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睇課程選課利人利己 申讀雙學位獲看高一線

入讀劍橋大學 收費未必貴

貪方便寫個App
科大生變公司主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做一件

幫助大家的事，有時受益最多的可能會是

自己。在香港科技大學修讀科技及管理學

雙學位課程的三年級生鄧振業（Roy），

就設計了「HKUST Course Cat」（科大

課程目錄）的應用程式（App），幫助大

家選課時可隨時在手機翻看課程資料，至

今累積約 1,500 個用戶。這項「義務工

作」不單令他在申請修讀雙學位時脫穎而

出，亦因此而被賞識獲邀加盟由科大生創

建的公司工作，成為公司的Android開發主

管，更憑優異表現獲得公司股份。

郭炳湘獎學金支持港生讀牛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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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收到不少讀者來信查詢，他
們很想知道就讀劍橋大學的費用。
有人覺得，讀劍橋的費用一定很高
昂，但其實其收費與其他英國大學
的收費相若，甚至更便宜。

文科整年學費約20萬港元
在英國升學，國際生需要比本地生付較高學費。與香

港的大學不同的是，收費是根據所讀科目而定。以劍橋
為例，文科、人文和社會科學科的費用最低，整年學費
約20萬元(港元，下同)；數學約22萬元；建築、地理、
音樂約26萬元；科學、工程學、心理學約30萬元；醫
科和獸醫是最貴的，需要48萬元。除了這兩項醫科外，
所有學位都可在3年至4年內完成。
除了學費外，還有其他費用。每名劍橋學生都隸屬
一所書院，所有國際生均需要支付書院費，用作教

育、清潔等服務，由每年7萬多元至8萬多元不等。
住宿費約25,000元至60,000元，因應房間大小及設施
而定。電費方面，有些書院根據用量收費，有些則收
取固定費用。此外，學生還需要支付宿舍的廚房設備
費用，每年5,000元至7,000元。

日常膳食可選自己下廚
在日常膳食方面，飯堂每頓飯約50元，當然也可
選擇自己下廚。交通方面，大部分學生以單車代步，
購買一部單車約需千多元，但也可選擇購買二手單
車。若住在市中心或上課地點附近，更可走路。其他
雜費包括購買文具、列印、書院的formal dinner（正
式晚餐）等。所以費用多少，視乎自己的生活方式。

成績優異港生可申獎學金
總括來說，每年大概需要40萬港元至60萬港元。在

香港，成績優異的學生可申請留學獎學金，包括由香港
劍橋畢業生提供的Prince Philip Scholarship、由怡和基
金設立的Jardine Scholarships 、政府的Sir Edward
Youde Memorial Scholarships for Overseas Studies 。各
計劃的截止申請日期都是在申請英國大學聯招（UCAS）
的前後，而且競爭頗激烈，需要面試。
值得留意的是，各計劃均有一定的條件規限，例如
某些獎學金規定學生入讀指定的書院。以上獎學金的
評審準則是學術成績和對科目的熱誠，但個別書院亦
設有助學金，供經濟困難的學生申請，所以有能力且
有意赴劍橋升學的學生不妨嘗試報讀。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高文懿（Jennifer） 英國劍橋大學心理學系三

年級生
作者簡介：香港中學會考後赴英就讀兩年寄宿學

校，2013年暑假開始協助運作由劍橋學長組成的
Bridge Education，致力幫助港生報讀英國大學。電
郵：jennifer@bridge-education.com.hk。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新地前主席郭炳湘
前日成立了「牛津大學郭氏本科生獎學金」，並將於
明年10月起，每年向兩名來自香港與內地的卓越學
生提供全額獎學金，款額由150萬至200萬港元不
等，以支持他們在牛津大學讀書的本科學費與生活
費，期望學生承諾畢業後回港或內地的公營機構任
職。郭炳湘表示，本港社會需要更多具國際視野的人
才投身政界，希望藉此獎學金，為香港培育更多優
秀、具潛質的政界人才。
牛津大學校長賀慕敦與郭炳湘上周六（9月13日）在
香港四季酒店舉辦牛津大學本科生郭氏獎學金簡介活
動，向逾百名本港及非本地中學校長、輔導教師與學生
介紹牛津大學的本科教育現況，以及申請獎學金的詳細

內容。其後，賀慕敦與郭炳湘參與設立獎學金的儀式。

須承諾回港任職公營機構
賀慕敦介紹指，獎學金要求文憑試考生須於3科選
修科目，最低考獲5級成績，並於數學科考獲5*或以
上。至於應考國際文憑課程（IB）的學生須最少考獲
38分。他指校方會根據學生的學術成績、經濟狀況作
首要考慮，學生亦須承諾完成學業後，會返香港或內
地的公營機構任職。有興趣的學生可於今年10月15
日前報讀牛津的本科課程，再申請獎學金。而獲頒獎
學金的學生可選擇主修PPE（哲學、政治及經濟），
或其他與公共事務有關的課程。
牛津大學發言人補充指，該校深受本港學生歡迎，

