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苑莉(左二)日前在全球68位創業青年中脫穎而
出，榮獲由「青年創業國際計劃」頒發的「全球青年
創業家大獎」。 青協供圖

港青「速算」創業 全球大賽奪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穎宜）香港青年創業家林苑

莉(Viola) ，日前在迪拜擊敗全球68位創業青年，榮獲
由「青年創業國際計劃」頒發的「全球青年創業家大
獎」，為香港爭光。她所創辦的的教育中心，以自家
「速算法」協助學生於10秒內解題，3秒計算出答案，
令更多學生可以盡快完成功課，騰出更多時間參與其他
活動。

林苑莉棄廣告工作 創教育中心
林苑莉早前到迪拜參加「全球青年創業家大獎」，
在全球68位創業青年中脫穎而出，榮獲「全球青年創
業家大獎」，令她喜出望外。回想起創業夢，林苑莉自
言是個數學迷，愈難的題目愈有挑戰性，並很享受計算
的過程。而她中學時已開始為朋友補習賺取零用錢，所
以大學畢業後，她毅然放棄日夜顛倒的廣告界工作，創
立教育中心。
她在2011年3月申請參與香港青年協會「香港青年

創業計劃」。經過面試後，獲免息貸款、創業導師的諮
詢服務、業務支援、資訊及網絡。她創立的教育中心，
至今已開設兩間分店，協助學生解決數學上所遇到的難
題。據了解，教學中心採用小班教學形式，林苑莉會親

自指導有學習需要的學生，「教導有學習障礙的兒童，
需要有莫大的耐性，因為他們學習能力較低，一道簡單
的公式也要花很多時間去說明。可是，一旦成功了便有
很大滿足感。」
為提高學生水平、加強學習效率，林苑莉更憑多年
教學經驗鑽研出四套專利的快速計算法。她又研發網上
教學平台「Star Programe」讓學生輕鬆於網上學習數
學，並運用「大數據」了解學生最難應付的數學題目。

推動青年創業 辦教育服務社企
對於創業，林苑莉表示，「最需要是心中有一團創
業的火，同時亦要準備隨時隨地解決問題。」她現時與
11位青年創業家正籌組成立「香港青年創業家總商
會」，希望以自己的創業經驗，持續於香港推動青年創
業精神和文化。她並將於天水圍創立教育服務社企，招
聘區內青年或擁有基本學歷的婦女擔任兼職補習導師，
提供基本培訓，為中小學生提供價廉質優的課後補習服
務，主攻數學及英文科。
香港青年協會總幹事王䓪鳴恭賀林苑莉，並讚揚她

充滿教育熱忱，且是青年創業者的典範，又希望以林苑
莉的佳績，能夠激發更多青年人。

抓機遇建人脈 北上升學「內在價值」
羅校長：
本人是應屆文憑試考生，估計成績

為五科約23分，有興趣報考內地大
學，並向學校申請通過校長推薦計劃
報考內地有香港免試錄取計劃的學
校。班主任給我的回應是：「以你的
成績，應可考入本地大學，不用申請

內地大學。」請問我是否應該報考內地大學呢？如果報，
報甚麼學校及學科會帶給我最大的增值呢？

陳同學上
陳同學：
你的個案給筆者一個啟發：香港學生在考慮是否到內地

升學時，應清楚了解內地升學途徑的內在價值。
我建議高中生應看一下香港政府過去幾十年出版的《香

港統計年刊》，做一下數據對比，從中思考個人發展方
向。30多年前，香港經濟剛起飛，經濟以輕工業為主，美
國是香港最大的出口地，美國的高等教育和科研世界第
一，赴美升學、學習當地文化及建立人脈當然是港生境外
留學的理想選擇。但2014年統計資料卻顯示：服務業佔香
港GDP超過90%，內地無論在出口、入口、轉口、服務輸
入和服務輸出等範疇全都是香港最大夥伴，而且份額按年
增長。現時香港的金融、保險、會計、貿易、建築、物
流、旅遊和創意產業等主要行業的發展前景與內地密不可
分，赴內地升學能讓年輕人於了解國家發展、建立人際網
絡上增值。

中國高教朝世界水平進發
中國高等教育的軟硬件近年也朝世界水平進發，內地大

學已獲得世界上廣泛學歷認可。美國 US NEWS & World
Report 2014年底發表的《世界大學500強》排行榜中，內
地便共有27所大學上榜，如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復旦大
學和浙江大學等名校都排名不俗；其中針對工程學科，清
華、浙大和哈爾濱工業大學更打入世界前十名。
另一方面，香港雖然有多所世界級的大學，但熱門或出

路好學科錄取分數都非常高，相反內地大學的熱門學科如
醫學、建築、法律、金融、語言等都預留大量學額滿足港
生需求，在學科選擇方面，為港生提供了很大彈性。而對
於在文憑試個別核心科目（例如：英文）表現不太理想的
學生，更可通過內地對港生舉辦的三個考試考入內地知名
大學升學，而文憑試成績不太理想而有藝術天分的學生也
可通過考試升讀內地知名的演藝、美術或體育學院，朝體
藝方向接受高等教育。

