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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香港科技大學早在1998年
開始到內地招生，至今已近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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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麗萍
（右一）表
示，科大近
年的內地招
生宣傳成效
不俗，不少
招生會的反
應熱烈。左
起：張臨
光、宋雨
軒、吳麗
萍。
鄭伊莎 攝

子，該校歷年來不斷將招生版
圖擴至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

今年更出動校長陳繁昌到廣東的中學主持講座，加強力度。
科大本科招生及入學事務處處長暨副學務長吳麗萍認為，近
年相關宣傳成效不俗，多個城市招生會的反應熱烈，其中今
年在上海舉行的招生會，人數較去年增加近三成。

吳麗萍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
指，該校於1998年開始在內

地約 6 個省市舉行招生活動，至
2011 年擴展至 25 個省市，目前已
遍及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
今年該校動用過百名教學人
員，舉行 21 次內地招生宣傳活
動，足跡遍及北京、上海、廣
州、武漢、西安、青島等城市，
並首次到寧波、大連等地宣傳，
「農曆新年後，我們幾乎不停跑
足兩個月，希望可去多點地方，
接觸各地優秀的高中學生，也讓
偏遠地區的學生認識科大。」

年接 6,000 申請 僅收 160 人

對於部分來自貧窮村落的學生而
言，獲香港院校取錄是難能可貴的
機會。她分享指，科大曾取錄一名
偏遠村落的學生，由於該條村落能
夠入讀大學的青年為數極少，故當
村民得悉此「喜訊」，不少村民感
到十分欣喜，整條村落為此熱烈慶
祝一番。
為減低內地清貧學生來港讀書的
經濟負擔，吳麗萍指科大在派發獎
學金時，會特別考慮內地生的經濟
狀況，尤其是偏遠地區的清貧學生。

■今年有近
800 內地學
生及家長專
程到科大校
園參加「內
地和台灣本
科生招生開
放日」。
科大供圖

以包容心態 適應外地環境

學生「蝦碌」 填錯學系
不過，往年該校收生亦曾見過學生的「蝦碌」狀
況。嶺大指，曾有申請人報讀嶺大經濟學系，但填錯

新亞校歌體現「新亞精神」
新亞是指新亞洲，包括中國內地、台灣、

■李宇琼寄語內地學生，面試的成功秘訣在於憑平穩
的心態迎戰，發揮自己最優秀的一面。
科大供圖

重個人特質 談吐言之有理
■到科大參加招生開放日的內地學生，向科大 ■學生報名踴躍，科大每年收到約 6,000 份入
教授及學生查詢入學詳情。
科大供圖 學申請。
科大供圖

喜港公平 憑己闖新天
於嶺大修讀中文系二年級生謝冬榆表示，很喜歡香
港的讀書環境，認為大學鼓勵批評性思考，亦着重學
生創意。她又指，雖然內地生在香港的生活水平未必
有內地好，但香港的社會更公平，亦是靠努力就可闖
出一片天的地方。原本是廣州人的她，由於小時候常
常看香港的電視劇集，所以對香港文化亦很了解，很
快就融入本地校園生活。
對於有意來港升學的內地生，謝冬榆亦提供 3 項貼

韓國、印度、星馬等地，這些地方或多或少
都受到中國文化的影響。所謂「新亞精神」，
最直接的體現在於新亞的校歌。校歌是1953
年由創辦人之一的錢穆先生所寫。歌詞主要
分三大段，由「手空空無一物」開始，副歌
是「珍重、珍重、這是我新亞精神」。錢先
生生於中日甲午戰爭之後，經歷了許多的國
恥國難，一心想拯救國家，希望國人對中國
歷史和文化有「溫情和敬意」。