目前已有104名港生就讀，其中60人為本科生。賀慕
敦表示，「希望通過郭氏基金，吸引更多有才華、優
秀的，且不論經濟背景的香港學生來到牛津。」

郭：若違諾不會要求「回水」
對於學生須承諾畢業後返港或內地的公營機構工

作，郭炳湘解釋，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需要具宏
觀國際視野的人才，「尤其是政治人才，更需要他們
了解世界發生了什麼，將在外國所學、所見的帶回香
港或內地，貢獻社會」。至於公營機構的定義，他舉
例指政務主任、二級行政主任，或在公營機構如港鐵
任職也可。不過他坦言，即使學生畢業後未有在公營
機構工作，也不會叫學生「回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俞晝 杭州報道）香港
中銀國際副董事長林廣兆與金龍科技集團董事局
主席胡國贊日前向浙江大學教育基金會捐贈
1,000萬元人民幣，設立專項獎學金支持有志投
身國防事業的研究生出國深造。
胡國贊在捐贈儀式上表示：「我在新聞中看

到中國的航天航海國防事業落後發達國家十幾
年，心裡很不服氣，希望這筆捐贈能幫助浙江大
學設立重點教育培養基地，加強對航天航海工程
師的培養，開展國際交流。」
根據捐贈協議，該專項獎學金將於每年11月
評選出10名有志於國防事業的理工科研究生，
每位給予10萬元人民幣，資助其出國深造，浙
大獎學金評審委員會負責組織評審。林廣兆謙虛
地表示：「我跟胡國贊先生都認為，十個裡面能
成功三個，我們就很光榮了。」浙江大學黨委書
記金德水表示，「廣兆獎學金」和 「國贊獎學
金」為培養師生而設，將鼓勵更多學生投身國防
事業，浙大也將以培養更多優秀人才作為對捐贈
者的回報。

徵稿啟事

教育
專版

教育版9月推出全新的《學界好人好事》及
《綠色校園》專版，為學界提供互動分享平
台，歡迎全港學校踴躍投稿，讓社會一起認識
關愛校園和環保教育工作。徵稿細則如下：
《學界好人好事》：
專門報道學界的各種勵志感人故事，例如刻

苦奮進、見義勇為、扶貧助弱及無私奉獻等。
《綠色校園》：
分享學校環保教育的妙法，例如推廣循環再

造、校園綠化、節約能源以至轉廢為能等。

各校可將相關資料及相片（如有）電郵至
edu@wenweipo.com，並須提供聯絡方法（包
括姓名、電郵、電話、所屬機構及職銜），編
輯部收到後會先作甄選，獲選者有機會被邀請
接受訪問，內容將刊於兩大專版內。

■林廣兆、胡國贊向浙大捐贈1,000萬人民
幣。 俞晝 攝

新家園協會
育精英推共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穎宜）新家園協會昨日假香島專
科學校舉辦「世茂新家園精英培養計劃」簡介會，計劃面
向全港大中學生，包括本地、新來港及少數族裔學生，旨
在幫助青年學生建立廣闊的社會平台，激勵他們在獲得優
異成績的同時，關心並服務社群，推動社會共融。
新家園協會董事會會長許榮茂從今年起，設立全新的

「世茂新家園精英培養計劃」，計劃包括：「傑出中學生
獎」及「傑出大學生獎」，大會將評選出500位傑出中學
生獎獲得者，每人可獲4,000元；10位傑出大學生獎獲得
者，每人每年可獲獎金20,000元，持續4年，合共80,000
元。除傳統的獎金部分外，計劃更提供暑期實習、企業考
察團、義工服務等機會，亦為有理想、有能力的獲獎者提
供創業種子基金。

非單純派錢 推系列活動
新家園協會權益及福利部主任梁秉堅表示，「計劃希望

一改過往獎助學金單純派錢的概念，通過中學至大學的全
面跟進及一系列活動，激勵他們追求卓越、樹立遠大目
標，同時不忘關愛社群、回饋社會。我們希望該計劃可令
中學生全面成長，大學生邁進新里程。」

葉劉淑儀楊潤雄等任評審
計劃評審委員會由新家園協會顧問委員會主席、香港大學

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教授梁祖彬擔任主席，立法會議員
葉劉淑儀、教育局副局長楊潤雄等則擔任評審。計劃截止日
期為下月3日，有興趣人士可瀏覽新家園協會網站了解詳情。

