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職訓局2萬學額 收生平均17分

匯聚中西多元交融 擬學成長留當教授

遊港傾心港文化
老美寧棄讀金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
鈺）研究資助局昨公布第四輪
主題研究計劃的撥款結果，是
次共收到37份申請，經篩選後
有18個申請單位獲邀提交具體
建議書，其中11個隨後獲邀面
談，最終有4個項目獲批，撥
款總額約為2.05億元。其中由
中大、科大及港大聯合進行的
「探討流感病毒、宿主和環境
各種因素對流感傳播和病理的
影響」獲最多資助，金額達
7,506萬元。
其餘三項成功申請資助的項
目包括：「神經脊幹細胞及相
關疾病的遺傳學和功能基因組
學：先天性巨結腸症」；「可
容納大量可再生能源的可持續
電力輸送結構」；「為香港提
供21世紀的醫療服務 - 構造一
個品質與效率驅動的服務體
系」，分別獲撥款 6,236 萬
元、 4,712萬元及2,045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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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年23歲的韓彬銳，現為城大語言學及語言科技三年生，在美
國加州長大的他，升大學時遠赴瑞士修讀金融，在18歲時他

到上海復旦大學交流一學期，並在當地投資銀行實習，後來不顧
家人反對放棄學業留下生活，「我從小熱愛亞洲文化，一直希望
到中國看看，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校園生活 更勝投行
曾經踏上「準金融才俊」、收入豐厚不愁物質生活的路，韓彬
銳卻突然抽身，「以前覺得賺錢很重要，但是在上海生活了4個月
後，發現每天吃着三四元的飯盒，在午飯時間與同學聊天，相比
起在投資銀行工作更愉快呢。」在學期完結後，他更在家人反
對、中斷經濟支援下決意留下，進一步體驗當代中國城市的生活
（見另稿）。期間，他曾來港旅遊一周，「香港是一個很漂亮的
地方，雖然很小，但是融合中西文化，我對這裡一見傾心。」
對香港念念不忘的韓彬銳，3年前成功獲城大獎學金來港一圓心
願。他認為，香港作為國際大都市，中西文化薈萃交融，獨有的
「港式」多元文化令他最為着迷，更形容香港就如「麻雀雖小，
五臟俱全」。

飲食多元 多種口味
他最喜愛穿梭於大街小巷、摩天大廈，以及坐落在鬧市或山林
間的廟宇。繁囂的中環是他經常到訪的地方，「那裡滿是雄偉的
高樓大廈，在數十元消費的茶餐廳的附近，可以有幾千元的高級
餐廳，很有意思！」他指，這也反映香港的飲食文化的多元，迎
合不同人的口味。
「當我在中環坐一個多小時的船，可以到長洲、南丫島、坪洲

等等，就好像去了另一個世界，很大落差！這方面，香港跟內地
很不一樣，內地的地方太大了。」韓彬銳分享指，離島最能體驗
到香港寧靜、悠閒的小島式風情，糅合中華傳統的節慶、歷史文
化，「離島的居民保留了更多譬如拜神、傳統等習俗，似沒有太
受到市區發展的影響。」熱愛這些傳統習俗的他笑指，除了喜歡
在特別的傳統節慶日觀看舞龍舞獅、飄色巡遊、賽龍舟、舞火龍
等，亦會帶領訪港的外國友人到廟宇祈福許願，例如一遊黃大仙
祠，在裊裊香煙之中，依循本土習俗求一支靈籤。

文化流長 拉近距離
談及對於中華文化的熱愛程度，他不禁笑言：「我最喜歡！」
他表示，中華文化五千年歷史源遠流長，是人類文明極重要一部
分，「中華文化不僅是屬於中國人的，雖然我不是中國人，但是
我也能夠學習、理解，文化讓不同國籍的人拉近了彼此的距
離。」
韓彬銳即將本科畢業，新學年將到台灣政治大學讀國際研究碩

士，「放棄金融並沒有覺得很可惜。因為當初選擇了到瑞士讀金
融，我才會到上海，最終到香港來，這種因果很微妙。我一直很
珍惜在香港的時間！」他稱在台灣畢業後，希望可回港當教授，
傳承中華文化。

