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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非
「霸氣媽」
：
無資本別來港讀書

指為幼兒擬沙田置業 淡定稱折算人幣數百萬「不覺負擔重」
李穎

■ 全港幼稚園統一註冊昨起一連
三日進行，
三日進行
， 家長紛紛到心儀學校
以學券為子女註冊。
以學券為子女註冊
。 圖為北區鳳
溪幼稚園註冊情況。
溪幼稚園註冊情況
。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宜）全港學券制幼稚園今年起實
施統一註冊日安排，昨日為註冊
日首天，學校未見人龍，家長普
遍滿意新安排，認為有足夠時間
選校。有排頭位註冊的雙非家長
透露，替孩子報了 10 間學校，

■排頭位的雙非家長盧小
姐認為「無資本都唔好來
香港讀書」。 李穎宜 攝

最後在兩校中選出「最愛」。未
來她擬在港置業安頓孩子，並已
早做好儲蓄準備；家境不俗的她
坦言：「無資本都唔好來香港讀
書」，希望香港的優越環境，令
兒子將來生活有保障。

位

於上水的鳳溪幼稚園一直深受內地與
港人家長歡迎，每年派表時間都會出
現「排大隊」的情況。

■居於深圳的雙非家長羅
小姐表示有意在港置業，
但嫌「樓價貴、租金
貴」。
梁祖彝 攝

鳳溪首日註冊未見人龍
至於昨日首天的統一註冊日，校方早上 9
時正開始辦理註冊手續，門外只有約 10 名家
長在外等候，未見有人龍。
排頭位的雙非家長盧小姐擔心龍年效應，
擔心孩子不獲取錄，故一口氣報讀了十間北
區及大埔的幼稚園，其中鳳溪及粉嶺的學校
發出了取錄通知，她思前想後，決定入讀鳳
溪。昨日她於早上七時半過關到校，「想體
驗一下小朋友跨境的生活。」對於香港的教
育，她充滿信心，「香港教育及就業好，將
來又方便出國。」
她家住深圳褔田，盧小姐考慮在兒子上小
學時會在沙田區置業，被問到現時沙田第一
城有單位以 900 萬元成交，她平淡表示，這
折算人民幣才幾百萬，並未覺負擔沉重，又
認為「無資本都唔好來香港讀書」。
另一雙非家長羅小姐只報了鳳溪，幸好孩
子獲得取錄。本身住在深圳的她亦指會考慮
在港置業，但「樓價貴、租金貴」都是考慮
因素之一。

港媽滿意註冊日安排
本地家長劉小姐，昨亦帶同女兒註冊。本
身住粉嶺的她，替孩子報了 4 所學校，全部
獲取錄信。她指「百發百中」的關鍵在於女

■上水鳳溪幼
稚園昨晨未見
有人龍出現，
有人龍出現
，
只有十多名家
長在門外等
候。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李穎宜 攝
兒有禮貌、乖巧，又能回答老師問題。就今
年幼稚園實施「無限派表」及註冊日安排感
到滿意，「以往我曾幫親戚排隊拿表，足足
花上一小時，太不化算了。」另一本地家長
盧先生亦為兒子報讀 5 間幼稚園，成功獲一
校取錄。因工作關係，盧先生一家家住東
莞，為方便兒子上學，他計劃下月舉家搬回
香港。
鳳溪行政總裁馬紹良表示，校方特別安排

■港人家長盧先生因工作
關係居於東莞，為方便兒
子上學，計劃下月舉家搬
回香港。
梁祖彝 攝

較多櫃位去協助家長辦理註冊手續，故預計
3 天註冊日都不會出現人潮。另外，上水惠
州幼稚園（分校）校長黃淑珍亦表示，校方
昨午才開始註冊，剛開始時都要排隊，但都
能陸續辦好手續。
另一位於九龍區的協恩中學附屬幼稚園，
亦未見有家長排隊辦理註冊手續。有老師透 ■港人劉小姐無特意為女
露，學額只有 60 個，所以預計不會出現太多 兒報讀面試班，而是靠自
家長同一時間到場。
己平日訓練。 梁祖彝 攝

平機會批 25校拒落實反性騷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學界性騷擾情況近年
深受關注，平機會最新的調查顯示，全港近九成學校
已經制定「反性騷擾政策聲明」，接受培訓的教師佔三
分之一，較以往進步。但該會反性騷擾運動工作小組召
集人謝永齡指，至今仍有部分學校表明不考慮行動落實
反性騷擾工作，批評該些學校管理層「入錯行」，令人
徹底失望。平機會指，教育當局應考慮於通識課程加入
反性騷擾相關的議題，提升師生的意識。

訪 6000 學生 一半涉性騷擾
謝永齡昨引述教育學院去年調查指出，全港近6,000
名受訪的小四至大專的學生中，半數人過往一年曾涉
性騷擾行為，認為數字驚人，反映學界性騷擾情況普
遍，令人擔憂。

