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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院校參加7月初教育展 大會送10元交津惠學子
理大創新創業比賽
防「炒黃牛」系統奪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穎宜）由香港理工大學主

辦的「國際學生創新挑戰賽2015」總決賽日前於理
大校園舉行。來自本港以及英、美、澳等地入選中
學組和大學組最後六強的一共12支隊伍，向由國際
企業家、商務行政人員、大學與中學校長、大學教
授及商業投資者等組成的評審團，匯報創意商業計
劃。最終大學組金獎由澳洲及美國的學生，分別以
關於社交票務手機程式及醫療儀器項目奪得。
「國際學生創新挑戰賽」是一項創業計劃國際比

賽，由理大自2009年起舉辦，旨在推動大學國際
化，發掘學生的創新意念與企業家精神。今年賽事
共吸引到來自22個國家及地區共130支中學及大學
隊伍參加。理大校長唐偉章教授表示，挑戰賽不但
為學生提供寶貴機會展示創意和創業潛能，更有助
他們建立環球視野，在經濟全球化的趨勢下提升可
持續的競爭力。

美醫療儀器創企並列冠軍
在日前的總決賽上，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

「ClubQnect」隊伍及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White Light Medical」隊伍經過激烈的爭逐並列
為大學組金獎得主。「ClubQnect」推出了一個供
免費下載的「社交票務管理」手機程式，方便活動
出席者、潛在活動出席者和活動主辦單位互相交
流，亦可減低炒賣門票的機會；而「White Light
Medical」則設立一家醫療儀器初創企業，以發展低
成本的椎弓根球形探針AccuSpine為主，旨在於脊
椎手術的時候更準確地放置椎弓根釘，以縮短手術
時間降低成本，及確保病人的安全。
而中學組金獎，則由英國 Colyton Grammar

School「Salus」隊獲得，其項目涉及一部可以提醒
駕駛人士保持安全行車距離的儀器，從而改善道路
安全。

法廚神學院招港生
供米芝蓮餐廳實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穎宜）文憑試放榜在即，莘莘學子開始計劃前路。即將在

7月初舉行的第十九屆香港國際教育展，今年共招攬了來自15個國家及地區的250

多間著名院校參展，其中全球唯一的米芝蓮星級廚藝學院法國歌斯廚藝學院

（Gastronomicom）更首度來港參展，學院提供為期七個月或一年的廚藝課程。雖

然學費、宿費及來回機票總額高達16萬至24萬港元，但學院會安排學員在米芝蓮餐

廳實習，現時已有兩名香港學生報讀新一年度的課程。另為支援更多有經濟需要的

學生到場了解更多升學資訊，大會並會為每日首2,500名未滿18歲的香港學生提供

10元交通津貼。

未來之星延安參觀革命舊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仕
珍 延安報道）一眾「未來之
星」同學們昨日到訪延安，參

觀著名的延安革命紀念館、楊家嶺及棗園革命舊址、延
安革命紀念館，並觀看了中國首部紅色大型歷史舞台
劇—《延安保育院》。隨後，同學們又來到延安宜川，
親自感受黃河壺口瀑布的壯美。
在楊家嶺革命舊址，同學們參觀了中共七大舊址、毛
澤東和朱德故居，並參觀了毛澤東在楊家嶺的菜園。看
到當年中共領導人工作生活的艱苦條件，對中國歷史了
解較多的香港教育學院學生林婉儀表示，毛澤東他們那
一代非常艱苦，看到他們在這樣的山區革命，感覺非常
不容易。

知毛主席喜種菜增了解

珠海學院學生馮佩斐指，以前在歷史書上雖然也了解
過一些中共歷史，但是親身到達延安之後，感覺特別深
刻，以前根本不知道毛主席喜歡種菜，現在對他的了解
又多了一些。她又稱讚延安的窯洞建築非常好，進去感
覺很涼快，覺得香港也應該建一些窯洞。
中午時未來之星同學在唐樂宮觀看了紅色大型歷史舞

台劇—《延安保育院》，該劇講述了民族存亡之際，無
數抗日志士奔赴前線，英勇捐軀，無暇顧及子女撫養和
教育，因此一些進步人士、社會團體和陝甘寧邊區政府
發起成立了陝甘寧邊區兒童保育院，負責接收培養邊區
幹部、軍人的子女和革命烈士遺孤的感人故事。
香港樹仁大學學生吳艷玲表示，演出展現的大愛情懷