■梁秉堅表示希望學生透過計劃，能夠得到更全面的發
展，將來回饋社會。 受訪機構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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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
倩）隨着新科技的興起，走得
最前的年輕人亦開始有了一展
所長、甚至創業的機會。到底
是不是一般人都能學會寫手機
應用程式呢？Roy表示，從小開
始已經有相關的研究，學起來
自然快，但即使從零開始，現
時亦有不少網上教學，可讓普
羅大眾學到扎實的基本功。
Roy表示，自己從小就喜歡研

究電腦，覺得很好玩，中一、
二開始就自己寫網頁，主要都
是透過網上自學電腦知識，
「這些是可以自學的，不算很
難。」至中五、六時，網上開
始有平台分享源代碼（Source
code），Roy亦開始研究別人怎
麼寫，自己再加以更改，製作
自己的網站。有了這樣的基
礎，到中六開始學寫應用程
式，也就比較「快上手」了。
也因為如此，大一時學的東西
對他來說「太基本」，讓他可
抽出更多時間，專注於其後的
Android程式開發上。

YouTube有「良師」
對於有興趣想學寫應用程式

的人，Roy亦有一些建議，「我
身邊也有朋友完全不懂得寫程式，也可
以慢慢學。由最簡單的開始學起，用一
個月做同一樣的事情，一直做下去，總
會學得懂。」他表示，只要上YouTube
搜 索 「Android」 和 「tutorial （ 教
學）」，也可以找到一堆教材，「有個
叫Treehouse的外國網站，不錯的，但
要付費，但基本上能幫助大家掌握最基
礎的知識。」

製作該應用程式的初衷，Roy說得很簡單︰「大一當
時想選課，於是看課程資料，覺得用學校網頁很麻

煩，想着如果在手機也能看就好了，於是就開始寫應用程
式。」他表示，整個程式一開始比較簡陋，後來才開始越
弄越漂亮，還找了做設計的朋友幫忙設計標誌。用了不少
心血，但Roy卻沒有主動宣傳，只是透過社交網站、「朋
友搭朋友」地傳開去，「好用自然會有人用」。

交流心得 拓展人脈
由於科大的課程資訊網站曾作更改，連帶Roy的程式亦

要更新，他曾經也想過不如就此作罷，「但想不到有不少
人傳電郵來給我，讚這個應用程式好用，還鼓勵我要堅持
下去。」也有其他人約他吃飯聊天，交流寫應用程式的心
得，「有畢了業的學長，也有科大的同學，這令我感到很
意外，沒想到會因此認識了這麼多人。」

心血無白費 獲其他回報
於是，Roy不但堅持營運，還「加碼」，決定設立網站
版。雖然這個網站是建立於免費平台之上，Roy亦精挑細
選不同的伺服器，前後找了4個來做測試，「不同時段都
上去看看網站的表現，看看會否負荷不了，又或者指定時
段速度尤其慢等，花了一個月時間，才找出自己認為最穩
定的一個。」

或許很多人都不明白為何會有人做這種「沒回報」的
事，但事實卻是他付出的努力並無白費。Roy認為，自己
整個科大生活都和「Course Cat」有關，例如能讀雙學位
課程，「一般而言，雙學位課程都要求學生GPA（成績
平均績點）有3.7或3.8分，但我只是大約3分，面試時教
授問我有沒有其他成就，我就說了這一項，感覺當下都為
他們留下頗深印象。」

「無薪」做一年 原來有股份
此外，這個寫Android應用程式的經歷，也為他找來了

一份全職工作，就是投入由科大生創業的Sensbeat工作，
並於大二時就成為了該公司的Android開發主管，「當時
有意創辦Sensbeat的同學希望找懂得寫Android的人，找
了幾位朋友，然後輾轉才找到我。」作為學生創辦的公
司，一開始自然沒有甚麼錢，更不用談盈利，Roy亦是抱
持着之前寫應用程式的服務精神去做，沒有任何薪金地工
作了一年，「當時大一，時間較多，又沒有太計較金錢，
看到對這樣東西有興趣，所以就照做，後來才知道他們原
來有計股份給我呢，哈哈。」

■■鄧振業設計了鄧振業設計了「「HKUSTHKUST
Course CatCourse Cat」」應用程式應用程式，，
幫助同學選課時可隨時在幫助同學選課時可隨時在
手機翻看課程資料手機翻看課程資料。。

歐陽文倩歐陽文倩攝攝

■■郭炳湘郭炳湘（（左左））與與
賀慕敦簽署成立本賀慕敦簽署成立本
科生郭氏獎學金科生郭氏獎學金。。

鄭伊莎鄭伊莎攝攝

■逾百名本港及非本地中學的師生出席牛津大學郭氏本科生獎學金簡介會。 鄭伊莎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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