教局 算賬 ：職訓局 賺 學評局 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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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
教育局昨向立法會提交職業訓練
局和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兩個
法定機構 2013/14 年度的年報，
當中包括兩局的財務資料。其中
職訓局及其附屬公司全年錄得逾
3.2 億元盈餘，較之前一年的 3.5
億元略減；而學評局則有逾600萬
元的年度虧損。
有關年報分別收錄了兩局 2013
年4月至2014年3月的營運資料，
其中職訓局方面，由於政府補助
金及學費收入的增加，其全年總
收入達 44.55 億元，比 2012/13 年
度的 42.22 億元高，而隨薪酬調整
及物價上升，該局總開支則由
2012/13 年 度 的 38.67 億 元 增 至
41.34 億 元 ， 錄 得 盈 餘 逾 3.2 億
元。如只針對自負盈虧項目，職
訓局則共錄得約5,520萬元盈餘。
另年學評局年報資料顯示，該局
包括評審費、諮詢顧問費、政府補
助等，2013/14 年度的總收入約有
6,598 萬元，而年內該局支出則有
約7,222萬元，虧損約624萬元。

針對學校處理性騷擾的制度，平機會去年就成功訪
問 494 所中小學和大專院校，結果發現 88%表明有制
定「反性騷擾政策聲明」，較2013年同類調查的 53%
大幅增加，另有三分一學校的教師曾接受平機會或教
育局的相關培訓。謝永齡指情況令人鼓舞，但認為有
改進空間。
有關調查也顯示，學校反性騷擾聲明主要包括處理
性騷擾投訴的正式方法，亦有在內聯網或公告板張貼
資訊，不過只有不足一半的學校有於聲明列明負責處
理投訴人員的聯絡資料。謝永齡表示，聲明內容雖趨
向全面，但同時欠缺實質的執行措施，需要改進。

倡通識課程加入相關課題
至於餘下 12%（53 所）沒有制定「反性騷擾政策聲

明」的學校則多以「員工未受訓」、「不需急於進
行」。「校內沒有發生性騷擾」等作解釋，更有 25 所
學校表明，不會考慮在不久將來制定反性騷擾政策。
謝永齡強調，性騷擾議題避無可避，學校應更積極
面對做準備，否則當問題發生時校方有可能要負上法
律責任。他又慨嘆，平機會已盡最大努力培訓和宣傳，
並已制定全套俱全的反性騷擾政策供參考，但部分學校
連將內容「搬字過紙，加學校名」也不願意承擔，批評
有關管理層「入錯行」，情況令人徹底失望。
謝永齡建議與教育局商討，在通識課程加入反性騷
擾相關的課題，提升師生的意識；平機會政策及研究
主管朱崇文則指可考慮於中小學概覽中，列明學校有
否制定「反性騷擾政策聲明」，提升家長及學校關注
程度。

為朱志賢，右為葉長安。

理大擬銀彈育千青諗計助弱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好薈社」專車昨起將到全港宣揚社會創新的訊息。中
馮晉研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理工大學昨宣
布推出「好薈社」社會創新計劃，透過提供培訓
和按項目計的 10 萬元基金，支持學生和社會人士
構思和實踐意念，協助弱勢社群。計劃負責人
指，試過有學生用汽水罐底製手錶，除了創新
外，過程中還可與庇護工場合作，為智障人士提
供就業機會。
「好薈社」計劃由理大企業發展院及賽馬會社
會創新設計院合辦，由社創基金撥款 900 萬元資
助推行，為期 3 年。理大企業發展院助理院長(創
業培育及顧問服務)朱志賢介紹計劃時表示，預計
將培育 1,000 名年輕的社會創新項目實施者，提
出約 400 個創新項目，並落實其中 40 個項目。他
希望透過計劃喚起年輕人對社會問題的關注，鼓
勵他們關懷和參與社會。

可獲 10 萬元實踐鴻圖大計

有關計劃讓參與的年輕人接受兩個月包括創新
設計、科技與商業、認識社企等的培訓，隨後他
們可提交幫助低收入家庭、長者、少數族裔、殘
障人士等有需要社群的創新意念項目，經過評選
後，部分項目可獲社創基金提供的 10 萬元資金實
踐。朱志賢表示，評選考慮內容包括創新性、對
目標群體能否產生正面作用，及項目可行性與可
持續發展性等，「(項目)飛上天，落不到地無意
義。」計劃歡迎全港專上院校的學生和畢業生參
與，由即日起開始接受報名。
朱志賢舉例指，試過有學生用汽水罐底製錶，
除了創新外，過程中更與庇護工場合作，為智障人
士提供工作機會；理大賽馬會社會創新設計院總監
葉長安則分享，曾有人以雞蛋殼造蠟燭器皿、水桶
製作喇叭，都是一些「有想頭」的社創項目。

