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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夠秤」中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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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評英文「功力」學生勝打工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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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獲教育局分
配藍田空置校舍的 Nord Anglia International
School, Hong Kong Limited，其辦學團體早前出
現上市疑雲，令人質疑有關學校是否還可以豁免
繳稅機構的資格去申請空置校舍。署理教育局局
長楊潤雄昨日書面答覆議員有關提問時表示，雖
然辦學團體Nord Anglia Education（NAE）已向
紐約證券交易所就可能上市的安排提交申請，但
機構亦已向教育局確認，其在港的辦學團體及學
校的免稅地位和章程細則維持不變。
楊潤雄解釋，獲分配空置校舍或土地發展國際
學校的團體及學校，必須為獲豁免繳稅的機構，
而教育局亦會與相關的國際學校辦學團體簽訂服
務合約，訂明學校及其辦學團體在合約期間必須
是《稅務條例》第八十八條下獲豁免繳稅的機
構，校方每年要向教育局提交經審核的賬目，在
有需要時就其財務狀況作出解釋。當局如發現辦
學團體嚴重違反服務合約的條文，有權終止或拒
絕續訂服務合約，並收回校舍。

已向紐約證交所申請上市
就坊間的上市消息，楊潤雄指當局曾於去年12

月及今年2月，向NAE作出兩次查詢，雖然該機
構其後表示，已向紐約證券交易所就可能上市的
安排提交申請，但亦一直確認其在港的辦學團體
及學校的免稅地位及章程細則維持不變。楊指當
局會透過服務合約的機制，仔細監察學校及辦學
團體的活動，確保它們符合服務合約和章程細則
的要求。

盡早規劃投資
邁向「上車」之路

時下不少年輕人會以置業為目標，
但樓價高企，均大嘆難以負擔。其
實，年輕人負擔較少，只要有完善的
理財規劃，加上穩健投資，一樣可以
買樓。

免成「月光族」儲三分一收入
現時社會風氣着重物質享受，花費比以往容易，不少年

輕人經常入不敷支。為免成為「月光族」，年輕人應謹慎
審視每月開支，培養控制消費的意識，應省則省，將每月
最少三分之一收入儲蓄起來。達至一定儲蓄後，便進行投
資規劃，務求將資產增值。

忌炒賣外幣 莫借貸投資
投資工具方面，年輕人可選擇債券、股票等，或可購買

基金，如交易所買賣基金，它可像普通股票一樣，在證券
交易所以簡單而快速的方式買賣。此外，筆者建議以儲蓄
外幣方式投資，以獲取較高利率，但切忌炒賣外幣，更千
萬不要透過貸款來投資。
此外，市面上有各式各樣保險計劃，若能妥善運用，亦

可有效地管理個人的投資理財計劃。例如一些與投資相連
的保險計劃，產品本身同時兼具投資及保險功能，以爭取
長線潛在投資回報。由於投資相連的保險具備投資成分，
其潛在收益有機會更勝傳統保險。
每一種投資產品均涉及風險，在作出任何投資決定

前，必須先評估自己承擔投資風險的能力，以及了解投
資項目所面對的風險水平；在作出決定前，先尋求獨立
及專業的建議，亦應將資金分別投資於不同的市場及組
合，有效地分散投資風險，以提升回報機會。總之，理
想的投資，必須要了解風險，因應市場情況，作出適時
應變。

■IVE（柴灣）工商管理系
高級講師李昌輝

（VTC機構成員）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台灣新生活 想家念自立
從香港轉到台灣生活已差不多半年，

現在回想起當初到台灣的日子，老實
說，真的很不習慣。這是我出生以來第
一次離開父母的照顧，在台灣首一個
月，多次冒出回家的念頭。然而，一想
到這是一個學習自立的機會，就算非常

想念家人，也不能半途而廢。
在香港，說普通話的機會不多，所以我的普通話並不流

利，這點令我與台灣人的溝通出現一層隔膜。幸好，身邊
的台灣同學與老師了解到我的處境，很有耐性地讓我慢慢
說清楚，也會將說話的速度調慢。隨着日子的過去，我的
普通話進步了，真的很感謝他們。

獨立做家務 視為生活磨練
由於父母不在身邊，生活上有不少事要自己動手。在家

中，我只做過一些較簡單的家務，例如整理餐具；在台
灣，我開始靠自己的雙手刷地板、洗廁所。一開始時當然
很不願意，但這是一種磨練，我不能永遠活在父母的呵護
下，不然將來到社會工作，甚至父母離開時也不能獨立。
雖然現在的生活不像以前那麽舒適，但我生活得很快

