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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車南下幫洗衫 宿舍「屈蛇」同過節 萬元租屋陪讀書

肉緊家長「騎呢招」
陪內地生港升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

陽文倩）現今家長愈來愈

着緊子女，到異地升讀大

學更是家中大事。香港各

高等院校每年取錄逾千名

內地尖子，不少內地家長

都會請假陪子女來港準備

開學，對部分內地公司而

言，有關請假理由更屬

「名正言順」。有港校內

地新生家長直言，如果簽

注許可，願意月花萬元在

大學附近租屋「陪太子讀

書」；有大學舍監則表

示，曾見過一些較為誇張

的個案，如內地生父母在

宿舍「屈蛇」陪子女過

節，也有人遠道由內地駕

車來港，只為替子女洗衣

服。該舍監指，現時不少

人批評新一代欠獨立能

力，未必是孩子的原意，

家長亦有一定責任。

大專生貸款「拖數」呃資助情況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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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馮晉研）大專學生理財意識
欠佳，每年都有不少人一方面獲政府資助或貸款，
另一方面卻要申請破產。學生資助辦事處資料顯
示，過去兩個學年共有超過500名學生貸款人申請破
產，涉款多達2,500萬元。對於有經濟需要學生，學
資處在進行入息或資產審查後會向其發放助學金及
低息貸款，惟部分人卻蓄意漏報資料，2013/14年度
處方的抽查報告尚未完成，懷疑涉及犯罪而需轉交
警方處理的個案已達84宗，較上一年度全年增加逾
一成。學界人士指，部分欠債學生或會由家人「執
手尾」，相信破產數字未能反映全部實情，認為有
需要加強大學生的理財意識。

513人自行申破產 涉款2,548萬
學資處轄下設有5項資助及貸款計劃供大專生申
請，據處方早前回覆本報的資料顯示，截至今年5月
底，2012/13及2013/14兩個學年，合共有513名學
生貸款人自行申請破產，涉及款項多達2,548萬元。
而即使財務問題未至要破產，大專生「拖數」問題
亦頗為嚴重，過去兩年度分別有約1.57萬及1.35萬
宗拖欠還款個案，涉款分別多達2.5億及2.2億元，
情況令人關注。

學資處抽查 揭164宗漏報
現時有經濟需要的合資格大專生，通過入息審查
後可獲發助學金及低息貸款資助，為杜絕虛報，學
資處每年會抽查5%成功申請個案進行家訪核實資
料，並從中揭發不少違法情況。學資處2013/14年
度共抽查3,044宗個案，截至今年6月底已揭發164
宗漏報，至今成功追回369萬元多付的資助。至於涉
及嚴重或蓄意漏報的個案，學資處會轉交警方處理
法，2013/14年度有關疑懷違法個案達84宗，較上
年度的75宗上升12%，有惡化趨勢。

蘇偉文：有學生借貸金炒股

恒生管理學院商學院院長蘇偉文認為，大專生因
理財欠佳而申請破產的個案「一宗都嫌多」。他
指，大部分大專生過往未曾試過一次過接觸大筆借
貸金額，「突然多幾萬元，感覺上很多錢」，卻未
有妥善運用作生活費，部分人甚至用以炒股票。他
又表示，一些學生用盡借貸後無力還款，最後其實
是由家人代還，故學資處拖欠及破產數字未必能全
部反映實況。他認為，大專生花錢應有紀律，計清

楚所需費用的細節，避免過度花費。針對學生理財
的「基本功」不足，他建議由中小學做起，加強理
財意識，例如學習儲起利是錢。
科技大學學務長譚嘉因表示，兩年有數百個破產