讓她非常感動，林婉儀則認為，在革命舊址裡看到的只
是他們的居住條件和照片，照片中大多都是笑著的，但
《延安保育院》卻讓大家看到了許多背後不為人知的艱

辛故事，他們捨小家為大家，不惜與子女分離，人間大
愛讓人感動。

到黃河觀壺口瀑布
欣賞完舞台劇，未來之星同學們來到中國三大瀑布之

一的黃河壺口瀑布參觀，在景區門前合影留念，並對未
來之星同學會十周年表示祝賀，各人齊喊「我們在陝
西，祝未來之星同學會十周年生日快樂」，氣氛熱烈。
隨後，同學們沿黃河參觀了壯觀的壺口瀑布。
珠海學院學生黃文襄指，非常期待參觀壺口瀑布，看

後覺得非常震撼，雖然在河邊照相時全身濕透，但仍然
值得。恒生管理學院學生郭麗霞坦言，中學地理課有教
授與黃河有關的內容，但是沒有真切的認知，這次看到
覺得非常壯觀，她建議香港課程在講世界地理的同時，
可以適當增加中國地理的內容，讓同學學得更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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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訓練局普通話培訓測試中心」
http://www.vtc.edu.hk/vlpo/chi_course_chi.html
熱線電話: 2595-8119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以下的一句話，你能對譯成普通話嗎？
呢度成日有泥頭車行過，行路要小心。
附上一期答案：

考考你????

不要愁眉苦臉的，這次失敗了，下次重新再
來。

印花
答問題送禮物
VTC特別為答對專欄問題的讀者送出精美禮品，
名額共3位。如有興趣的讀者，請剪下此文匯報
印花，連同答案郵寄至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
偉中心4樓香港文匯報教育版收，封面請註明
「VTC」送禮，截止日期︰7月13日，先到先
得，送完即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子優）香
港賽馬會音樂及舞蹈信託基金獎學金
昨舉行頒授典禮，向三位青年音樂和
舞蹈人合共約142萬元獎學金。其中
兩位得主將獲獎學金資助分別到英國
修讀音樂演奏碩士及編舞碩士課程。
今年，基金並新增一項本地獎學金計
劃，首名得主會在香港演藝學院升讀
音樂系碩士二年級。
今年從眾多申請人中脫穎而出獲頒

賽馬會音樂及舞蹈信託基金獎學金的
三位得主為左啟希、梁芷茵及梁國
章。其中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學士畢
業的大提琴手左啟希，獲頒獎學金後

將赴英國修讀音樂演奏碩士；而現為
自由舞者的舞蹈獎學金得主梁芷茵，
則將前赴英國修讀編舞碩士。演藝學
院碩士生梁國章則是今年新設的本地
獎學金計劃的得主，他可獲資助繼續
學業。
昨獎學金頒授典禮上3名得主分享

了得獎感受，他們對基金的資助表示
感謝，並承諾會珍惜深造的機會。而
出席典禮的嘉賓則包括信託基金受託
人委員會主席彭敬慈、賽馬會慈善及
社區事務執行總監張亮、民政事務局
首席助理秘書長王月華及各獎學金甄
選委員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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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上班族會「迫巴士」（普

通話︰擠公交汽車
jǐ ɡōnɡ jiāo qì chē

）上下班，但

因為「開OT」（普通話︰加
jiā

班
bān

）而錯過了「尾班車」（普通

話︰末班車
mò bān chē

），可就麻煩了。

為了方便，有人會選擇「考牌」（普通話︰考取
kǎo qǔ

駕駛執照
jià shǐ zhí zhào

），自己「揸車」（普通話︰開車
kāi chē

）代

步。緊握軚盤（普通話：方向盤
fānɡxiànɡpán

），奔馳在高速公
路上，交通安全可不能忽視。每年因為「扒頭」

（普通話︰超車
chāo chē

）、路上「死火」（普通話︰拋
pāo

錨
máo

）、「緊急剎掣」（普通話：急剎車
jí shā chē

）而造成的
交通事故，多不勝數。

有人認為「揸電單車」（普通話︰騎摩托車
qí mó tuō chē

）最

方便快捷，就算遇上「塞車」（普通話：塞車
sāi chē

/堵
dǔ

車
chē

），也可以穿來穿去，很快「甩身」（普通話︰

脫身
tuō shēn

）。不過，「泊車」（普通話：停車
tínɡ chē

）同樣要

遵守交通規則，否則「違例」（普通話︰違章
wéizhānɡ

）的

話，就會收到「牛肉乾/告票」（普通話︰罰單
fá dān

）。
無論選擇什麼交通工具，都要安全至上。如果出

了交通事故，要「call白車」（普通話：叫救護車
jiào jiù hù chē

）
可就大事不妙了。

粵「食牛肉乾」
普稱「收告票」

■國際學生創新挑戰賽日前舉行頒獎典禮。
理大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周子優）讀萬卷
書不如行萬里路，為更多香港青少年參與
及討論世界議題，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YMCA）舉辦了第五屆「世界公民」獎
勵計劃，提供不同的活動、工作坊、境外
體驗或義工服務等，讓參加者走進社區甚
至衝出香港，藉親身的接觸和經歷，更
深入認識「世界公民」理念。大會日前舉
行了2014/15年度「世界公民」獎勵計劃
頒章禮，共有205位青少年獲頒發獎章，
當中98人曾在香港境外參與文化體驗或義
工服務獲得金章，數目為歷年之冠。

