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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星之子」擬赴英 讀航天回港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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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教科書價格
年年上漲，令基層家庭百上加斤。香港工會聯
合會今年首次推行「全港中學教科書回收及轉
贈計劃」，集中回收二手教科書，再轉贈有需
要人士，計劃暫獲16所中學響應，至今已收集
到約一萬本教科書。會方將增設流動站點，希
望可收集3萬至5萬本書，預計不少於5,000名
學生受惠。有興趣的家庭可即日起向會方申請
所需書本，獲書簿津貼半免者將優先配書。

吳秋北：貧窮家庭書費負擔重
工聯會昨日舉行記者會介紹計劃詳情，理事

長吳秋北表示，根據政府的統計資料顯示，育
有兩子女於貧窮線下的4人家庭月入平均為
14,300元；若將近7,000元的教科書開支攤分
12個月，每月開支仍需近600元，對基層家庭
構成負擔。
他續稱，近年教科書售價加幅與通脹看齊，
但部分書商稍為更改內容如將圖表合併和更改
名稱等，便以改版為由，重新編印，有關做法
既浪費資源，令二手書無法再用，實無必要。
不少地區基層家庭指書簿費昂貴，反映轉贈二
手書有一定需求，故開展「全港中學教科書回
收及轉贈計劃」。

工聯網站可下載申請表
工聯會5月起向全港100所中學發信，邀請

他們參與捐贈二手書本，獲16所中學回應，暫
時共收集到一萬本教科書，包括不同科目，希
望清貧學生受惠。由即日起至下月8日，有興
趣的申請人可到工聯會的網站下載申請教科書
表格，申請數目不設上限。義工會先行篩選書
本和進行分類，並按申請者的家庭狀況和需
要，在8月分發書本。領取書簿津貼半免的申
請者將獲優先考慮。
吳秋北表示，計劃反應理想，收書數字可
觀。工聯會今日起將於九龍、港島、新界西和

新界東，增設流動收集站繼續收集教科書，估計最終可
獲3萬至5萬本書。由於計劃對人力需求甚大，會方呼籲
市民擔任義工，協助處理書本的事宜。工聯會在完成整
個計劃後，會檢視成效，希望繼續推展計劃，並考慮將
捐書及贈書對象擴展至小學。

逾半文憑試生：
大學僅基本學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文憑試下周一放
榜，不少考生都希望自己能取得大學「入場券」。青協
「DSE@2777 1112計劃」最新一項調查顯示，56%學生
視大學學位或以上學歷為現時社會最基本學歷，只有不
足兩成學生認為完成中六已足夠。另今年的考生亦略比
去年緊張，27%考生指壓力指數達7分至10分的最高水
平，較去年上升1個百分點。
青協上月以電話訪問形式成功訪問了628名應屆文憑試

考生，發現34%人預計將會考獲大學學位課程，28%考生
估計未必能入讀學位課程，但仍會選讀自資課程，並以入
讀大學學位為目標，反映考生繼續升學的意向十分明顯。
54%人認為應於中四或之前規劃升學出路，但實際卻是76%
學生均是在中五、中六時才開始規劃。

青協：勿盲追求高學歷
對於上述調查結果，青協提醒考生，應接受多元化升

學途徑；同時避免只追求高學歷，可考慮專業技能的培
訓，擬定不同的升學進修方案。青協「DSE@2777 1112
計劃」支援服務已全面展開，並將於本月13日至18日加
強熱線及網上輔導，讓考生及家長獲得即時及適切的情
緒支援。
學友社學生輔導中心總幹事列豪章亦提醒考生，應留

意最新出路資訊及重要日程及預估成績，再擬定不同的
應對方案。他指各聯招課程的入學成績換算各異，學生
所得成績並不是直接等同於各院校眼中的入學成績，要
注意不同的計分方法及科目比重。
學友社學生輔導中心副總幹事吳寶城指，學友社即日

起會提供一連串的放榜輔導服務，包括設有38條放榜輔
導熱線2503 3399、面談諮詢服務、網上資訊查詢及免費
派發《出路指南2014》等。

今屆IVE機械工程學高級文憑畢業
生徐慧芝(Jessica)是賀維雅基金會

獎學金計劃的得主之一，該獎項旨在為
有志前往英國留學的應用科學、工程或
資訊科技全日制高級文憑準畢業生提供
經濟資助。

受日劇薰陶 最愛和諧式客機
Jessica 中四時深受日劇《Attention
Please》的影響，對飛機產生濃厚興
趣，更有志投身航空業。平日除了搜集
飛機模型，她閒時亦會研讀維修飛機的
書籍及討論區，最愛研究超音速和諧式
客機。
她坦言，自己跟一般女生不同，不是
以空姐為事業目標；反而是想成為航空
業的幕後人員，參與飛機設計。會考考

獲14分的她，當時選擇繼續升讀中六，
經過一番思量後，才肯定了自己的航天
目標。由於中五及中六均是修讀純文
科，放棄繼續升讀中七的她，轉到青年
學院修讀中專教育文憑的飛機維修課
程，需重新學習理科科目，以應付課程
所需。

