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關同學(右)表示，新教科書「都幾貴」，會善用
書本，認真抄寫筆記。 莫雪芝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昨日是中一註冊
首天，中學會向新生發放新學年的書單。有書局表
示，教科書來貨成本高企，折扣較去年減少；另本
報收集了約10所中學的書單，發現各校中一全套
課本由2,845元至3,877元不等，一般都要3,000元
以上。據了解，大部分學校均有自編教材，變相減
少買書開支，但家長仍然覺得負擔沉重。
本報收集約10所中學的書單，絕大部分學校的
中一全套教科書均在3,000元以上。其中，新界鄉
議局元朗區中學全套教科書開支達3,877元，當中
一本202元的英文參考書，學生可自行決定是否購
買。部分學校均有自編教材，如仁濟醫院靚次伯紀
念中學全套教科書為3,508元，地理、家政、歷史
和戲劇等4科均自編教材。據了解，名校為操練英
文，除教科書外，會額外要求學生購買聆聽、文法
和寫作等作業，令該科開支大增，但同時亦有學校
只揀一本英文書。

書商來價高 今年只供92折
漢榮書局有限公司董事長石漢基表示，由於書商
來貨只得83折，成本較去年高，故今年書局只能
提供92折，較去年9折的折扣少。他又指，行內一
般只提供95折，而按年計算，其實家長平均一日

只需付出7元。

佛教志蓮多科用自編教材
不少家長和學生昨日攜同書單到書局買書，即將

升讀佛教志蓮中學中一級的鄭同學及其母親表示，
該校的中文、數學、普通話、宗教與倫理、膳食服
務科和視學藝術科均自編教材，故新生只需購買5
科教科書，約為1,000元。
至於將升上伊利沙伯中學中二級的關同學，昨花

了2,590元買教科書，連同「斷貨」的數學書，預

計開支約3,000元，較去年貴100元。關太指，教
科書經常改版，難買舊書，「每年開學都要花一筆
錢。」除了教科書外，其子於暑假參加中英文補習
班又額外花費2,000元至3,000元，開學雜費需約
1,000，有一定負擔。
教育局昨日於「教科書資訊」網頁（www.edb.

gov.hk/textbook）增設「新學年課本供應資訊」搜
索功能，每星期更新各出版社提供的課本供應最新
資訊，以便家長查閱。局方另設「教科書資訊熱
線」3698 3578，供家長就購買課本事宜查詢。

■石漢基表示，由於書商來貨只得83折，成本較
去年高，故今年書局只能提供92折。 莫雪芝 攝

中一全套課本 多校3,000元

去年放榜遲 錯過收生期 今年再申請圓夢

末代高考生自救
迂迴曲折終升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穎宜）一項以文憑試
考生為對象的調查顯示，在完成中學課程後，有
近逾半受訪者會以修讀學士課程為目標，三成會
選擇次熱門的副學位課程，另近8%會選擇就
業。酒店及旅遊管理學為最受歡迎的學科，有
7%受訪學生表示對此有興趣。
優才資源中心於年初以問卷方式訪問了來自38

間中學的4,000名應屆文憑試學生，以了解他們
的升學就業選擇。該中心總監陳偉權表示，近三
成學生會以個人興趣去選擇修讀學科，而受歡迎
的學科，偏向需要軟性技巧，而不需體力勞動，
包括酒店及旅遊管理學、心理學等。至於社會市
場需求較低以及技術性較高的學科，例如宗教研
究以及統計學，就最令學生卻步。

工時長高資歷行業不受歡迎
調查又發現，學生選科的偏好直接影響他們選

擇未來職業的方向，近10%的學生會選擇投身工
商管理行業，其次受歡迎是政府公務員，原因是
收入較穩定；一些工時較長，需要高資歷的行
業，就最不受歡迎。
香港浸會大學人力資源管理學商學士學位課程

副主任葉偉光建議，學校應增加資源及支援，向
學生灌輸正確的選科擇業方向，作出適當的輔
導；同時鼓勵學生在擇業時，不要單從金錢回報
出發，應注重個人興趣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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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穎宜）如何支援視障學生向來是
大專院校需要處理的議題之一。香港失明人協進會最新調查
顯示，逾八成受訪視障學生指學習過程中需要無障礙電子版
參考資料，但有近五成人坦言院校根本無提供足夠的配套，
令他們在學習上遇到不少困難。
有關調查於今年5月至6月期間以電郵問卷形式進行，大

會邀請了24間大學或專上院校提供對視障學生支援現況的資
料，並成功訪問了38名視障學生。香港失明人協進會賽馬會
職教中心諮詢委員會主席何家樑表示，調查結果顯示，視障
生在抄錄筆記、搜尋及運用文獻、使用院校的資訊科技系統
設施時均遇上困難。
大專視障生阿珊(化名)和阿恩(化名)親身講述他們在校遇到