現年21歲的香港理工大學學生麥凱盈
為金章得主之一，她於典禮上分享了今
年初參與為期8天的印尼棉蘭考察團的體
驗，是次活動探討環境與可持續發展，
也涉及貧窮及多元文化議題。她表示，
當地不少兒童沒有上學機會，要靠拾取
垃圾為生，而當地雖有豐富的自然資
源，卻面臨非法砍伐樹木與污染對生
態造成破壞，對此感受深刻，更藉此反
思香港情況，希望在運用自然資源發展
生態旅遊時，也要於發展經濟與環境保
育間取得平衡。

■ YMCA
「2014 / 2015
世界公民獎勵
計劃」頒章禮
日前舉行，大
會向98位曾於
香港境外參與
服務的青少年
頒發「世界公
民」金章。

YMCA供圖

■ 青 年
藝術家獲
頒香港賽
馬會音樂
及舞蹈信
託基金獎
學金。

■同學在延安革命紀念館外合影。 記者張仕珍 攝■在黃河壺口瀑布開心自拍。 實習記者李磊 攝■在楊家嶺革命舊址毛主席故居參觀。 實習記者李磊 攝

主辦國際教育展的立新國際展覽昨舉辦傳媒午
宴，總經理王秉耀介紹指，今年參展的250多

間教育機構來自香港、內地、加拿大及首次參與的聖
基茨等地，大會亦會焦點介紹多項熱門職業導向課
程，包括獸醫、醫科、廚藝及飛行駕駛等。

實習一年費用約24萬元
王秉耀特別提到，全球唯一米芝蓮星級廚藝學院
法國歌斯廚藝學院今年更是首度來港參展，為學生及
有興趣人士提供在法國修讀的廚藝課程。其中七個月
的課程費用16萬港元包括學費、住宿、來回機票、
校服及保險；其中四個月可獲安排到米芝蓮餐廳實
習，期間有2萬元實習津貼，而一年的課程實習為期
六個月，費用約為24萬港元。
有關課程未有列明要有廚藝相關培訓或經驗，但
規定學員需要18歲以上，到今已有兩名港生報讀9月
開始的課程。

加拿大16校參展低標招生
另加拿大總領事館商務專員，以及當地16間中
學、大學以及社區學院昨也出席午宴，她指加拿大亦

是港生及家長的熱門留學選擇之一，以2013年為例
便有約3,800名港生往當地升學。她提到，加拿大有
八成中學及大學都是政府資助，質素相對有保證，且
學費相宜，每年約4.8萬至16萬港元不等。是次國際
教育展，加拿大共有16間中學、大學以及社區學院
參展，她提到當地社區學院的入學要求為文憑試每科
平均達2級成績，而大學入學則需平均達3級成績，
以卑斯省為例，社區學院的銜接大學比率高達
86%。而今年首次參展的加拿大名校麥基爾大學，駐
港代表鍾展惠指該校每年有約70名香港學生入讀，
「以往選擇商科為首選，但現時就以文科、經濟及營
養學等科目為熱門。」
為配合低年級學生及其家長的需要，今屆教育展

特設「兒童教育專區」，為15歲以下兒童搜羅各類
才藝興趣班及暑期課程。另為推動書籍回收義賣，基
督教勵行會將於場內進行書籍回收義賣活動，同時誠
邀入場人士攜帶一本或以上書籍到場捐贈，鼓勵到場
人士共同為環保出力。
第十九屆香港國際教育展將於7月4至5日於灣仔

會展3G展館舉行，免費入場。除參展院校外，屆時
場內亦包括30多場升學專題講座。

■全球唯一的米芝蓮星級廚藝學院法國歌斯廚藝學院首次
來港參展，圖為該校學員上課情況。 學院網站圖片

■第十九屆香港國際教育展將於7月4至5日舉行，匯聚
250多間來自15個國家及地區的著名院校參展。右為王秉
耀。 記者李穎宜 攝

YMCA頒200世界公民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