獎金50萬元 赴英讀航天
雖然起步比別人慢，但她一直相信，

只有多下苦功，一定能成功。透過做額
外練習、翻閱參考書、請教同學，
Jessica很快便上手，並於IVE取得優異
成績，又不時取得獎金，加上是次賀維
雅基金會獎學金，她已合共取得50萬
元，可遠赴英國University of Sheffield
修讀航天工程。

當被問及有否擔心體力上是否能應付
航天工程這種勞動工作時，Jessica說：
「一早已有心理準備，投身航空界就要
體力勞動。自己有做運動，以前是田徑
隊，又不怕污糟，又不怕輪班工作，相
信自己能夠勝任。」

家人鼓勵Game迷「遊戲人生」
另一獎學金得主鄭旭日(Sunny）自小
受父親影響，熱愛打機。於完成高考
後，即決定修讀IVE遊戲軟件開發高級
文憑課程，其間經常廢寢忘食地打機。

他透露家人一直鼓勵他向遊戲軟件方面
發展，「他們說，只要我自己不後悔，
而且努力去完成目標就可以了。」
Sunny並沒有辜負家人的期望，於學

習過程中學會各方面研發網絡遊戲的知
識，更曾為香港遊戲創作協會研發
online射擊遊戲，這經驗令他大開眼
界。他獲得約27萬港元獎學金到英國
Plymouth University修讀電子計算與遊
戲研發學士課程，若有機會擬再攻讀碩
士，及回港創業，立志做網上遊戲的公
司老闆，繼續「遊戲人生」的目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穎宜）飛機設計與維修，一向是「理

工男」的天下，但文科女徐慧芝誓要打破壟斷，開展自己的航天

夢。自小是飛機迷的她，於中六時毅然決定放棄升讀中七及拒考高

考，轉讀青年學院中專教育文憑的飛機維修課程，並重新學習數學

物理等理科科目。幾經轉折，她今年順利完成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IVE)機械工程學高級文憑課程，且成績優異，獲得合共50萬獎學

金，將遠赴英國升讀大學修讀航天工程，為理想邁出第一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
伊莎）新一代「星之子」方
爾海，今年在「英特爾國際

科學與工程大獎賽（Intel ISEF）」勇奪一等獎、學科最
優秀獎及「超級大獎」菲利普斯瑞奇紀念獎，揚威海外。
自小對工程有濃厚興趣的方爾海，是應屆中學文憑試考
生，他慨嘆本港對工程的重視程度不足，放榜後將赴海外
升學，增廣見聞，但學有所成後將返港，銳意為本港科研
獻一分力。

學習有秘訣：靠「懶」
英皇書院中六生方爾海早前伙拍同校中六生陳帝羲，憑
「傳統中醫染銀診斷法」的相關研究，在Intel ISEF比賽
獲獎，故大會以兩人名字為小行星命名。父親愛看科普雜
誌，方爾海受其薰陶，從小也養成看科普雜誌的習慣，凡
事抱着「打破砂盆問到底」的求知心態。
被問及其學習秘訣，他笑言：「在於『懶』。其實不少
發明例如電梯都是為懶得跑樓梯的人而設。」這是發明的

推動力；他在天馬行空之餘，亦會努力解開不明白的疑
團，並認為「這是學習很重要的一步」。

曾考「包尾」教訓深刻
不過在求學路上，這名「星之子」也非一帆風順。他憶述，

在中二級統一測驗上，中文科老師特別按學生分數高低派卷，
而他正是全班最後一位接卷的學生，「當時好挫敗，忍不住
在小息時哭了出來，我現在還清楚記得，是31分。」首次
「包尾」，時刻警惕他要認清錯處，加以改進。
文憑試放榜在即，方爾海獲倫敦帝國理工學院有條件取

錄修讀航天工程。他認為香港對工程的重視不足，行業發
展較外國遜色，「其實香港有資源、人才，只是整體氛圍
未能帶動行業發展。」他計劃赴倫敦修讀航天工程後，再
回港推動工程的發展。
訪問當天，他剛出席一個與放榜有關的情緒輔導講座，
亦曾聽聞有尖子因學業成績受挫、不堪壓力而輕生，略有
感觸的他說：「文憑試不是唯一的出路，只要找到目標，
總有其他出路。」

中大環商尖子開善堂助青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馮晉研）「這是一個利益在前，
道德在後的時代……我們所追求的，理應是較名與利更
能持久的東西。」兒時家貧兼患有心臟病，令江嘉惠更

明白草根家庭的需要，從此立志幫助弱勢社群。為了裝
備自己，她考入專門取錄尖子的中文大學工商管理學院
環球商業學（GBS），修畢後再攻讀社工碩士，放棄從
商，卻在慈善機構工作。現時她在一家全球100強的企
業擔任亞太區慈善業務經理，為日本「311」地震災區災
民服務；而她為了回饋社會，與朋友自行成立慈善機構，
服務低收入家庭的年輕人。

