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周打工6天趁坐車溫書 英文或絆腳無阻大學夢

「劏房生」兼職養妹
信努力總有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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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港浸會
大學中醫藥學院中醫學學士及生物醫學理
學士 (榮譽) 學位課程四年級學生冷厚甫、
博士研究生梁超與博士後研究學人郭保
生，早前出席由中美臨床和轉化醫學論壇
科學委員會和中華國際醫學交流基金會聯
合主辦的「第五屆中美臨床與轉化醫學國
際論壇」，分別獲大會頒發三項「臨床與
轉化醫學優秀論文獎」，以表揚3人在骨
與關節疾病轉化醫學方面的研究，有助推
動國際間臨床與轉化醫學領域的學術交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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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穎宜）因應小一人數持
續增加，教育局在其中3區共5個校網的升小統一
派位實施加派安排，每班人數由25名增至30名，
但做法引起爭議，質疑此舉是犧牲「小班教學」。
當局昨提交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的文件就強調，
加派安排屬暫時應變措施，25人一班仍然是規劃
公營小一學位的基礎，並承諾為加派學校提供支援
如增加老師。教育局又指，正與學界研究將明年統
一派位選校階段由過往的1月中延至2月初，以聽
取更多關於增加小一學位供應的意見。

不宜建新校「加派」僅應急
教育局文件強調，小一人數在短暫性增加後將

回落，學界認同不宜增建新校，而因觀塘、元朗
和大埔3區學校未有足夠課室，採「加派」屬萬
不得已的暫時應變措施。至於未來安排，局方為
爭取時間與學校溝通，正與學界研究將明年的統
一派位選校由1月中旬順延至2月初，以優化相關
措施的執行細節，包括向鄰近校網借調學位、使
用空置課室和改建課室以「加班」、「加派」，
及使用空置校舍等。
民建聯觀塘區議員顏汶羽回應指，數年前已曾反

映幼稚園學額因人口增加而嚴重不足，對教育局沒
有及早預測情況，以及調控區內小一學額表示極度
無奈，他又指要求學校加派是短視的措施，擔心若
未有增撥足夠資源，會令教學質素受影響。

明年小一「統派」
研延期蒐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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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以往港澳學
生和僑生畢業後想留在台灣工作，往往以薪資為
唯一指標，台灣「行政院」最新發布，自7月
起，留台工作改用國際「評點配額」制，將考慮
學歷、薪資、語言能力及特殊專長等8項多元審
查標準，新制實施首年名額上限為2,000人，當地
「勞動部」已公告有關制度並受理申請，額滿將
不再核發。
每年到台升學的港澳學生和僑生多達4,000餘

人，為留住優秀人才，「行政院」日前核定「強
化優秀僑外生留台工作行動計劃」，自7月1日
起，改用國際通行的「評點配額」制。
新制將依學生及僱主資格進行評點，項目包括

學歷、薪資、工作經驗、職務資格、華語及外語
能力、成長經驗，以及配合政府產業發展相關政
策等8個項目，累計點數超過70點者（滿分為
190點），勞動部將核發聘僱許可。

新制首年 配額2,000
新制實施第一年配額2,000名，約為同年非本
地畢業生人數的37%。公告受理申請期間額滿不
再核發，但學生若能符合月薪新台幣47,971元的
資格，亦可循既有的「外國專業人員工作資格」
申請在台聘僱許可。

港生留台工作改「評點配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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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城市
大學校董會早前一致同意探討出售旗下
提供自資副學士課程的城大專上學院
（CCCU），結果引起師生強烈反對。
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昨日回應立法會教育
事務委員會的議員查詢時指出，城大曾
就CCCU的未來發展，向局方表達其初
步構思，但目前未有任何決定；另當局
亦提醒校方，任何的安排應顧及現有學
生和教職員的利益，以及確保課程的質
素和認可。
吳克儉又表示，政府曾於2005年向城
大批出一筆逾5.9億元的貸款，供城大
興建CCCU校舍，以開辦自資專上課
程，雙方於2007年簽訂貸款協議，訂明
校舍的用途。城大於2009年開始償還貸
款，並於去年清還所有貸款，故貸款協
議亦隨之解除。
不過，局方當時強烈建議城大，在該校

舍的使用上應顧及CCCU學生的利益。
至於CCCU在九龍灣的校舍，政府曾

於2002年批出另一筆逾4,475萬元的貸
款，作為租賃和翻新有關校舍之用，城大
亦於去年全數清還貸款。吳克儉強調，當
局將會繼續關注CCCU的未來發展。

■(左起) 冷厚甫、郭保生與梁超在北京舉
行的中美臨床與轉化醫學國際論壇獲頒發
「臨床與轉化醫學優秀論文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

