其他

專業領域自我增值，同樣可以發光發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伊莎）職業教育是今年施政
報告的重點之一，行政長官梁振英多次提及「行行出
狀元」，讓年輕人發揮興趣和潛能。職訓局作為全港
最具規模的職業教育培訓機構，主席陳鎮仁指，未來
的首要任務是提升家長與學生對職業教育的重視程
度，並要求業界釐清技術行業的晉升階梯，才可有效
鼓勵年輕人入行。職訓局執行幹事尤曾家麗則指，職
訓局以前「太低調」，未來會加強宣傳。

吸新血入行 助發揮所長
陳鎮仁昨日在傳媒茶敘上表示，職訓局對施政報告
特別提及會重視本港職業教育的發展感到欣喜，職訓
局、政府與業界正積極探討如何改善本港技術專才短
缺、青黃不接的情況，希望可吸納更多年輕人入行，
協助他們發揮所長。他認為，加強家長及學生對職業
培訓課程的認識，以提升他們對職業教育的重視程度
是當務之急。
職訓局執行幹事尤曾家麗補充指，家長普遍對職業

教育有所誤解，擔心讓子女選修職業教育的課程，須
提早投身社會，「但實際上職業教育有別於傳統學術

教育，學生既可邊學邊做，或完成高級文憑後繼續升
讀大學；至於選擇出來工作的學生，之後也可再進
修」。她認為，職業教育可與傳統教育看齊，學生的
發展彈性大；未來將安排中學生到職訓局參觀，了解
不同課程的實際教學模式。

借鑒星瑞德 逐步發掘興趣
尤曾家麗表示，本港要發展職業教育可借鑒新加
坡、瑞士、德國等地；以新加坡為例，當地把職業計
劃融入10年的教育計劃，透過提供優質的教材、設施
與導師，吸引學生選擇職業教育課程。她指當地在訓
練學院設有模擬工作環境，如醫院，為初中生提供職
場體驗，讓他們先對行業有所認識，逐步發掘個人興
趣。
就政府應如何吸引學生入行，陳鎮仁建議，政府應

於中學開始推展職業教育，讓有興趣投身技術行業的
學生在高中選擇修讀，毋須應考中學文憑試，減少他
們對學習傳統學科的挫敗感。他又認為，業界也應訂
明晉升階梯，增加年輕人入行的信心，「即使大規模
的汽車維修工廠亦未有晉升指引」。

副執行幹事梁任城表示，職訓局新學年將提供2萬個
學額，現正接受學生報名。學費亦正調整，有待公
布。至於提升畢業生叫座力方面，尤曾家麗指，高級
文憑課程的學生都須參與90個小時的實習，去年亦有
百多名中專教育文憑學生參加實習。

中大辦中科院院士講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港中文大學今年再

度舉行中國科學院院士訪校計劃，邀得6位中國科學
院院士於本月25日起一連4天訪問中大，以促進學術
交流及長遠合作，各人亦會於下周三（本月26日）在
大學校園主持六場院士講座，與中大師生及社會各界
分享交流。講座以普通話進行，歡迎公眾報名參加，
有興趣者請於以下網址登記：
www.cuhk.edu.hk/oalc/cas_2014/
6位院士分別為數學物理學部石鍾慈院士及歐陽鍾

燦院士、化學部佟振合院士、信息技術科學部陳國良
院士，以及地學部吳國雄院士和郭華東院士。如欲了
解講座詳情，可致電3943-8728查詢。

港6校隴招生 4所不設上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肖剛、實習記者梁靜茹蘭州

報道）甘肅省教育廳表示，目前已有6所香港的大學
確定2014年將在甘肅省招生，除香港中文大學、香港
城市大學有名額限制外，香港大學、香港科技大學、
香港理工大學、香港浸會大學等4所大學均不設招生
名額限制。

中大隨高考志願 毋須申請面試
中大今年在甘肅省計劃招生4名，文史、理工類各
佔一半，兩類均招收全額獎學金與自費類各1名。城
大的名額亦為4名，其中文科1名、理科3名，兩校均
隨高考志願填報，毋須另行申請和面試，並會為高考
成績特別優秀者設立了入學獎學金。這兩所大學將對
高考英語成績120分以上的考生優先錄取。
至於浸大、理大及科大的截止日期，分別為5月31

日、6月7日及6月11日。港大則要求申請人在6月15
日前，登錄港大內地招生官網完成申請程序。有關大
學將根據申請人的高考總成績、英語成績、面試表現
以及綜合素質等擇優錄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港近年積
極拓展專上教育，有關副學位畢業生的表現
水平受關注，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書面回應立
法會議員質詢時指，根據最近一次的僱主意
見調查，副學位畢業生的工作能力普遍獲正
面評價，約93%人認同其表現達中等或以上
水平；而針對英語能力，亦有八成僱主認為
副學位畢業生達到或高於要求。當局會繼續
透過課程評審、質素提升計劃、及多方組成
的「質素保證聯絡委員會」，推動有關院校
確保良好質素。