錢老做事嚴謹 發言一錘定音
陳志誠教授是新亞研究所的前所長，他負
責分享錢先生的學風傳承和個人風采。他說，
錢先生的個子雖較矮小，但做事嚴謹，雙目
炯炯有神，大家都對他有點敬怕，尤其是每
月的研究生報告月會。錢先生都會首先發言，
產生一錘定音之效。他的意見都會影響其他
導師和同學的意見和發言。
唐端正教授是研究所的第一屆學生，他不
單分享了錢先生在哲學組的事蹟，也說了唐
君毅和牟宗三兩位先賢。他說唐牟兩人感情
要好，徐復觀形容他倆有點像北宋的程明道

談及科大的面試錦囊，本科招生及入學事務處處長
暨副學務長吳麗萍表示，該校除了根據學生的高考成
績，亦着重其個人特質，包括談吐是否言之有理、溝
通應對方式、邏輯思維，以及對自我的認識等。

平穩心態迎戰 發揮優秀一面

了學院，由於嶺大經濟學系隸屬社會科學院，申請人
如有興趣選修經濟學，應於申請入學時選擇社會科學
（榮譽）學士課程。此外，嶺大亦作出溫馨提示，指
該校實行大類收生，學生獲文學院、商學院及社會科
學院錄取後，才會被安排入讀相應的主修課程，主
修、學科組別或跨學科組別。

新亞「爭一口氣」 傳承中華文化
新亞書院由幾位著名學
者錢穆、唐君毅和張丕介
7
在1953年所創辦。這批南
/
下的學人，艱苦經營，排
除萬難的原因就是要保存
及發揚中國傳統文化，為
中國固有文化「爭一口氣」。新亞書院的辦
學條件很差，從佐敦的偉晴街到深水埗的桂
林街，到農圃道，及後納入香港中文大學，
與聯合和崇基學院構成香港第二所大學。
但到 1974 年，新亞研究所脫離中大體
系，獨立辦校至今。今天的新亞研究所仍
然艱苦經營，競爭激烈，資金有限，幸得
有心人不斷努力，奮起承傳「新亞精
神」。4月，幾位新亞人，陳志誠教授、唐
端正教授、李學銘教授和廣健行教授就在
尖沙咀的商務圖書館旗艦店分享「新亞人
在文、史、哲的師承」，吸引了幾十位熱
愛中國文化的人士參加，場面熱鬧。

另一科大內地應屆畢業生、就讀商學院經
濟及財務學的宋雨軒，亦有參與「本科生研究
計劃」。她表示，在追隨教授進行有關香港如
何優化政策，吸引更多人才來港的研究項目
時，有機會參觀多家跨國機構，並訪問這些機
構的高層，「我只是一個本科生，但可以接觸
不少知名公司的總裁，了解他們對香港的看
法，這是一個非常難忘的經歷。」在科大學習
將近 4 年，除了學習課本上的知識，她認為更
重要的是，科大開拓了其國際視野，故畢業後
會留港發展；目前，她已獲本港公司聘任為分
析員。
■記者 鄭伊莎

參與港科大面試的內地尖子人數眾多，要從中
脫穎而出獲得取錄資格，一點也不容易。第三年
在科大理學院就讀的內地生李宇琼憶述，當年參
加科大面試時，用了短短幾句作自我介紹，卻即
時被教授評為「不合格」，幸後來教授容許她再
作自我介紹，自己並在過程中發揮出優秀一面，令她
最終成為科大的一分子。

體樂社服尖子 嶺大有意吸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如同其他院校，
嶺南大學亦於 1999 年起錄取內地學生，截至現時為
止，該校先後共招收約 1,230 多名內地學生修讀嶺大
的本科生、研究生和交流生課程。雖然嶺大一向採用
擇優錄取的收生政策評核各入學申請，但該校表示，
如果學生在體育、音樂和社會服務等方面有突出表
現，其入學申請可獲特別考慮。
該校回覆本報查詢時表示，嶺大於錄取內地生方
面，文理兼收，不設省市限額。由於該校提倡博雅教
育和全人發展，鼓勵學生積極參與體育、音樂和社會
服務等課外活動，所以在這些方面有突出表現者，其
入學申請可獲特別考慮。