浸大獲政府資助
研抑制劑助治丙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港浸會大學化學
系助理教授馬迪龍，獲得
政府 2013 至 2014 年度醫
療衛生研究基金撥款 99.8
萬港元，資助其項目「抗
丙型肝炎Pin1抑制劑的研
究」。項目由馬迪龍率領
的團隊與澳門大學中華醫
藥研究院副教授梁重恒的
團隊合作研究。
「肽基脯氨酰異構酶」
（Pin1）是存在人體內，
與乙型和丙型肝炎病毒感
染相關的酶。人體內過多 ■馬迪龍獲撥款 99.8 萬港元，
Pin1 是導致肝細胞癌的重 資助其項目「抗丙型肝炎 Pin1
校方供圖
要因素。研究團隊善用分 抑制劑的研究」。
子對接軟件，從天然產物
或其類似物的數據庫中，虛擬篩選，從而找出新型、高選
擇性的 Pin1 抑制劑。虛擬篩選是通過電腦計算方法，找出
具有較高活性的先導化合物。它可以模擬出蛋白質和藥物
的結構並進行模擬對接，作出評估，預測化合物可能的活
性和選擇性。
上述方法毋須採用真實測試進行大量的藥物篩選，可大大
減少藥物開發成本。團隊預期篩選出的抑制劑可開發成藥
物，以補充現時治療丙型肝炎的方法。馬迪龍表示，其團隊
將利用這筆資助款項添置分子對接軟件、天然產物數據庫、
化學及生化試劑，以及招聘優秀的人才加入研究隊伍。

科大馮雁俞捷膺IEEE院士

讀書四種模式「團隊型」
靠朋友
13


從考入英國倫敦大學開始，我就有
一股壓力，常常在考試前問自己：
「進得去這麼好的大學，最後能出得
來嗎？」

「天才」抱佛腳「好學生」認真
3 年後，我順利畢業，拿到不俗的成績，卻不是每天
「死讀書」而讀來的。你若留意讀大學的學生，總可以歸
納出幾種讀書模式，第一種是屬於「好學生型」：從大學
的第一天開始就認認真真學習，絕不輕易掉課，作業在
「死期」之前早已完成；考試測驗拿了 80 分，對他們來
說，根本就是「不及格」。第二種是「天才型」學生：不
怎麼用功，卻能輕鬆拿個 90 幾分，功課作業最晚一個才
做，又總能及時完成。第三種是「與世隔絕型」：除了上
學第一天你見到他之外，之後再也沒怎麼見過他了，通常
這些人很少有順利畢業的，除非他很聰明。第四種是「團
隊型」的學生：每次做功課和考試都有朋友幫忙，一起溫
習和一起討論功課。
我屬於第四種學生，通常在一個學科裡都有幾個「同類
人」混在一起，搜集資料和應付作業。在考試前兩個月就
開始組織溫習班，每個星期有不同的科目，大家把不懂的
問題總結在一起，之後再去找「好學生型」，因為「天才

型」的學生可能還沒開始溫習。到了考試前一個星期，大
家就分別在圖書館裡「留宿」，住得遠的學生，可能把牙
膏牙刷也帶來了。這時候你有可能會看見少有的「天才
型」同學，通常這時候和他們對試題答案就最準確了。
英國大學分 3 個學期，首兩個會在復活節前完結，第
三個學期沒有任何課程，完全是讓你溫習兩個月，6 月
開始考試。每次考試前，我們都會從 9 時溫習到凌晨 2
時左右，再拖着疲憊的身軀回宿舍睡覺，翌日依然如
是。

留級者多屬「與世隔絕型」
我在這幾年中，如果沒有朋友的幫忙，很難拿到好成
績。除了一起討論功課，留學生很需要朋友的支持。我發
現我科系內的幾個留級和沒有順利畢業的學生都是「與世
隔絕」的學生。你可以不是一個天才，也可以不做乖學
生，但在自己的科系裡一定不可以沒有一起溫習功課的朋
友。
（二之二）
■葉清心
作者簡介：一個生於上海，長於香港的女孩，從小喜歡
寫作、旅遊。一年半前於英國倫敦大學畢業，剛完成新聞
文學碩士學位，現居於香港。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馮雁

■俞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港科技大學電子及計算
機工程學系馮雁教授及俞捷教授，最近獲譽滿國際的電機
及電子工程師學會（IEEE）頒授2015年度院士榮銜，令科
大的IEEE院士總人數上升至35人。
馮雁是科大人類語言技術中心的創辦成員之一，其研究
範圍包括語音理解、機器翻譯、多語種處理及音樂信息檢
索等，並人機互動領域所作出的貢獻，獲頒 IEEE 院士榮
銜。
俞捷現為專責科大知識轉移中心的協理副校長，兼任工
學院業界交流及實習中心創辦主任，及香港科大—高通聯
合創新研究實驗室主任，主力探究高速及無線光通信集成
電路設計、用於生物植入感應器的無線能量傳輸電路，並
於 CMOS 射頻集成電路設計和器件建模範疇具傑出貢獻而
當選IEEE院士。
IEEE 院士是電機及電子工程師學會的最高榮譽之一，旨
在表揚對工程業界有巨大貢獻的人士。經過嚴謹的遴選程
序，每年只有不多於0.1%會員獲得此最高資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