可先報免試計劃 8月再決定
就同學你的情況，即使未能確定是否到內地升讀大學，

建議仍可於3月份先報名參加內地大學對港的的免試錄取
計劃，待8月份，香港和內地院校公布的錄取情況，還可
再認真考慮留港還是到內地升學。

■內地升學專家、香島專科學校校長羅永祥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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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再減4000須「開源節流」吸內地港生回流考文憑試

考評局料蝕逾千萬
擬明年加考試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

倩）隨着本地考生人數減少，負責

舉辦文憑試的考試及評核局預計

2014/15財政年度，整體將有逾千

萬元的虧損，或要動用其2億元儲

備金；因應有關情況，考試局亦推

出一系列「開源節流」措施，包括

擬於明年加考試費、開拓其他考試

以增加收入來源、吸引內地港生來

港參加文憑試、減少租用商廈作評

核中心、縮減人手編制等。

考評局表示，隨着適齡學生人口減少，近年
應考文憑試的人數亦屢見新低，去年該局

已因此虧損逾2,000萬元，但在其他考試收入的
平衡下，最終亦有737多萬元的盈餘。
今年學校考生人數再度下降約4,000人，考評

局秘書長唐創時坦言，預計今年會再虧損逾千
萬元，即使有其他考試去「幫補」，整體估計
亦將有逾千萬元的虧損。

唐創時:考試費已凍結兩年
有見及此，考評局會推出一系列「開源節流」

措施。在開源方面，當中最關係到萬千學生的
就是加2016年的考試費，有關加幅預計最快可
於5月得知，唐創時解釋︰「文憑試的考試費已
經凍結了兩年，我們也是時候考慮『追返通
脹』。」
不過，當局亦強調，有關做法只本着「收

回成本原則」，有經濟需要的考生亦可申請
資助。截至上月，2015年文憑試就有逾1.1萬
名考生獲全費資助，另有逾9,000名考生獲半
費資助。另當局亦在升學、藝術及專業考試
三方面積極開拓新的考試，以期望增加收
入，也考慮到內地向港人子女推廣來港參加
文憑試。

節流方面，考評局已縮減了人手編制，由高
峰期的400多人，減至現時300多人。考慮到會
考、高考已結束、文憑試又順利着陸，因此在
管理層架構上，考評局亦取消了副秘書長暨總
監的職位。

減管理層員工總開支跌1%
經過有關調整，2013/14年度考評局的員工總
開支約為2.28億元，較上一年度減少約277萬元，
雖然只有不足1%的跌幅，但唐創時解釋︰「員
工開支本來應按年增加，現在已是不升反跌。」
至於社會關注的「獎勵金」問題，考評局強調，

現時「浮動薪金」的制度依然存在，以挽留人才和
保持競爭力；今年考評局仍有一半員工獲發「浮
薪」，金額平均約等如4日或8日的基本薪酬，另該
局員工今年整體平均加薪約4.7%。
其他節流措施，還包括處理考試報名、監考
人員招聘和訓練電子化；開設校園評核中心取
代設於租賃物業內的評核中心、減少辦公室數
目，其中灣仔的辦公室及上水的評核中心已停
止租用。
唐創時表示，面對未來的虧損，除了開源節流，

必要時亦會動用到約兩億元的儲備金，假如情況
難以應付，不排除向政府申請撥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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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穎宜）
以「麻雀雖小，五
臟俱全」形容天主
教領島學校就最適

合不過，而為了推動環保，學校善用有限
空間，致力建立「綠色小校園」。除設立
有機園圃，鼓勵學生當小農夫，該校又推
行回收計劃，教育學生珍惜資源。校長洪
美華認為，讓學生親身體驗和實踐，與灌
輸相關知識同樣重要，故校方重視環保教
育與跨學科的配合，使學生得到全方位的
發展和學習。
洪美華認為，環保概念不只是灌輸基本

知識那麽簡單，還要培養學生的意識及習
慣，而綠化校園就可對學生起着一種沉浸
作用。洪美華表示，該校位於九龍區石屎
森林裡，幸得康文署的綠化校園資助計劃
的幫助，安排了具備專業人士為學校提供
意見，加上學校工友及家長的協助，在天
時地利人和的配合下，把領島變得綠意盎
然。

寫下園丁感受 午膳「自食其果」
該校課程主任劉桂華表示，該校每年都
會為低年級的同學安排種植白菜比賽，讓
學生試做「小園丁」，學習愛護大自然；
同時為配合中文科的課程，老師會要求學
生以文字抒發活動感受。在種植活動完成
後，一班「小園丁」更可於午膳時間親嚐
自己一手栽種的成果。

鼓勵做運動 踏單車發電滅蚊
常識科主任林金成則提到，學校為鼓勵學生做運

動，讓學生靠踏單車產生的動能，轉化為電能以啟
動兩盞滅蚊燈，教育學生環保的發電方法。此舉也
可消除蚊患，保障學生的健康，一舉兩得。
六年級的趙詩敏和周婉妍是學校的環保大使，兩