接觸名公司總裁 了解對港看法

自我介紹曾「肥佬」
過來人：幸教授給機會

考慮貧生經濟 派「獎」特關注

香港與內地學習方式、文化各
有差異，吳麗萍提醒有意來港的
內地生：「這裡沒有班級制度，
也沒有老師、班長督促學習，同
學有很大的自由度，可以按他們
的興趣選課、計劃參與活動、安
排作息時間等。」
她認為，決定來港的學生須以開
放包容的心態，準備適應外地的學
習環境，學會獨立生活，「否則，
即使是分數最高的同學，來到香
港，也未必是好事」。

﹂

面試錦囊

吳麗萍又指，科大致力與內地
重點中學及教育機構建立緊密合
作關係，遂出動高層代表，包括
校長、副校長、院長、副院長及
學系主任，親自到不同城市學校
進行招生演講，校長陳繁昌在今
年4月便親自到廣東江門市第一中
學主持講座。
「早年有內地學生對科大的認
識不深，因為科技大學之名，有
學生誤以為科大就只有理工科，
但科大其實亦有工商管理學院及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吳麗萍表
示，隨着科大不斷擴大宣傳版
圖，內地生對科大的認識亦有所
增加，不少招生會均反應熱烈。
她舉例指，今年有近 450 名學
生及家長參加在上海舉行的招生
會，人數較去年增加近三成。雖

然學生報名踴躍，惟名額有限，
該校每年收到約 6,000 份入學申
請，科大會揀選約 1,200 名學生面
試，安排 4 人至 5 人以小組討論形
式面試，由學系教授按學生的表
現擇優而錄，從中招收 150 名至
160名內地高考生。

﹁

張臨光表示，入讀科大令他有多方面的嘗
試，例如通過全港大專生機械人大賽鍛煉管理
及組織團隊等實際技能，而大學的「本科生研
究計劃」讓他能在暑假跟隨教授進行研究計
劃，學習展開創新研究。
這些經歷均讓張臨光進一步裝備自己，早
前他更獲以科研聞名的普林斯頓大學取錄，修
讀計算機科學博士學位課程，「在普林斯頓面
試時，教授說因為我來自科大，相信我在科研
方面有一定的水準。對於學校的科研學術地位
得到國際認同，我感到非常自豪！」

內地生升普林斯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



在校發展

「本科生研究計劃」增創新技能

校長出馬赴粵宣傳 滬招生會人數升近三成
年，為招攬更多優秀的內地尖

入科大練好 武功

北上吸才 16 載
科大跑遍 31 省市

香港院校的學術與科研成果，備受國
際肯定。4 年前入讀科技大學計算機科
學及工程學系、即將畢業的內地生張臨
光，在科大得到全面培訓，助其穩紮科
研基礎，最近已獲海外名牌大學取錄入
讀博士學位課程，未來有望躋身國際研究者行
列。

■謝冬榆指很喜歡香港的讀書環境，認為大學鼓勵批
評性思考，亦注重學生創意。
嶺大供圖
士，包括做好心理準備，以適應香港忙碌且節奏快的
生活；另外亦要改變自己的學習習慣，不能再靠中學
背書那套過關；不要捲入物質的漩渦，亦不要因急於
將自己與港人「同化」，而放棄了自己的思考。