香港作為融合古今、

匯聚中西的國際大都

會，吸引不少海外學生

來港修讀有關中國語

言、文化、社經發展等

相關課程，包括來自美

國 的 韓 彬 銳 （Bryce

David HARTLEY）。自小熱愛亞洲文化的他，曾放棄

原於瑞士修讀的大學金融學位到上海生活，後因來港

旅遊對香港一見傾心，毅然「轉投」香港懷抱，報讀

香港城市大學語言學及語言科技課程。來港3年間，

他喜歡「港式」多元文化之餘，亦認識到本地的節慶

歷史傳統，也燃起他對中華文化的熱愛，他笑言：

「我最喜歡就是中華文化……文化讓不同國籍的人拉

近了彼此的距離。」 ■記者 鄭伊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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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語》記錄春秋時期孔子與其弟子及再傳弟
子的言行，是儒家經典著作，當中不少名句是莘
莘學子必讀的至理名言。雖然是用古文寫成，但
洋人青年韓彬銳仍然被它深深吸引，並將《論
語》應用程式下載至手機中，每天細讀一句，從

中領悟聖人的感想。
韓彬銳在上海及香港期間一直勤奮學中文，問及最喜

愛的書本，他第一時間想到《論語》，並展示手機中的
《論語》應用程式，「我每天也會看一句，第一次看的
時候，不太明白它的含義，於是反覆再看，真的不明白
就上網查一下。」訪問當天他向記者展示《論語．雍

也》的「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
者』」，他認為那說明愉快學習的重要性，讓人在學習
過程中不斷進步，非常有意思。

古語簡而精 內含大道理
「這些古語很簡單，卻包含很大的道理，有時候要花
一個小時才可以弄明白當中的道理，時間是挺長的，但
理解了會覺得很高興！」他認為，學習這些至理名言的
過程為他帶來無窮的樂趣，也讓他進一步認識中國聖人
的大智慧。

■記者 鄭伊莎

手機日讀《論語》細味聖人智慧
細
讀
儒
家

■韓彬銳熱愛閱讀中文書本，從書本學習不同的至理
名言。 鄭伊莎 攝

■韓彬銳（左四）積極參加大學活動，是城大辯論隊
隊員。 受訪者供圖

■韓彬銳（後排右二）今年新年與友人到大埔林村的許
願樹，依循中國人的傳統許願。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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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憑試快將放榜，又是同學規
劃升學出路的時候。由於本地學位
競爭激烈，很多同學也會選擇前往
海外大學尋求更好和更多的升學出
路。如同學欲把握放榜後的申請時
機，那麽前往澳洲便最為合適了，

當地大學的主要開學日期為每年的2月底，距今還有半
年處理入學手續。

悉大最老牌 名人搖籃
大學選擇方面，筆者有以下推介。位於悉尼的The
University of Sydney為澳洲最老牌的大學，名列世界第
三十八位，其職業或物理治療也十分出色，更是名人搖

籃；位於墨爾本的Monash University則是澳洲「八大」
之一，其藥劑與藥理學全球第7位、會計與金融全球第
十八位；澳洲第三所歷史悠久的老牌大學 The
University of Adelaide於全球排名首1%，亞太區排名首
25位，校友包括5名諾貝爾獎得主，以醫科、生物科
學、航空工程著稱；位於柏斯的 The 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研究成就獲多個排名榜列入全球首
100位內，其醫學、藥劑、心理學、教育、歷史、生命
科學與農業、地球與海洋科學均於世界名列前茅。

南澳實力 不容忽視
至於南澳洲省最大型大學 University of South

Australia，實力也不容忽視。該大學不但躋身去年QS

全球首3%大學，更於2014年「QS建校未滿50年全球
最佳50學府」中排名第四十二位，其藥劑學院為全澳4
大藥劑學院之一，更開辦了全澳唯一的醫藥科學與藥劑
學雙學位課程。該校亦開辦航空學、足病診療、醫學放
射科學、物理治療、醫學化驗等專業課程。

UPP可銜接多間美大學
至於未能直接升讀大學的同學，也不用失望。他們可

透過多元化的大學銜接課程升讀各國著名大學和不同學
系。如近年來甚受歡迎的一年制美國大學銜接課程
（UPP），便可讓畢業生升讀聯繫大學相關學位課程的
二年級，而可銜接的美國大學包括 Colorado State
University、 George Manson University、 James

Madison University、Long Island University、Marshall
University、 Oregon State University、 South Florida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Boston、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Lowell、University of New
Hampshire、University of Vermont等。其他大學銜接
課程如英國、澳洲、新西蘭大學基礎班、證書文憑；加
拿大大學轉讀課程等。
有興趣了解多國升學的家長和同學，便不要錯過尚學