的問題。阿珊表示，學校不了解視障生的需要，難以向學校
申請合適的輔助儀器，相關保養費更需自己負擔。阿恩則指
學校無根據公開考試指引，為視障生提供足夠的考試時間。

協進會促津貼「錢跟學生走」
該會副會長黃俊恒建議，政府向取錄視障生的大專院校按

人頭發放現金津貼，以「錢跟學生走」的原則調配資源，讓
學校提供多元化的支援服務。

調查揭院校欠配套
視障生學習遇困難

■黃俊恒(左)建議政府以「錢跟學生走」的原則調配資源，有
效支援視障學生的需要。右為何家樑。 李穎宜 攝

■優才資源中心總監陳偉權(右二)表示，有近三成學生會以
個人興趣去選擇修讀大學學科。 李穎宜 攝

據了解，大學非聯招早於5月、6
月考慮收生，學額佔總學額不

足兩成，而去年的末屆高考補考成績
延遲了1個月至7月30日才公布，結
果因為學位額滿，惹起不少高考生的
強烈不滿及社會關注。結果27名奪A
重考生成立了「末代高考生自救組」
要求政府提供協助，洪偉傑和吳沛聰
便是自救組的成員。

洪偉傑中文奪A「英獨肥」
洪偉傑在2012年高考的中化、中
國文學和中史均勇奪A級佳績，但獨
是英文「肥佬」，令其大學夢落空。
在中學老師的鼓勵下，他遂修讀城市
大學中文系副學士課程，同時重考高
考英文科。
經過1年奮力惡補英語，去年總算

合格，並報讀浸大、中大和嶺大的中
文系，但卻連一個面試機會也沒有。
其中，浸大當時回覆傳媒查詢時，承
認洪的高考英文成績來得非常遲，校

方接獲其重考成績資料時，學額已
滿，故未有取錄。

考6次高考 吳沛聰入政治系
至於累積兩年在世史和中史科考獲

A的吳沛聰，因連續5年高考英文不
及格，被迫於去年應考第六次高考。
他認為「在哪裡跌到，就在哪裡站起
來」，故拒報任何副學位或高級文憑
課程，多年來堅持半工讀，餘暇操練
英文。去年高考英文終於過關，卻同
樣沒有大學面試機會，十分徬徨。

自救組多人棄升學投身社會
為求學位，去年一批自救組成員四

處請願求助。洪偉傑表示，據他了
解，自救組現時僅3人獲大學取錄，
而其餘不少人已放棄升學夢想，選擇
投身社會。他批評指：「政府去年完
全無考慮推遲一個月公布成績，對我
們造成多大的影響！」吳沛聰亦不滿
考試制度的不公平，導致不少人「有

成績，但無書讀」。
今年，洪偉傑憑着3A及英語過關

的高考成績，及副學士GPA達3.5分
的表現，並通過中大的入學面試，獲
中文系取錄，新學年入讀三年級。回
望過去2年在城大修讀中文副學士，
洪偉傑指：「這兩年並無白費，身邊
的同學為了升讀大學，都抱着『不成
功，便成仁』的心態，學習氛圍很緊
張，也推動我努力學習，獲益不

少。」對於終獲大學取錄，他慨嘆
指：「大學夢無遲來，只是比較迂迴
曲折而已。」他更期望大學畢業後當
教師，向學生分享有關經歷，勉勵他
們別輕易被挫敗擊倒。
獲中大政治與行政系取錄的吳沛

聰，今年已經26歲，新學年即將入讀
一年級，開展遲來的大學夢。放眼將
來，他稱對學術研究有興趣，未來亦
會積極提升英語水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高級程度會考去年已是最後一屆

舉行，但7月底的放榜日，讓重考生錯過了5月、6月大學非聯招

的收生期，結果部分成績優異者均被大學拒諸門外，分別考獲3

優、2優且終於取得英文科及格的洪偉傑及吳沛聰就是當中的犧牲

品。幾經波折，兩人今年再申請非聯招，結果洪偉傑考入中文大

學中文系三年級，有望與同屆中學同學同步畢業；而應考了6次

高考、今年26歲的吳沛聰，亦考入中大政治與行政系一年級。回

望這段升學歷程，洪慨嘆指，自己的升學路「比較迂迴曲折」，

但終能實現，讓他興奮不已。

■■洪偉傑獲中文大學取洪偉傑獲中文大學取
錄錄，，新學年將入讀中文新學年將入讀中文
系三年級系三年級。。 鄭伊莎鄭伊莎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
倩）世界級名校美國芝加哥大學
布思商學院（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Booth School of Busi-
ness）今年從新加坡移師香港，
為其亞洲區校舍落戶，果然成功
吸引到更多人報讀其行政人員工
商管理碩士課程（EMBA），數

字較去年上升5%至7%，當中來
自香港的學生由 3人增加至 18
人，內地生則由 5人倍增至 11
人。該校亞洲執行總裁Richard
Johnson表示，遷校是一個大舉
動，亦是一成功的舉動。
由於EMBA課程「一哥」Kellogg
科大EMBA亦在香港，競逐優秀生

