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免費幼稚
園教育委員會正全面審視相關資助事宜，
預計在年中提交報告，當中涉及託管及照
顧服務的「長全日制」幼稚園的情況，是
其中一個關注焦點。教育局資料顯示，現
時18區「長全日制」幼稚園的供求情況參
差，就讀「長全日制」的學童，佔最少的
6.3%至最多的22.3%不等。局長吳克儉
指，免費幼教委員會的其中一項工作，是
研究如何鼓勵幼稚園提供更多全日服務，
以照顧在職家長的需要。

吳克儉：暫不考慮調查各類學額需求
就家長對半日制、全日制、長全日制等
不同模式幼稚園的需求，吳克儉昨書面回
覆立法會議員質詢時指，教育局一直有就
幼稚園適齡兒童數目及整體幼稚園學額需
求作估算，但由於家長對幼稚園的選擇，
往往會因為心儀幼稚園學額及家庭狀況而
改變，難以透過調查完全了解實際情況，
局方現階段不會考慮就各類幼稚園學額需
求作調查。他重申，香港幼稚園的特色是
靈活多元、適應力強，能迅速回應社會情
況，包括增加全日制服務及利用空置班房
增加學額等。
另針對有經濟需要家庭的幼稚園學
童，吳克儉透露，免費幼教委員會初步
認為，可於現有的學費減免計劃外提供
額外資助，例如書簿費及其他學習相關
項目，確保兒童不會因經濟困難而無法
接受優質幼稚園教育，詳情也會在年中
的報告交待。

教
局
：﹁長
全
日
制﹂幼
園
供
求
參
差

■賽馬會
「 理 有
心」社區
服務計劃
昨舉行開
展禮，主
禮嘉賓合
照。
理大供圖

A25 文匯教育新聞透視眼 ■責任編輯：吳漢傑、李逸燊 2015年3月19日（星期四）

法國漢學家憶做室友趣事：老師晚晚半夜亮燈工作

美百強大學開銜接班便利直升

饒老勤學百歲無休
桃李叫苦「無覺好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今年是國學大

師饒宗頤之百歲華誕，為向這位學術界巨人致

敬，中大特別邀請了法國著名漢學家汪德邁來

港，分享起他與饒宗頤之間逾50載亦師亦友的情

誼。他透露，兩人曾到印度出差，對方每天僅睡

六七小時，每晚凌晨兩三時醒來，即亮燈工作約

兩小時，才睡至清晨。作為饒老的室友，他叫苦

連天，「一個月後，已無法忍受。」他笑言饒公

較自己年長10歲，且身體如此單薄，卻總是精神

飽滿地做學問，令他大感佩服。

饒宗頤桃李滿門，而今年擔任中大饒宗頤訪問學人的法國著名
漢學家、法蘭西銘文與美文學院通信院士汪德邁（Prof.

Lé on Vandermeersch）是饒老眾多弟子之一，並曾於1980年獲
得被譽為漢學界諾貝爾獎的「儒蓮獎」。
汪德邁前日在中大以《我與我的老師饒宗頤》為題，用普通話

分享與饒老相處的小故事。

汪德邁與饒老結半世紀師生緣
據了解，汪德邁曾於1961年至1964年到香港大學學習，與饒老
一同研究中國古文字學和語言學，兩人相識長達50多年。
汪德邁憶述，在其老師、法國傑出漢學家保羅．戴密微的推
薦下，他從法國來到港大留學，戴密微特別叮囑他要跟饒老學
習甲骨文。他初到香港時，獲饒老和其他香港學者協助，「令
我感到非常溫暖，而這些生活體驗都是書本裡沒有記載的中國
文化。」
在汪德邁眼中，饒老有異於常人的工作能力，且學問廣博精
深，對學問的追求更是鍥而不捨。1963年，他與饒老赴印度做研
究工作，獲當地的研究中心招待。他發現饒老每晚凌晨兩三時便
會醒來，亮燈工作約兩小時，才睡至清晨，每天才睡六七小時，
也可以精神奕奕地工作一整天，令他自愧不如。

讚「內聖外師」 如「活圖書館」
他形容饒老是「內聖人，外老師」，他們在巴黎居住期間，每

當他遇到漢語文學典故的困難，或想了解某位歷史人物、找出某
地名的地理位置、找尋某注解時，都會請教饒老，而每一次，對
方都能快速地說出答案，「饒公是一本活字典，更是一個活的圖
書館。」
饒老在漢學界有傑出成就，但汪德邁指他永遠保持謙遜，更慷
慨地將知識傳授予學生，故汪德邁在是次講座上，多次輕拍饒老
雙手，並向他說：「謝謝、永遠的感謝你。」真摰感情表露無
遺，坐在他身旁的饒老則點頭笑回應：「謝謝。」