個案，相信與個別學生理財不善或家庭原因有關，
但認為按人數比例計不算特別嚴重。他又指，科大
每年都會為新生舉行迎新日，當中亦包括講理財問
題，希望加強學生正確的理財觀念。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李穎宜）不少香港
學生常埋怨學習英文
時重重困難，難以奪
得好成績。15歲的劉
子晴，卻憑着學習記
憶法，加上個人努
力，由去年開始，以
中二生身份越級挑戰
英國會考IGCSE， 英
文和中文科分別取得
B和A；今年5月再戰
英文和生物科，其中
英文科更選擇了專為
英國學生而設的「第
一語言試卷」，結果
兩科均取得A級成績，兩年合共取得3A。香港記
憶總會會長李玉娟指，港生英語水平低落，只因他
們學習的重點不當，現在先學文法的安排會限制學
生的表達能力，故應先訓練聆聽能力，習慣英語語
調，才學生字和文法。
劉子晴自中一學習記憶法，全級排名由120多名

躍升至中三時的40多名，成績大有進步。由於中
二時她已有應考英國會考的經驗，故今年5月她繼
續挑戰英文和生物科，英文科更是挑選了專為英國
學生而設的「第一語言試卷」，程度遠比她首次應
考的「第二語言試卷」更艱深，難度培增但成績反
而飆升至A級。

「拆字法」記生物科艱深詞彙
她昨日分享學習心得時指，「始終先要應付學校

的功課和考試，所以在應考英國會考前一個月才開
始溫習。溫書時間表主要是星期一至星期五放學後
的兩小時。」劉子晴指，自己會以「拆字法」去記
住生物科的艱深詞彙。她透露，以往要花很多時間
做功課和溫習，有時會做到凌晨一兩時，但學習記
憶法後，令她增強了對學習的興趣，找到有效的學
習方法，甚至愛上了背誦英文詞彙，平均一天會背
誦大約20個生字。

「掛鈎法」文字化圖像助記憶
香港記憶總會會長李玉娟指出，學習英語不是難事，視乎

學習方法。她鼓勵學生可利用獨特的記憶法去提升對學習的
興趣，例如使用「掛鈎法」，以八大行星次序為例，順次序
代入頭髮、眼睛至腳部等身體部位去掛鈎聯想，此外，同學
亦可運用左右腦聯想法，把文字圖像化，也可幫助記憶。

中大醫學院首辦「白袍禮」迎新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穎宜）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昨日為
近200名新入學的醫科生舉行首屆「白袍典禮」，象徵着醫
學生不僅是一個學生，更是未來的醫生。各人在醫學院院長
陳家亮帶領下宣讀誓詞，承諾竭盡所能醫治病人，並要有良
好的醫德，為社會作出貢獻。
中大醫學院今年成立全港首間由醫學院管轄的跨學科「生

命倫理中心」，並由本學年起將「生命倫理」課程列為必修
科目，探討生物科技對社會和醫療系統的影響，期望引導學
生從多角度思考有關醫療、公共衞生、臨床研究的道德、社
會和法律問題，裝備新一代的醫療工作者迎接未來的挑戰。

沈祖堯鼓勵學生緊守原則
中大校長沈祖堯出席典禮時表示，白袍典禮是醫學生的人

生轉捩點，他鼓勵學生緊守自己的處事原則和價值觀。就近
年醫療事故消息不絕，專責處理醫療事故聆訊的香港醫務委
員會主席兼卓敏外科講座教授劉允怡提醒學生，醫生有責任
將病人的權益放在自己利益之上，他更笑言希望將來不要在
聆訊場面上與學生們碰頭。

■劉子晴計劃於2015年
報考英國會考的數學和經
濟科。 李穎宜攝

耀中副校監：先教家長防「港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穎宜）

剛於本月加盟耀中教育機構，擔
任 副 校 監 的 田 諾 文 (Norm
Dean)，本身是擁有30多年教育
經驗的國際教育專家。對於香港
的「怪獸家長」問題，田諾文指
明白他們背後原因均是源於愛錫
子女，不過要好好培養孩子，應
先教育家長，讓他們知道讓子女
自由發展和學習的重要性。同
時，他寄望耀中能繼續多元發
展，為學生提供優質的國際教
育。
來自澳洲墨爾本的田諾文，一