全港7.96萬名考生將於周一迎接

文憑試放榜。一張薄薄的成績

單，會帶來不同的人生路。不

過，其中一名考生的成長經歷，

早已與眾不同。4年前，15歲的

林巧欣帶着妹妹從內地來港生

活，小姐妹相依為命住劏房；為

了養家，她每周兼職6天，利用

坐車時間溫習，一樣名列前茅。

然而，英文科仍是其「死穴」，

令她沒有太大信心可順利升上大

學，不過小妮子深信：「只要肯

努力，一定會有其他出路！」

本身是港人子女的巧欣，在內地長
大，來自單親家庭。家人一直嚮往

本港的優質教育，故15歲時她獨自偕同
年幼一歲的妹妹，從汕尾來港生活。
由於沒有父母照顧，她們曾寄居親戚
家，後來搬到劏房。每月租金靠遠在家
鄉的母親寄錢補貼，但兩人的生活費就
要靠她自己解決。

放學捧米返家 曾偷泣想回鄉
為了生計，巧欣每周做6天兼職。下課
後，她隨即趕車上班，至凌晨才歸家，
睡數個小時後，翌日又起床上學。為要
把握時間，其時間表總排得密密麻麻，
「學校的小息、午飯和坐車時，每分每

秒都可以做功課、溫習，如果有測驗和
考試，就睡少一點吧。」
撐着一個家，年僅19歲的巧欣有苦自

己知。有一次放學後，記起家中米缸無
米，她背着沉甸甸的書包，拖着疲憊的
身軀，獨力捧着一包十多斤的米回家，
「好辛苦，但無辦法，好多事都要靠自
己。」曾多次偷偷哭泣，心想不如回家
鄉和親人團聚，但睡醒後，她又收拾心
情，繼續勇往直前。

喜同窗無歧視 搬家獲贈木床
初來香港時，巧欣形容「恍似由天堂
跌落地獄」，她入讀救世軍卜維廉中學
中三級，因不諳廣東話，未能適應校園

生活，令她非常自卑，整年也未有開口
與同學交談。至中四，她得到老師鼓
勵，認真學習廣東話，又參加校內新來
港學生小組，「同學無因為我從內地
來，而對我有所不同，我搬屋時，更送
了一張木床給我們，令人好感動。」
有同學會問巧欣「為何不申請綜
援？」但她認為自己有手有腳，可以靠
自己過活。由於巧欣今年要應付文憑
試，有老師眼見她生活如此奔波勞碌，
主動表示可以借生活費給姐妹二人，不
過已被巧欣婉拒。為讓巧欣全力應付文
憑試，其懂事的妹妹接棒兼職養家。

若升大未成 讀副學士拾級上

面對生活的逆境，仍能堅毅不屈，且
在校內成績總是名列前茅，故巧欣在兩
年前獲青協頒發「黃寬洋青少年進修獎
勵計劃」獎學金，以示嘉許。展望將
來，她指自己對商科有濃厚興趣，不過
英語卻是其「死穴」，也怕英語「肥
佬」而無法考上大學，但她相信，「人
生不只有一條出路，只要肯努力，一定
會有其他出路！」因此她已打算修讀副
學士或高級文憑課程，拾級而上，為大
學夢而努力。

■巧欣去年獲傑出青年協會頒發「明日領袖獎」。 受訪者供圖

■巧欣認為，人生不只有一條出路，只
要肯努力，總會有其他出路。 鄭伊莎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伊莎）爭取正名多年的香
港教育學院昨日宣布，校方已正式向教育局提交正
名大學申請，又指該校去年夏季及今年較早前已分
別完成兩個教育輔助課程的「課程覆審」及「學科
範圍評審」，相信是次申請將是該校邁向正名的關
鍵里程。校長張仁良指，教院已具大學之實，正名
是對該校實力的一份肯定。

張仁良: 為「院校檢討」做好準備
張仁良又期望透過正名，令教院這所以「教育為
本、開辦多元學科，兼具研究實力的大學」，能為
本港及亞太地區繼續作出貢獻。
教院稱，將與教育局和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緊密

合作，為即將開展的「院校檢討」做好準備。
為了升格成為大學，該校在過去多年積極拓展多

元學科，包括提供人文學科、社會科學、創意藝術
及文化等教育輔助科目，開辦共60項學士學位、學
士後文憑、修課式碩士及博士、專業發展及研究式
碩士及博士等課程。
教育局發言人指，確認收到教院的正名申請，並