樂，在短短幾個月，認識了不少朋友。台灣人非常熱情，
也很友善，他們幫助我更快地適應當地生活。初時，我不
敢與其他人說話，台灣同學主動走到我的身邊，不斷問我
有關香港的事，也向我介紹哪裡有夜市。在不知不覺間，
我已完全與他們混熟了。他們會約我在假日出外逛街、吃
美食，真的很快樂。

加入調酒社 細味箇中甘苦
我的學校有80多個社團，且各有特色，我加入了調酒

社。調酒社會教導學生如何調製飲品，以及如何裝飾飲
品，這些工作看起來簡單，但做起來才知道辛苦。但自己
通過親手做出來的成品，喝起來特別有風味。在下個學
期，我將會參加其他社團，嘗試不同的體驗。
以前有不少人說，大學生活是很輕鬆和愉快的，與中學完

全不同。現在的我完全體會這種美妙之處。我非常期待以後
的日子，到畢業時，可能會捨不得大學的生活。
■劉凌霜 台灣弘光科技大學營養學一年級生、將軍澳香

島中學2013年畢業生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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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伊莎）近日統計處發表的
統計月刊專題文章，就2012年本港學生與在職人士
對使用中文、英語及普通話的自我評估展開調查。
結果發現，有28.3%港生認為自己使用普通話的能力
屬非常好及良好，較自評英語口語屬非常好及良好
的，高出1.9個百分點。若將有關數據與在職人士比
較，港生自評的普通話能力，以及英文書寫能力亦
較在職人士優勝。
自香港回歸後，政府積極提倡「兩文三語」的語
文政策，學校亦配合加強推行普通話課程，令不少
港生的普通話能力大有進步。根據統計處在2012年
2月至5月期間，訪問港生、在職人士、家庭主婦以
及退休人士使用「兩文三語」的自我評估。

港生對普通話自信最足
結果顯示，28.3%港生認為自己使用普通話的能力

屬非常好及良好，較只有26.4%人自評英語口語屬非
常好及良好者，多1.9個百分點。其中，在自評使用
普通話能力屬非常好及良好一項中，港生佔了最高
比例，反映他們對其使用普通話能力的信心較大。

至於社會非常重視的英文能力，與在職人士比較，
數據顯示，港生在英文書寫方面，認為是非常好及良
好有近28.2%，較從事經濟活動、非經濟活動的在職
人士，分別多1.4個百分比，以及8.2個百分比。

中大曾向首批新制學生作調查，
發現不少同學未能適應大學的

教學模式。中大入學及學生資助處
處長王淑英表示，中大推行教師自
主教學，有教授會以學術研究作教
材，透過課堂討論，啟發學生思
考，並讓他們利用課餘時間作知識
探索，但學生卻表示難以適應。
她指，這是因為中學時，同學慣

於依賴老師提供的筆記，校方又提
供考試的考核範圍，在學習模式上
與大學迴然不同。據了解，有中大
新生因首學期成績欠佳，出現負面
情緒，校方要提供相應輔導，以協
助同學盡快適應。

「宅男」「宅女」生活難自理

王淑英指出，新生年紀輕，加上
中學時代很多人都只專注讀書和應
試，甚少做家務，因此竟有學生從
未試過洗衫，結果不懂操作洗衣機
及看說明書，更在使用洗衣機時受
傷。此外，很多同學是全方位的
「宅男」、「宅女」，而新制下的
學生較舊制學生更缺少自理能力，
又不懂時間管理，如有宿生因為沒
有家長提醒，總是賴床，遂出現走
堂、遲到的情況。
她又透露，曾有學生搞笑地在面

試時將重點寫在手上，以免答漏重
點，表現緊張。
王淑英提醒中學生，報讀學系

時，應先考慮個人興趣；學生面試
前須清楚了解課程結構及特點，並

對時事有一定了解，方可展示廣泛
的知識面，過程中更可主動向面試
官提問，令面試過程較有互動。

「情約一天」助了解中大
為讓應屆畢業生了解大學生活，

並進一步加強中學與大學的銜接，
中大首次向中六畢業生舉辦「情約
一天」活動，當中提供通識課程，
讓中學生與導師進行導修討論，亦
會與教授一起享用「學生餐」，遊
覽中大校園及特色環保設施。
參加者並有機會和不同學術領域