直醉心教育工作。有30多年教育經驗的他，曾於澳洲、中東等
地區工作。田諾文所接觸的層面甚廣，有做老師的前線工作經
驗、有任職校長管理學校的經驗，熟悉各地教育的發展。
多年來，田諾文積極投入國際學校學術研究工作。他表示國

際教育模式是個有趣的概念，核心是要讓學生和老師明白國際
教育的價值觀，透過課程內容讓學生擴闊視野，面向世界。

刺激智能發展 更勝灌輸知識
當被問及對香港怪獸家長的評價，田諾文表示，明白很多

家長是出於愛錫子女才會為他們安排一系列的課外活動，要
紓緩問題，他建議先要教育家長，令他們放手讓子女自由發
展。他以自己教導兩個女兒的經驗作例子，分享指在女兒小
時候會讓她們嘗試和接觸各類的事物，以刺激孩子的智能發
展，這比灌輸知識重要。他鼓勵香港家長多留意子女的身心
發展，陪伴他們成長。
剛到香港的田諾文表示，對香港的印象很好，覺得香港人

都很友善和樂於助人，希望能融入這個多元的國際城市。對
於耀中未來的發展，他期望與同事通力合作，繼續帶動學校
多元發展，令學生能在一個優質的環境下學習和成長。

■田諾文希望透過國際教
育課程讓學生擴闊視野。

李穎宜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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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大畢業生辭職 騎行千里籌款助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為了協助內地農村地

區學校的學生改善學習環境，以及體驗西藏的宗
教、文化和生活，於嶺南大學畢業一年的劉瑞龍，
毅然辭去工作，從湖南省開始35天的「騎行助學、
義踏千里」之旅，希望可以為「閱讀．夢飛翔」文
化關懷慈善基金籌得最少20萬元。途中他需要翻越
14座海拔超過4,000米的大山，其中東達山和米拉山
埡口更高達5,000米，絕對是體力及毅力的挑戰。
劉瑞龍是嶺南大學哲學系畢業生，之後任職市場
推廣主任。他於昨日的記者會上表示，這次隻身騎

單車，由湖南經四川入西藏的構思，源於大學時期
多次回內旅遊的體驗，加上本身在大學讀哲學，特
別對西藏人民的虔誠信仰感到很好奇，所以決定親
自去西藏體會當地文化。

「夢飛翔」基金內地建176圖書館
為了令這次騎單車活動更有意義，劉瑞龍聯絡上

「閱讀．夢飛翔」文化關懷慈善基金，獲同意可為
該基金籌款，以支援內地的學生。基金於2009年成
立，主要是透過推動閱讀計劃，培養學生的閱讀習

慣和興趣，擴闊其眼界，推動孩子尋找個人的夢
想，至今已為內地176所學校建立圖書館。劉表示，
今次活動的另一協辦機構為嶺大服務研習處，他正
是透過服務研習處舉辦的實習及義工計劃，令他更
有信心投入義工服務的。

路線逾3,000公里 料需時35天
是次「騎行助學、義踏千里」籌款活動，將於本
月15日舉行，劉瑞龍會在湖南省湘西古丈縣出席由
湖南省統戰部舉行的起步儀式，然後騎單車探訪基
金在該區的5所學校，之後隨即騎單車經川藏線，到
達終點西藏拉薩，騎行路線全長3,000多公里，預計
35天完成。

學資處5項計劃貸款人破產情況
資助計劃 2012/13學年 2013/14學年

（截至2014年5月31日）
破產個案 涉及款額 破產個案 涉及款額

資助專上課程學生資助計劃 26宗 99萬元 12宗 81萬元
專上學生資助計劃 28宗 176萬元 20宗 81萬元
全日制大專學生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 20宗 84萬元 13宗 69萬元
專上學生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 34宗 331萬元 22宗 271萬元
擴展的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 192宗 783萬元 146宗 573萬元
總數 300宗 1,473萬元 213宗 1,075萬元
資料來源：學生資助辦事處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鈺