人都表示，會積極教導低年級同學應有的環保意
識，「我們試過在垃圾桶拾回垃圾，幫同學隔了渣
才拿去回收。」過程有點「噁心」，但兩人都不介
意為環保出力。
對於未來的發展，洪美華表示，會以天主教的理

論出發，教導學生好好管理校園環境，學懂愛護地
球，未來更希望將校園的環保概念推廣至社區。

■校長洪美華一直致力推動環保校園的概念。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穎宜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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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人大學站廣場音樂會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港中文大學崇

基學院日前舉行FM530音樂活動開幕禮，由中大
校長沈祖堯、崇基學院署理院長方永平及崇基管
樂團音樂總監盧厚敏主禮。有關活動自今年1月
起邀請校內師生及校友每逢周五在大學站廣場表
演各種音樂項目，為音樂愛好者提供一個演出及
交流平台，讓師生欣賞不同音樂。
開幕禮上，沈祖堯教授表示，大學站廣場位置

便捷、人流不絕，是不少學生活動的集中地，在
中大人的心中有重要地位，而FM530音樂活動讓
大家在忙碌的大學港鐵站廣場中放緩步伐，以放
鬆心情投入音樂世界，實為美事。
典禮由兩場音樂表演揭開序幕，先由中大崇基

管樂團的五位成員以巴松管、單簧管、雙簧管、
長笛及法國號演奏柴可夫斯基名曲《胡桃夾
子》，接着由兩位分別來自音樂系及社會工作系
的學生表演其原創流行音樂，主題以大學中尋
夢，創作靈感源自大學中的人與事，以及對無家
者的關懷與感受。

「黃昏之約」吸引逾百師生
FM530逢周五下午5時半至6時半在大學港鐵
站廣場舉行，但學校假期及受天氣情況影響時除
外。活動在早前已試辦三次，高峰時有過百名師
生及途人駐足欣賞，校方歡迎各界人士周五黃昏
到大學港鐵站廣場參與活動。

■沈祖堯（中）、方永平（左）及崇基管樂團音
樂總監盧厚敏主持FM530周五黃昏音樂會開幕
禮。 中大供圖

投訴無奇不有 雀鳥聲不受理
考評局每年都會因應文憑試而接收到不同的投訴，雖然大
部分都屬「理性投訴」，但當中亦不乏「騎呢」個案，例如
有考生投訴試場外有雀鳥鳴叫；而試場內見到螞蟻亦作投訴，
連螞蟻身長幾多也鉅細無遺地寫下；監考員行走時鞋踭有聲、

沒有替考生拾起跌在地上的筆，亦可以成為考生的投訴原因。
面對千奇百怪的投訴，考評局表示，一般而言都不會受理。至於各項

被考生視為「噪音」的聲音，如雀鳥鳴叫、街外雜音、電梯聲響等，考
評局均會視為「正常背景聲音」，而不受理投訴。

自認「有限智能」不列「特殊需要」
此外，近年申請特別考試安排的文憑試考生連年上升，今年就有逾

1,880宗申請，較去年增加約10%。眾多申請類別中，以特殊學習障礙、
自閉症或過度活躍症的增幅最多，上升逾10%。不過，也有些申請不受
理，如考生表示自己寫字特別慢，或自認「有限智能」（即智商較一般
人低，但不是智障），兩者都不會被視為有「特殊需要」。
考評局預計，今年文憑試將要設立40個特別試場及98個學校試場，以
及1,631 監考員人次，以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考生。
就考生能否於試場內表達政治立場、作出任何舉動、或穿着印有政治

口號的服飾，考評局表示，當局不會理會考生的政治立場，任何事情只
按試場規則辦事，若考生的舉動滋擾他人，就會採取相應措施。考評局
又舉例指，曾有作為考場的學校禮堂，設有聖經經文，當日碰巧是考核
宗教科，故亦要求校方先將有關文字遮蔽。 ■記者 歐陽文倩

THEi與星南洋理工課程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港高等科技
教育學院（THEi）工商及酒店旅遊管理學院日
前與新加坡南洋理工學院商業管理學院簽署合
作備忘錄，標誌雙方在課程銜接、學生和教職
員交流，及研究合作等方面加強合作。THEi
校長林麟書及南洋理工學院副院長邢詒鑛代表
兩校簽署備忘錄。
備忘錄其中一項合作重點是THEi將為南洋
理工學院的學生提供工商及酒店旅遊管理學院
相關課程的銜接學位，參與的學生在交流期間
將獲對方院校豁免學費，在對方院校修讀的學
分亦將獲得承認。

■THEi與星南洋理工課程合作THEi校長林麟書
（左）與南洋理工學院副院長邢詒鑛（右）代表
簽署備忘錄。 香港高等科技教育學院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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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評局舉
辦文憑試虧
損嚴重，當
局擬於明年
加考試費，
收回成本。
圖為試場。

資料圖片
■唐創時表示，考評局已推出一
系列「開源節流」措施。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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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疊內容：教育 香港新聞 社團 台海新聞 中國新聞 神州大地 玩轉粵港澳 國際新聞 副刊 娛樂新聞 體育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