中大晚宴祝壽 沈祖堯贈頸巾
為慶祝饒老的百歲華誕，中大前晚又舉行了祝壽晚宴，逾120
名大學成員及友好出席，包括3位前中大校長高錕、金耀基及劉遵
義，現任校長沈祖堯。晚宴上，一眾嘉賓透過錄像回顧饒老在中
大的片段與足跡，又大合唱生日歌。沈祖堯代表中大送上一條綉
有校徽的頸巾予饒老，祝願他身壯力健，多福多壽。

理大師生服務油尖旺龍城社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港理工大學近日獲
馬會捐款300萬元，在九龍城及油尖旺區推行「度身
訂造」的社區服務。該校眼科視光學院師生會為長者
及弱勢家庭的兒童檢查視力，再轉介有需要跟進的個

案至理大眼科視光診所作深入檢查，非綜援人士每人
最多可獲500元驗配眼鏡。土地測量及地理資訊學系
的師生則擬舉辦定向活動，帶領少數族裔兒童走出社
區參加教育及康樂活動，又會以生動方式教導他們尋

找社區設施及認識街道。

1,600師生參與 14項目惠3,500居民
今次針對油尖旺及九龍城居民推出的賽馬會「理有心」

社區服務計劃，為期3年，由理大服務學習事務處統籌，
協助9個參與計劃的學系推出共14項「服務學習」項目，
校方預計將有1,600名理大師生參與，服務將惠及3,500
名居民。
大會昨在理大校園舉行開展禮， 出席的主禮嘉賓

包括理大校長唐偉章、香港賽馬會慈善事務高級經理
應鳳秀、理大副校長（學院發展及合作）阮曾媛琪、
理大協理副校長（本科生課程）石丹理、理大基金主
席潘燊昌、油尖旺區議會主席鍾港武、九龍城區議會
副主席潘國華、署理九龍城及油尖旺區福利專員陳惠
珍。
唐偉章致辭時表示，理大非常重視這個服務計劃，

希望致力培養同學成為有責任心的社會公民，鼓勵他
們善用知識和技能幫助有需要的人，而這個信念得到
各合作機構的認同和支持，他感到非常高興，希望各
方可同心協力，一起改善社區，造福街坊。

■高錕伉儷（左）及沈祖堯（右一）為饒宗頤（右二）賀壽。
中大供圖

饒老除了學貫中西，一生鍥而不捨地追求學問，原來
他對於飲食也有其堅持。汪德邁分享指，饒老為了讓他
品嚐不同的中式佳餚，會帶他到茶室以及遠離市區的小
餐廳，體驗中式的地道飲食文化，令他至今也很難忘。
饒老也有獨特的口味，例如喜歡吃法國人十分抗拒、味

道如臭豆腐般濃烈的羊奶乳酪，以及吃法國百合的花瓣。
汪德邁表示，在上世紀60年代初到香港生活，饒老除了

在漢學領域為他帶來不少啟發，在日常生活對他更是照顧
周到，例如喜歡帶他到香港著名的「陸羽茶室」，品嚐美
味的港式點心。
他又分享饒老對佳餚的追求，「饒公為了讓我品嚐一道

他很喜歡，但被英國政府禁止的菜——燉狗肉，就帶我去
了在九龍偏遠的一間小餐廳，讓廚師偷偷地為我們煮了這
道菜。」
正所謂「禮尚往來」，每當饒老到法國旅行時，汪德邁

也以相同的方式招待他，帶他吃法國料理。汪德邁透露，
饒老最喜歡吃法國百合及羊奶乳酪，因他認為吃花瓣是種
樂趣。
汪笑言，羊奶乳酪與中國臭豆腐的味道相似，不少法國

人也十分抗拒，但饒老卻情有獨鍾，令他大感驚訝。他估
計，這可能就是各人對於異國文化也有不同的感受和喜
好。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伊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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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忘與師歎狗肉 徒回敬勁臭乳酪

傳獲「欽點」掌學聯
羅冠聰自爆「候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婷芝）學聯應屆秘書長及副秘書
長周永康及岑敖暉即將卸任，學聯明天起一連3日舉行周
年大會，其間會選出下任秘書長及副秘書長，誰「領軍」
學聯將成為大會的焦點之一。早前被外界指已被周永康「欽
點」出任下屆秘書長的現任學聯常委、來自嶺南大學文化
研究三年級兼學生會署理會長的羅冠聰，近日在其社交網
站貼圖，表示自己是候選秘書長，而學聯面對多所院校的
「退聯潮」，會改革和檢討學聯體制。
另外，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二年級學生王瀚樑及中

大學生會前副會長黃嘉輝則出選副秘書長，前理大學生
會會長賴偉健則參選學聯代表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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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美國的大學學制與本港十
分不同，加上當地大學多達數千
間，同學於選校及申請入讀的過
程中，往往遇到相當大困難。例
如同學在應付本港HKDSE公開
考試的同時，亦可能要應付SAT