吳克儉：整體評分3.35 大致平穩
根據教育局數字，過去5年副學位畢業生
人數由2008年的19,832名逐步增至2012年
的24,872名，以2012年為例，升學及就業比
辦分別為53%和42%。吳克儉指，曾就2010
年度專上畢業生表現進行僱主意見調查，副
學位畢業生的整體表現評分為3.35分，整體
有約93%受訪僱主認為其表現中等或以上。
就有指是次3.35分評分較過往同類調查低，
吳克儉指有關整體評分大致平穩，只窄幅上
落，他並解釋，不同年度的調查所涵蓋範疇
有所不同，不應直接比較，而若不計算今次
新引入時事商貿知識、自學能力及自信心等
評分範疇，2010年度副學位畢業生評分亦較
之前高。

編製《手冊》分享質素保證實例
他又表示，教育局已透過課程評審、入學
成績要求等提高副學位課程的質素保證，並
編製了《質素保證良好實例手冊》，推動院
校分享良好質素實例，加上透過由教育局、
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聯校素質檢討委員

會與教資會轄下質素保證局等多方組成的質素保證聯
絡委員會監察有關事宜，提高透明度及向公眾問責。
而未來香港副學位課程將進入鞏固期，局方將於課程
質和量兩方面加以鞏固，以配合長遠社會人力需求，
確保資歷認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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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星期談到用登山者
的心理表現去形容一個人
面對逆境的反應及態度，
當中提到有「攀登者」特
質的人勇於面對挑戰，縱
使遇到困難也不會磨滅鬥

志。那麼如何能成為「攀登者」跨越逆境？
要成為「攀登者」，最重要的是增強抗逆能
力，建立正面及理性的思維。《AQ逆境智
商》一書的作者史托茲博士提出，可在思想
上四大方向去發展，又稱「CO2RE」。
1.Control：指覺得自己對逆境有多大的控
制能力。面對逆境是否完全無能為力，抑或
仍有一些可作的事？若覺得自己越有能力去
改變，便越有動力尋求解決方法。所以，改
變自己回應逆境的方式，相信自己的掌控能
力有助你扭轉逆境，化被動為主動。
2.Origin & Ownership：指問題的原由及責
任誰屬。面對逆境時，你能否看到問題原由
的外在因素，又是否了解自己的角色與責
任。若能察覺產生問題的外在因素，一來可
以理性地尋找改善方案，二來也不用過分自
責，以致跌入自怨自艾的深淵。當然也要有
承擔後果的心，不將所有責任推卸他人。要
敢於認錯，並從錯中學習。

3.Reach：指問題影響有多遠、範圍有多
大。你所面對的逆境究竟對你生命那些部分
有影響？是生活中一小範圍，抑或是生命的
全部層面？確定了影響範圍有限，有助你作
好心理準備，計劃如何展開抗逆大行動。
4.Endurance：指問題會影響多久。問題的

影響究竟是短暫的，抑或是無了期？若果認
為逆境會持續下去，人就會變得悲觀、消
極，無力走出幽谷；相反，若認為困難總會
過去的，就會有盼望、有鬥志面對逆摬。就
如登山看日出，因你堅信太陽必定會出來，
所以你才能夠忍耐又暗又冷的等待時段。

不靠命數彩數 憑思維模式戰勝
逆境來了，誰人最終能勝過？誰人失敗？這
並不是靠命數或彩數，而是看你是否有正面思
維。成功背後往往有很多不為人知的艱辛及逆
境，不要只羨慕他人的成功，你也可以開始訓
練你的思維模式，成為一個「攀登者」，克服
逆境，成功便指日可待。 （二之二）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作者：

IVE企業人才培訓中心
培訓顧問 黃莉影
（VTC機構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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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逾150名來自屯門區16間小學的學生
前日獲安排參觀嶺南大學，與該校香港和外地學生會面，又旁聽了一
課「商業導論」，及參加校園導賞，率先體驗大學生活。

親身體驗大學 為將來升學努力
是次「做個大學生」體驗由嶺大學生服務中心、屯門區青年活動委

員會和屯門區議會合辦，為2013/14年度「成功有約」屯門區小學生
獎勵計劃活動之一。委員會主席古漢強感謝嶺大的鼎力支持，讓區內
小學生親身了解大學校園的學習和生活實況，開拓視野，立定志向，
為升學前路努力。嶺大協理副校長（學生事務）李雄溪認為活動可讓
嶺大生參與社區服務，該校並會繼續與不同機構攜手合作，籌辦有意
義的活動，為香港培育優秀人才。

戰勝逆境 陽光總在風雨後 屯門學童體驗嶺大商科課程

■楊致遠會考失敗後，在社會打滾了一段時間，最終決定於汽車行業發
展，現在亦取得不俗成績。 受訪者供圖

■職訓局昨日舉行傳媒茶敘，主席陳鎮仁指政府、業
界及職訓局要合作提升家長與學生對職業教育的重視
程度。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伊莎 攝

■左起︰李美嫦、李子俊、伍嘉儀、楊致遠合力推廣資歷架構「學習體
驗獎勵計劃」。 香港文匯報記者歐陽文倩 攝

■參與活動的160名小學生與嶺大生合照。 嶺大供圖

■右起：李博亞、林大衛、David Backley、文劍鋒及
張澤松主持城大及星展結盟儀式。 城大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