源在所難免，Richard Johnson亦坦
言，部分報讀該校的學生也的確有
報讀科大課程，但校方歡迎競爭，
「看到香港成為高質素的MBA和
EMBA課程中心，我認為這對大家
都有好處」。今年該校港區錄取了
86個學生，平均年齡為38歲，88%
為男性，平均工作了13年。按人數
多少依次排序，最多學生居於新加
坡、香港、內地、韓國及日本。

芝加哥布思商學院亞洲校棄星來港

由於早已預
知文憑試成績
不太理想，所
以我早已選擇
台灣升學，因
當地有很多大

學，也可以讓我學習獨立。初時
考慮報讀甚麼學系時，我一度苦
惱，後來聽過家人與朋友的意見
後，決定申請弘光科技大學餐旅
管理系，並展開了我在台灣生活
的第一步。
出發台灣那天，心情複雜，雖然

我是一個堅強的人，但始終第一次
離鄉背井，難免有些忐忑。抵台後，
晚上我到達屬於我的單人宿舍，突
然開始很想念家人，只好透過電腦

和電話跟家人聯繫。當時的我，很
想回港生活，但後來習慣了，就喜
歡上台灣了。

普通話教學無難處
學習方面，初時的確有些不習

慣，但適應後，普通話教學其實
也沒甚麼難處，只要多聽、多講
便行；加上台灣人十分熱情友
善，不懂的話，問老師、同學，
他們很樂意提供幫助。另一個困
難是選科，每個系都有選修科，
要修滿指定的學分才能畢業。起
初我對如何選科一竅不通，例如
必須修滿多少學分、系內外課程
為何等，後來獲得老師和同學的
解答，便明白了。

生活指數比香港低
生活方面，台灣跟香港十分不

同，香港生活節奏很快，台灣則
較慢。安頓後，我覺得台灣的生
活比香港好，不用甚麼也趕，壓
力也較小呢。此外，台灣的生活
指數比香港低，一碟炒飯也不用
10港元。
來台灣已差不多一年了，我已
十分習慣這裡的生活，也學會了
獨立。在生活和學習上遇到的困
難，都有朋友幫助而逐一解決
的。接下來，我會好好享受我的
大學生活。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朱梓豐 台灣弘光科技大學餐

旅管理系一年級生、將軍澳香島
中學2013年畢業生

台灣求學 學會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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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
莎）英語對不少學生而言，
是阻隔他們殺入大學的大

山，要攻克並不容易。應屆文憑試考生黎倩婷，小四由內
地來港時不懂英語，但她善用每天回校的10分鐘步程，邊
走邊溫習，短短數個月內，已追回學習進度，擢升至精英
班，順利考入名校。升中後讀書壓力沉重，她幾乎壓力爆
煲而輕生。在朋友鼓勵下，她重新振作，還積極做義工，
以過來人身份替新來港兒童補習。放榜在即，她形容文憑
試是破釜沉舟，有信心可升讀大學，首選是工商管理課
程。

小四僅會26個英文字母
小四時，倩婷從內地來港插班，僅會26個英文字母，與

本港學校的要求相差甚遠。第一次英語默書，事前已努力
把生字表背熟，但卻聽不懂老師朗讀的句子，分數不合格
令其大受打擊。不過，老師在默書簿以中文寫道：「老師
知道你可以做得更好，加油！」助她重拾信心。

每天步行10分鐘背誦詞語
自此倩婷奮力學習英語，善用每天步行回校的10分鐘路

程，溫習課本、背誦詞語；每天又將功課的錯處重新複習
至完全明白。數月後，其英語成績已突飛猛進，小五更入
讀精英班，中學順利考入嘉諾撒聖瑪利書院。不過，面對
中學全新的學習模式，以及家人對她的高要求，令她大受
壓力，多次萌生自殺念頭。

無形壓力爆煲 幸朋友開解

她解釋指，身為家中的長女，父親對她的要求不斷提
升。倩婷雖明白父親對她的要求，只是為了讓她更進一
步，但這些無形的學習壓力，令她瀕臨「爆煲」。幸得到
朋友的開解，助她重新振作，走出困境。
走出陰霾的倩婷，也不忘參加義工活動，為新來港兒童

免費補習、協助少數族裔孩子適應生活，「做義工的經歷
讓我明白，社會有很多人也面對不同的艱難，而這些艱難
其實可以克服，不應該貿然放棄性命。」為表揚倩婷勇敢
面對逆境，並勇於助人，去年青協向她頒發「黃寬洋青少
年進修獎勵計劃」獎學金，以示嘉許。她表示，會以積極
正面的心態迎接放榜，也有信心可以升讀大學，盼修讀心
儀的工管課程。

內地生速學英文 破釜沉舟料升大

■倩婷去年參加學友社傑出中學生領袖選舉的四川交流
團。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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