指會按一貫機制和程序處理，包括邀請教資會進行
特別檢討及提供意見，並會根據教資會的意見和考
慮其學術課程的質素和水平、學生的質素和教學團
隊的聲望、公眾利益等因素，再決定是否批准該校
的申請。另教院日後如需更改名字，亦須向立法會
提交修訂條例草案，以修訂教院條例的相關條文。 ■張仁良指教院已具大學之實，正名是對該校肯定。 資料圖片

考內地專業資格 北上搵食有保證
金融服務、貿易

及物流、旅遊和專
業、工商業支援服
務，均是香港經濟
動力所在，是年輕
人發展事業的主要
出路；其中，金融

服務業現在已主要面向內地，旅遊、物
流、貿易等亦和內地密不可分，內地學
歷和網絡肯定可為港人提供極大的增值
空間。
專業及工商支援服務包括：法律、會
計、核數、建築及工程活動、技術測試
及分析、科學研究及發展、管理及管理
顧問活動、資訊科技相關服務、廣告、
專門設計及相關服務等。這些行業中有
超過一半行業均以內地相關業務收入為
主，舉例來說，會計及核數服務是不少
年輕人心儀的專業工種，為香港數萬專
業及輔助專業人士提供職位，包括四大
會計事務所在內的會計、核數公司主要
業務都在內地。會計及核數服務，現在
通過CEPA及與內地簽定的互認協議，
持香港學歷及專業資格人士可在內地暫
准執業，長遠來說，取得內地學歷和專
業資格將會是香港會計界專業人士發展
事業的保證。

讀內地法律 發展空間大
至於建築及工程活動的市場亦是主要

在內地，香港雖然與內地簽定了專業互
認協議，香港建築師、測量師和規劃師
可在內地執業，但長遠來說，內地學
歷、內地網絡和專業資格亦必將是最理
想的增值途徑。至於法律服務方面，由
於香港和內地法律屬於不同體系，無法

互認，所以香港法律行業近年發展並不
理想，最近有傳媒報道，近十多年入行
的大律師有三分一已轉行，而事務律師
的待遇亦並不理想，相反，由於香港大
多數企業都以內地作為主要發展地，內
地法律服務近年是香港律師行的主要增
長亮點，估計內地法律業務在香港將會
有倍數的高速增長，到內地修讀法律，
取得中國註冊律師資格的港人，將會有
很大事業發展空間。

北上升學 為事業打基礎
總的來說，用前瞻的眼光去看，內地

的市場是香港年輕人成就事業的理想
地，內地升學正好為我們未來的事業發
展打下堅實的基礎。即使是成績未如理
想，內地升學仍有很大空間，由去年開
始，廣東省5所高等職業技術院校，其
課程相當於香港職訓局高級文憑課程，
亦獲批可招收香港中六畢業生。港生文
憑試成績達5科2級，即可申請免試入
學。深圳職業技術學院更為未取得5科2
級的學生設立獨立入學考試；參加港澳
台聯招的港生亦可以聯招成績直接申請
入讀。
雖然香港職業訓練局每年為港生提

供的學額達12,000個，但內地職業技
術院校的某些熱門學科如珠寶鑑證、
電子商貿和電腦動畫等的發展前景甚
為吸引，個別院校更設有中外合作的
學士學位課程，學生可直接到外國銜
接學士課程。

（二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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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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港
勞校教育機構秀明小學在本月4日舉
行第十三屆畢業禮，校方邀得香港
工會聯合會副會長聯合醫院顧問醫
生潘佩璆任主禮嘉賓。他在致辭時
勸勉同學要珍惜母校為同學提供的
學習機會，踏入中學階段後要繼續
用心學習，祝願同學踏出人生新一
步，學業更上一層，前程錦繡。
校長卓愛華作校務報告時提到，
學校過去一年為學生提供多元化的
學習活動，包括到內地參觀，讓學
生從實踐中學習；學校除重視學生

的學習外，提升教師的專業素養也
是另一發展重點，學校與教育局及
大專院校進行了一連串的教研活
動，活動成效得到各方的認同。
在五六年級學生的交接儀式中，

畢業生勉勵學弟學妹要堅持「秀業
明行」的校訓精神，努力學習。接
着，畢業生分享了在校6年的成長歷
程，場面溫馨感人。
典禮後，學校安排了藝術體操
隊、中國舞組、中樂組、戲劇組、
普通話及英語獨誦隊伍等，作精彩
的文藝表演。

▲潘佩璆
(右一)出任
秀明小學
畢業禮主
禮嘉賓。
校方供圖

◀秀明小學
日前舉行畢
業禮，場面
熱鬧。
校方供圖

教院正式向教局申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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