和程伊川兩兄弟，性格南轅北轍，唐生較隨
和，牟生較直接率真。唐端正說牟先生深受
康德影響，認為中國哲學可補康德之不足，
而唐先生因要兼顧許多行政工作，影響了他
的學術成就，甚是可惜。他又說，錢、唐、
牟等人都為中國文化作「獅子吼」，很有氣
節，用身體力行，帶血帶淚地捍衛中國文化，
令人心感佩服，肅然起敬。
新亞研究所的校訓是「誠明」，出自
《中庸》的「自明誠」。新亞亦繼承了宋
的書院制度，有 24 條學規。研究所的老師
都有深厚的學問，學風嚴謹，尤其是史學
組的老師人才鼎盛，主要都是深受錢、唐
等人的感召而加盟；哲學組亦大師眾多，
唐、牟、徐等都各領風騷。到了今天，新
亞研究所仍然艱苦經營着，但新亞人都相
信，新亞精神一定可以一代一代的傳承下
去。大家有時候不妨看看有關課程，吸收
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養分。 ■陳家偉校長
作者簡介：哲學博士，天才教育協會會
長，優才書院校長，香港公開大學兼任講
師，對資優教育、品德教育及學校管理尤
感興趣。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對入學面試時的表現，內地生李宇琼分享指，自己
是於 2011 年 6 月 30 日早上參加科大招生面試，當時以
3 個同學一組，由 3 位理學院教授負責面試，「開始先
要自我介紹，我們要各自講出自己的優勢和長處；可
能我們習慣了平常的面試，短短幾句便簡單帶過，不
敢過於誇飾。」
原以為可過關，教授竟對他們說：「你們的自我介
紹不合格，要講出你的優勢和能力。或許你們還有點
緊張，沒關係，我再給你們一分鐘準備時間，待會重
新開始。Be confident of yourselves！」
教授這番意想不到的評語，令李宇琼不禁有點慌
亂。她說：「當時想起在最後準備高考的日子裡，老
師們無數遍跟我們提起『心態』這兩個字：做好最壞
的打算，但凡事都往好處想。」她遂收拾緊張的心
情，抖擻精神，繼續餘下面試。完成後在她乘車返回
深圳的路上，突然接到電話，指她已被科大錄取，且
每年可獲頒獎學金，令她十分欣喜。她寄語內地學
生，面試的成功秘訣在於以平穩的心態迎戰，發揮自
己最優秀的一面。
■記者 鄭伊莎

海外生「國際社」 身在異鄉心有愛

記得去年身為中六學生
的筆者，還在為升學而煩

惱，因為預計成績難以在
 /
港獲得升讀大學的資格，
因此找了很多升學資料，
而在機緣巧合下，發現台
灣升學這條出路，筆者毫不猶豫地告知家
人，結果獲得他們支持。其實，決定赴台升
學前，筆者也想了很多將會發生的事，例
如：語言不通和將來就業認可問題。但與家
人溝通後，發現這些都只是小問題：語言不
通的話，可透過不斷溝通而進步；至於學歷
認可方面，香港也設外地學歷認可機制。

學後實習 學以致用
筆者現時就讀於台中市弘光科技大學護理
系。這間大學以護理系聞名，並設有一間歷
史悠久的醫院。筆者住在校外宿舍，每天只
需乘 5 分鐘的公車便到校。學校資源充足，
為學生提供許多娛樂設施，也特別為海外生
開設一個國際社，減輕我們對陌生環境的擔
憂和思鄉之情，並常舉辦國際學生聚會等，

這讓筆者深感人在異鄉也有愛。至於學業方
面，大一生活較輕鬆，所學的東西較注重於
課本，到明年下學期，我便會進行第一次實
習，雖只有短短一星期，但相信獲得的知識
會比書本多。至於大三大四，實習機會陸續
有來，大四時主要把精力用在實習上，因為
若不親自動手去做，而只在課堂學習教科書
知識，是無法充分將所學應用在工作上。因
此，筆者認為實習是很好的職前訓練。
其實，筆者知道許多人對台灣升學既感興趣，
也有擔憂，其中一個原因是擔心回港就業時，
學歷難獲認可。對此，我認為，若能在港升大
固然是好，若成績稍遜但擁有升讀副學士或高
級文憑的資格，不妨報讀台灣一些知名大學。
首先，若透過副學士或高級文憑來銜接香港八
大院校，並非易事；其次，台灣升學學費比港
更廉宜；第三，不一定在港升學才能出人頭地，
將來就業時，僱主看重的是個人能力，若個人
能力高，就算沒讀過名牌的大學，也必受重用。
■李婉儀 台灣弘光科技大學護理系一年
級、將軍澳香島中學2013年畢業生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