/ ACT、TOEFL等考試，亦要處理個人簡歷及推
薦信等問題，因此不少同學會考慮其他升學途徑前
往美國升讀大學。
長期以來，很多港生會選擇先到美國修讀兩年的

社區學院副學士課程，再以有關成績報讀當地大學
三年級。這種途徑有不少好處，首先同學可以於兩
年間全面認識美國的學制，從而選出最適合自己的
大學。另外，由於當地社區學院多屬公立，海外生
每年學費連生活費的總支出也往往少於20萬港元，
相對來說較便宜。如港生在美國讀兩年副學士加上
兩年大學，與直接升讀四年制大學的費用支出相
比，共計或可省40萬至50萬港元。
對於那些希望在出國時便能清楚最終能升上哪

間大學的同學而言，社區學院的升學途徑始終有
不肯定性。另一方面，過去數年間越來越多美國
大學開辦直屬的預備課程，甚至包括全美一百強
大學，此舉也令同學的升學選擇更多元化。

多數集中東岸 接受文憑試成績
現時有開辦上述直屬大學銜接/預備課程的大

學，多數集中在美國的東岸，雖然課程名稱各異，
但同學在修畢後一般可直升大學二年級。這是由於
此類課程的學分結構及課程內容與大學一年級沒有

太大分別。同時間，就讀銜接課程的同學，也可獲
得更全面及針對海外生學制適應、英語及生活上的
各方面支援。例如，要直接報讀美國大學一年級的
學生，必須準備本文首段提及的考試成績及各種繁
複申請文件；而報讀銜接課程的同學，卻可以以文
憑試成績直接申請，讓留學美國的過程變得更為順
暢。
屬於美國一百強的University of Vermont，除於

所屬州份負盛名外，亦是美國最早的八間公立常
春藤大學(Public Ivies)之一，以公立大學計更是全
美五十強。以往港生要直入此等水平大學不算容
易，但該校於數年前開設了位於校內的Global
Gateway Program，自始港生可直接以文憑試及英
語成績申請，完成課程後便可以升讀大學二年
級。
另一所屬全美一百強而有開設直屬銜接課程的是

University of New Hampshire，該校建於1666年，
鄰近波士頓。該校在酒店管理、會計、工程、電腦
等多個領域均甚為出色，其銜接課程名為Interna-
tional University Transfer Program，同樣接受同學
以文憑試成績直接報讀。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黃奕星
學林社海外升學中心總經

理
作者簡介：擁有 20年經

驗，定期探訪各國學府，十分樂意分享協助同學到
海外升學的心得

網址：www.aca-link.com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穎宜）職業訓練局
(VTC)由昨日開始參與了一連三日的「2015亞洲
國際教育技術裝備展」，向來自世界各地的教育
界同業和公眾展示香港職業教育的成果。VTC主
席陳鎮仁亦出席了在亞洲國際博覽館舉行的
「2015亞洲國際教育技術裝備展──亞洲領袖論
壇」，與各地教育領袖和專家，分享本港職業教
育的最新發展。

展太陽能車等 陳鎮仁赴論壇
「2015亞洲國際教育技術裝備展」首次在港舉行，

展覽雲集來自25個國家及地區的120家領先企業，
展示超過一千種教育創新產品。VTC展出了太陽能
車及懂得打羽毛球的運動機械人，進一步與其他參
展國家及地區分享提升教學的專業軟硬件和心得。
VTC主席陳鎮仁出席亞洲領袖論壇時提到，近

年整體人力資源的需求均講求年輕人可掌握不同
的專業技能，令人才有全面發展，加上科技急速
發展和全球一體化影響，職業教育更是任重道
遠，需要提供更先進有效的學習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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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鎮仁在
「亞洲領袖
論壇」分享
香港職業教
育 發 展 路
向。

VTC供圖

■VTC在「2015亞洲國際教育技術裝備展」中展出多項
作品。 VTC供圖

■饒宗頤（左）與戴密微，相片攝於
1965年。 中大供圖

■■中大獲旭日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楊釗中大獲旭日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楊釗
（（右一右一））捐贈一千萬元捐贈一千萬元，，以支持以支持「「饒宗頤饒宗頤
訪問學人計劃訪問學人計劃」」及其他文化講座與活動及其他文化講座與活動。。
饒宗頤饒宗頤（（中中））致送紀念品予楊釗致送紀念品予楊釗，，答謝他答謝他
的支持的支持。。旁為沈祖堯旁為沈祖堯（（右二右二），），中大中國中大中國
文化研究所所長梁元生文化研究所所長梁元生（（左二左二），），汪德邁汪德邁
（（左一左一）。）。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伊莎香港文匯報記者鄭伊莎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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