堂於7月12日所舉辦的「DSE留學講座面試日」，查詢
預約電話是 25919997。

■尚學堂（Ada Tam）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在美國土生土長的韓彬
銳，一直在家人呵護下成
長，出走上海迫使他長大。
他分享道，在上海時除要自
理日常生活的瑣碎事務，亦

要打工餬口，不同的經歷令他學
會融入內地的生活，譬如乘坐巴
士，讓他初嘗在人群推擠上車的
滋味，「在中國我學會了要主動
爭取每個機會，不管是上車、學
習，還是生活。」

不顧家人反對 隻身赴滬
18歲時不顧家人反對隻身到上

海生活，韓彬銳一留便是三年
半，他笑說：「中國對我來說是
真的很外國的地方，全部都很陌
生。」由於失去家人經濟及其他
支援，他既要想辦法賺錢，日常
生活所有瑣碎事務也需要自己打
理，例如初到上海時，「電費
單、水費單、租房合同全都是中
文字，每個字我都要查字典。」
為賺錢養活自己，他曾到上海

逾60所中小學為學生補習英語，
當時每天清晨5時起床，7時到學

校；由於每所學校交通路線都不一樣，故
往往要預先查找要乘坐的巴士路線，「很
多學校都需要轉幾程車，每次我都要記住
在哪個站下車，還有幾個站要下車。」這
些「鍛煉」，令在美國僅坐過5次公交車
的他，摸熟了乘交通工具的「秘訣」。
他憶述，初抵上海到投資銀行實習，在

巴士站排隊時，每次巴士到站人流便一湧
而上，令排在首位的他也未能登車，因而
錯過兩班巴士。當第三架巴士到站時，他
便張開手臂，陸續擠開從後而上的人群，
終能順利上車，「在中國我學會了主動保
護自己，抓住每個機會，不管是上車、學
習，還是生活。」

理解生活不易 與滬友存友誼
他解釋：「內地人好像很兇，只是因為

他們的生活很不容易，所以主動爭取每個
機會對他們來說是很重要的。」他指內地
人雖對陌生人較冷漠，但對朋友卻很熱
心，曾有不少內地朋友樂意向他伸出援
手，例如落力協助他找房子、指導如何交
水費、電費，以至教導如何乘坐交通工具
等。韓彬銳來港3年，但友誼並無受地域
阻隔，他仍與上海朋友保持聯繫，每年也
會到上海探望他們。 ■記者 鄭伊莎

■韓彬銳（左二）在上海交流期間，與復旦大學的同學
參觀當地的工廠。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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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放榜時 規劃升學路

■梁任城表
示 ， VTC
今年將開放
多所院校進
行「統一收
生計劃」，
即場安排申
請人面試及
通知取錄結
果。
馮晉研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文憑試
下周一放榜，合共提供2萬個學額的職業
訓練局（VTC）今年將開放多所院校進行
「統一收生計劃」，即場安排申請人面試
及通知取錄結果。職業訓練局專業教育顧
問梁任城表示，VTC去年自資學士課程收
生平均分為文憑試17分；高級文憑課程的
收生分數則為15分至17分，而應用科學
高級文憑課程去年曾經取錄一名高達28分
的考生，申請人可以此作參考。

4萬人已報讀 去年最高收28分
梁任城昨與傳媒茶敘時講解今年的招生

安排，指今年將開放VTC轄下的香港高
等科技教育學院（THEi）、香港專業教
育學院（IVE）和 香港知專設計學院
（HKDI），放榜起一連三日進行「統一
收生計劃」，供文憑試考生報讀課程。
VTC將根據申請人的文憑試成績、面試表
現、其他學習經歷和課程學額情況考慮取
錄，屆時將安排學生即場面試及通知取錄

結果。目前已有4萬人申請報讀，人數與
去年同期相若。
梁任城表示，VTC去年自資學士課程

收生平均分為文憑試 17 分，大約是
「44333」成績；高級文憑課程的收生分
數則為15分至 17分，高於入學最低條
件，而去年曾經有一名應用科學高級文憑
課程的學生分數高達 28分。「專業會
計」、「酒店營運管理」和「創新及多媒
體科技」等學位課程最受歡迎，約10人
至20人爭一個學位不等。至於高級文憑
方面，「廚藝」競爭最激烈，多達13人
爭一個學位，而「社工」、「航空與客
運」和「飛機維修」等則有10人爭一個
學位。
VTC兩年前起在部分學校開始設立「家

長等候區」，供陪同考生到場的家長使
用。梁任城指，曾經有家長「坐唔定」，
在學生面試期間離開等候區，到子女辦理
入學申請處的玻璃門外四處張望，難掩緊
張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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