患先天性心漏 更懂體恤他人
江嘉惠兒時患有先天性心漏病，心臟手術花費不

少，這對於擠在300呎房子的六口之家而言，無疑是
一大重擔。這段經歷令她更懂體恤他人，並立志長大
後幫助有需要的人。她自言在中學起便是「狂熱義工
分子」，但亦意識到助人之前必先要豐富自己的學問
和知識，於是她決定選擇GBS作為「起步點」。
不過，考入這專收尖子的「神科」難度極高，幸好
當時有學生放棄該科轉讀醫科，她順利成為GBS的一

分子。修讀期間，她有機會到丹麥和美國交流，擴闊
視野。畢業後，她再報讀3年的港大社工碩士課程。
初踏入社會工作的兩年，她在對慈善機構每周工作
60小時，與充滿熱誠的夥伴共事，令她了解自己適合
做「影響人的工作」，其後她又到上海兒童醫學中心
實習10個月，工作經歷對她有深遠影響。
現時，她在一家全球100強的企業擔任亞太區慈善

業務經理，為公司及基金會在不同地區或國家開拓義
工支援及慈善撥款工作。她亦曾經代表公司前往日本
「311」地震災區了解情況，並向總部提出長遠的支
援方案。

棄名利追求志向 走過GBS著書
工作以外，她不忘「服務他人」的志向，去年與朋
友成立慈善機構，為低收入家庭的年輕人提供至少兩
年的體育培訓，助他們發掘潛能。在一個「利益在
前，道德在後的時代」她撇開名與利，追求自己的志
向。她的經歷已收錄於中大特別編制、即將推出的
《尖子日記：走過GBS的旅程》，中大商學院昨舉行
記者會，介紹新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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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學生人
口下降一方面令升中學生更易入讀心儀校，
但另一方面亦令學界面臨收生不足，出現縮
班殺校危機。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昨日回應傳
媒提問時表示，會繼續實行「211」或
「111」的減派方案，以做到「保實力、保
學校、保教師」，並維持26人開兩班的「開
班線」，希望不會出現殺校危機。
吳克儉表示，未來數年學生人口會繼續下調，
但4年後將會上升，故當局將繼續推行「三保」
政策，其中減派措施實行至今已是第二年，當
局會依照原來計劃繼續推行。
至於會否引來縮班問題，吳克儉指「賬面數」
和實際情況常有出入，去年「賬面數」預計要
縮30班，但實際卻只有12班，故當局也要視乎
今年未來至9月為止的實際情況。
今年升中派位有9所學校有殺校危機，吳
克儉則表示，即使是縮班時，如果有26名學
生，學校就可以開兩班，即每班13人，「這
是過渡的安排，令不會有殺校或有老師受到

裁員這兩方面的影響。」
被問及不收叩門生的「君子協定」，吳克儉則指

這是校本管理，由學校和家長之間的互動決定。

科大工學院育通才 報讀增21%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在香港升學，工
程學院對不少港生而言都並非首選，不過，香港科技
大學工學院今年的報讀人數卻較去年增加21%。該校
更「重點推介」3個跨學科課程，讓學生即使入讀工
學院，亦可成為通才，有更廣闊的出路。近年就有相
關課程的學生畢業後就獲投資銀行聘請，也有工學院
畢業生自己創業做老闆。
截至今年5月，科大的工學院獲4,370人報讀，較去

年3,622人上升21%。該校工學院副院長羅康錦指，
他們為了增加學生對該學院的了解，曾舉辦開放日和
夏令營等活動。科大跨學科課程事務處處長周敬流更
「重點推介」3個跨學科課程，分別是科技及管理學
雙學位課程、環境管理及科技理學士、風險管理及商
業智能學理學士。

3跨學科課程 拓畢業生出路
其中科技及管理學雙學位課程可以選擇商科與理科

或工科的配搭，讓學生可成為通才，拓闊自己的就業
市場。剛剛畢業自該課程的梁棣瑜，就過五關、斬六
將，獲投資銀行摩根士丹利聘請。

工學院計算機科學及工程學系學生黃卓琛於去年畢
業，隨後在科大的圖書館開始創業，貪其免費、有冷
氣、上網快，最終成立了「EventXtra」，從一開始的
投票服務拓展至活動管理，包括現場點名、即時製作
名牌、活動後收集意見等，現時已獲政府、活動承辦
商選用，甚至有科技公司透過其應用程式向其他客戶
提供相關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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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歡科研的方爾海認為，凡事應抱「打破
砂盆問到底」的求知心態。 鄭伊莎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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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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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周敬流、梁棣瑜、黃卓琛、羅康錦合力推介
科大工學院的課程。 香港文匯報記者歐陽文倩 攝

■中大商
學院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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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走過
GBS 的旅
程 》 一
書。
馮晉研 攝

■賀維雅基金會獎學金兩位得主賀維雅基金會獎學金兩位得主，，徐慧芝徐慧芝((右右))與與
鄭旭日鄭旭日((左左))與記者分享得獎心得與記者分享得獎心得。。受訪機構供圖受訪機構供圖

■ 吳 秋
北：工聯
會推行全
港中學教
科書回收
及轉贈計
劃，回收
二手教科
書，轉贈
有需要人
士。
馮晉研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