的頂尖學者接觸，交流意見，部分
同學更可入住新書院宿舍，感受自
主的大學生活。有關活動將來會擴
至中五學生。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李慧妍）本

港學制於2012年改革後，中學階段縮短

了一年，據香港中文大學統計，被取錄

的首批新高中學生之中，近三成入學時

未滿18歲。正因學生太年輕，經常鬧出

笑話，例如有學生於面試時怕漏答重點，

竟將提示詞寫在手上；有人因從未在家

中洗衫，入住大學宿舍後竟不懂操作洗

衣機，結果弄傷手指。校方又發現，新

制學生較舊制學生更缺少自立能力，又

不懂時間管理，有宿生因為無家長提醒

起床，經常出現走堂、遲到的情況。

港生兩文三語自評情況
語言能力 非常好及良好 一般 較遜色 不懂

廣州話 87.2% 10% 1.5% 1.3%

普通話 28.3% 45.6% 20.9% 5.2%

英語口語 26.4% 53.1% 16.8% 3.7%

中文書寫 67.1% 29.2% 2.4% 1.3%

英文書寫 28.2% 53.7% 14.6% 3.5%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香港統計月刊》，2014年6月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伊莎

5中學生赴英體驗大學生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伊莎）英國
文化協會主辦的「2014英國暑期課程
比賽」，日前與英國航空舉行頒奬典
禮，公布5名在比賽中勝出的中學生
名單。他們將獲贊助英國航空來回機
票及大學住宿，於6月至8月期間前
往英國的大學修讀暑期課程，親身體
驗當地頂尖大學的校園生活。

撰文「英國人事」獲獎
比賽要求學生以「最能啟發你的英

國人與事」為題撰文抒發己見，5名

得獎學生包括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
學中四生林蔓絲、聖馬可中學中五生
顏君怡、伊利沙伯中學中五生彭莉
婷、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黎曉鈱及東
華三院辛亥年總理中學中五生鄧慧
玉，各人因表現優秀，勇奪有關獎
項。
英國文化協會總監黎柏德指，5位

學生的水準突出，相信她們可以憑着
對英國文化的熱忱，體驗到畢生難忘
的多元文化，從英國大學的英語環境
中得到啟蒙。

科大生Sofaer國際賽奪總冠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兩批

來自香港科技大學的工商管理碩士生
最近在多個海外及本地的案例比賽中
再度取得佳績，各人分別在以色列舉
行的Sofaer國際案例比賽及香港舉行
的企業社會責任案例比賽中奪得總冠
軍。

發展策略力壓劍橋
由以色列特拉維夫大學主辦的Sofaer

國際案例比賽，以「創意及創業」為
主題，今年比賽要求各參賽隊伍為一
間新成立的以色列醫療科技公司

InSightec提供業務發展策略建議，推
廣其研發的超聲波手術技術。科大隊
伍的成員何慧娟、謝宗翰、劉德信及
Constantin Slioussarenko，最後力壓來
自其他地區的九支隊伍，當中包括劍
橋大學及加州大學洛衫磯分校，成功
奪得賽事的總冠軍。
至於何慧娟、龔天心、柯翔及楊子

永合組的另一支隊伍，則參加了中大
舉辦的案例比賽，在9支隊伍中脫而出
穎。他們憑創意為太古旗下的航空飲
食服務，提出有助加強企業社會責任
的建議。

■中大為應屆中六畢業生舉行「情約一天」的活動，以幫助學生體驗大學生活。圖為中大校
園。 資料圖片

■王淑英表示，新學制下大學新生年紀較輕，部分同學缺少自立
能力，甚至因不懂使用洗衣機而受傷。 實習記者李慧妍 攝

■■統計處的調查發現統計處的調查發現，，港生自評講普通話的能力勝港生自評講普通話的能力勝
過英語口語過英語口語。。圖為學生上課情況圖為學生上課情況。。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黎柏德（右一）與英國航空大中華區及菲律賓總經理高韻詩（左一）頒發
獎狀予「2014英國暑期課程比賽」的5位得獎學生。 受訪者供圖

■■科大科大MBAMBA學員的隊伍學員的隊伍，，在以色列的在以色列的
SofaerSofaer 國際案例比賽奪冠國際案例比賽奪冠，，在當地與導在當地與導
師周吉田師周吉田 ((右一右一))合照慶祝合照慶祝。。 科大供圖科大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