每年的8月、9月都是大學新生的
入學季節，但近年家長陪同開學

的情況，不論本地生或內地生都愈趨
常見。隨各港校非本地生上月下旬起
陸續報到，大學校園內可以見到提着
大包小包的內地生及內地家長，四五
箱日用品行李外，有人甚至自備「私
家」床褥入宿。

帶私家床褥 喜家人陪伴
來自青海的祁同學，早前就在父母
和妹妹的陪伴下，一起踏入香港中文
大學的校園。祁先生指，兒子第一次
離開家裡，對整個家庭而言都是大
事，所以希望可以陪兒子開學，並順
道看看中大環境。為了兒子開學，他
更特地請假，「我們屬於『落後省
份』，孩子能考到中大不容易，單位
都會讓我們請假。」
此外，他更帶備「私家」床褥，讓
兒子入宿，「聽說宿舍的床墊是別人
用過的，畢竟他一住就是四年，自己
買一張也合理。」祁同學亦對家人的
陪伴感到高興，「第一次來到新環
境，一個人多孤獨啊。」

來自浙江的徐先生、徐太太亦陪着
兒子抵港到中大準備開學。同為教師
的他們表示，由於自己也放暑假，對
中大又有好奇心，反正閒着，就決定
一家人來學校看一看，預計留兩三
天，之後就讓兒子獨立生活。

不同住 盼有集體校園生活
不過，也有內地家長希望讓子女獨

立生活之餘，自己亦能作一定的陪
伴。上月底到香港城市大學參加內地
家長講座的李女士表示，自己是自由
工作者，如果簽注許可，也願意月花
萬元在學校附近租屋，香港、北京兩
邊走，偶爾也能看看女兒，「不過我
不會和她一起住，因為也希望她有集
體的校園生活。」

新一代欠獨立 家長有責
中大紫霞樓舍監林漢明表示，自己擔
任舍監多年，感到近年的家長，不論本
地或內地在校園出現的頻率都較以往為
高，學生的獨立性也略有減弱，偶爾會
出現家長代子女出頭的情況。他更表
示，曾見過有家長於新年時於宿舍「屈
蛇」，希望陪子女過節，也曾見過有家
長擔心子女不懂得操作洗衣機，特地從
內地駕車來港，只為替子女洗衣服，
「面對這樣的情況，我會向他們解釋學
生住宿舍的意義，也會要求他們遵守宿
舍規則。」
他表示，現時不少人批評新一代欠獨
立能力，未必是孩子的原意，有可能是
家長過於緊張，故家長亦有一定責任。

■ 蘇 偉 文
指，學生無
力還款，多
由家人「執
手尾」，相
信數字未能
反映全部，
建議加強學
生的理財意
識。
資料圖片

■譚嘉因表
示，2年有數
百個破產個
案，相信與
家庭原因或
者個別學生
理財不善有
關，但人數
比例仍屬偏
低，不算特
別嚴重。

馮晉研攝

■■李女士李女士（（白衣白衣
者者））表示表示，，如果如果
簽注許可簽注許可，，願意願意
月花萬元在學校月花萬元在學校
附近租屋附近租屋，，香香
港港、、北京兩邊北京兩邊
走走。。

歐陽文倩歐陽文倩攝攝

■■有內地家長甚至帶備有內地家長甚至帶備
「「私家床褥私家床褥」」讓子女入讓子女入
宿宿。。 歐陽文倩歐陽文倩攝攝

■祁先生（右一）表示，青海屬於「落後省
份」，孩子能考到中大不容易，所以單位都會讓
他們請假陪孩子開學。 歐陽文倩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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