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VE生亞馬遜食蟻「悟道」 返港推環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伊莎）大專生要如何透過

所學知識，貢獻社會，職訓局轄下香港專業教育學
院（IVE）兩位應屆高級文憑畢業生庾霖峰及陳嘉
詠都有其經驗之談。前者去年遠赴亞馬遜熱帶雨林
考察生態，並曾「入鄉隨俗」食蟻、飲樹汁，令他
驚覺生物多樣性對保護環境的重要，立志回港推動
環保。後者則參加了香港青年技能大賽，「巾幗不
讓鬚眉」擊敗十多名男參賽者勇奪「資訊網絡佈
線」獎項，未來銳意投身電腦網絡行業。
就讀環境保護及環境管理高級文憑的庾霖峰自小

熱愛大自然。他分享指，赴亞馬遜考察時，發現當
地人善用大自然資源，如白色樹汁用作醫治肚痛；
又試過把蟻壓扁，留下的汁液可作天然驅蟲劑。他
亦試食像米粒大小的「檸檬樹蟻」，但原來並無檸
檬味道。
此行令霖峰明白到大自然蘊含豐富資源，故維護

生物多樣性對環境非常重要。早前他獲「賀維雅基
金會獎學金」資助每年約24萬元，新學年赴英國升
讀環境科學學士及環境評估碩士課程，回港後會推
動環保。

女生駁線傷十指 忍痛終奪獎
同獲獎學金的陳嘉詠，剛修畢IVE電訊及網絡
科技高級文憑。課程內的電線接駁工作一向要求
體力勞動，令身為女生的嘉詠較其他男同學輸
蝕。去年她參加香港青年技能大賽時，一直努力
鍛煉以技巧取勝，試過因拉線、駁線而令十隻手
指頭流血，「手指都貼滿膠布，曾經好想放棄，
但我不想認輸」。她最終咬緊牙關，勝出了「資
訊網絡佈線」項目。立志投身電腦網絡行業的嘉
詠，在獎學金資助下，將赴英國修讀電腦科學
（網絡）學士課程。

77%指大學畢業生「周街有」逾三成人壓力大超去年

學歷貶值考生憂：
有學位都要做低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大學生「天之驕子」形象早已不復再，青協針對應

屆文憑試考生調查顯示，77%考生直言因大學課程畢業生越來越多，學歷日漸貶

值，更有逾八成人認為持有學位或副學位學歷仍難免做低層工作，反映他們對前景

感憂慮。今年文憑試生人數較往年下降，升學競爭理應較低，但是次調查中仍有逾

34%人壓力指數達7分至10分的偏高水平，比去年的同類調查高6個百分點，青協

指，考生的壓力與他們擔心升學出路及被社會邊緣化有關。

715文憑試放榜在即，青協升學規劃中心於6月底至7月初以問卷及電話訪問588名應屆考生，
了解他們的出路及看法，當中25%人認為自己能
升讀資助大學學位課程，40%指會選讀自資學位，
另有22%人稱預計成績難以達至入大學門檻，但
仍會尋找其他課程報讀。

逾半指升大為「求職基本入場券」
雖然受訪考生大多屬意升學，但他們對學位／
副學位學歷的看法都頗為負面。68%考生不同意大
學生是「天子門生」或社會精英，77%人指香港到
處都是大學／副學位畢業生，認為有關學歷日漸
貶值，更有81%人直言即便認為擁有學位／副學

位，將來都可能從事低層
工作。
在被問到升讀大學 / 大
專的價值何在時，62%考
生認為可提升競爭力，
53%指未來求職「基本入
場券」，亦有35%認為是
社會氣氛，每人都要有張
證書。受訪考生亦指，除
學歷外，年輕人最需要
「人際網絡」 (59% )、
「語文能力，如英文、普
通話」(57.7%)及「創意點
子」(33%) ，令自己更有
競爭力。
至於放榜壓力方面，以
10分為滿分計，34.4%考
生自評屬7分至10分之偏

高水平，較去年調查的高6個百分點，也可能反映
他們對學歷貶值的憂慮。

青協：對大學生身份無幻想
青協督導主任徐小曼指，調查結果反映無論考

生預計自己能否升讀八大，他們都傾向升學，與
香港的知識型社會要求高學歷相符；而考生對學
歷貶值的看法，則說明他們對大學生身份不再存
有幻想，擔心高學歷仍難對將來有保障，對前景
感憂慮。她又指，因社會整體要求較高教育水平
及提倡增值下，就算成績未達標，仍會在無選擇
下升學，相信部分考生的壓力，與他們擔心未能
順利升學，被社會邊緣化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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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香港與內地社會矛盾
爭議熱烈，令多間大學的內地生申請數字大跌。過去
幾年都接獲逾萬名內地生申請的香港大學，昨公布
2015/16年度內地生入學招生結果，今年該校接獲
9,400多份申請，比去年減至少6%，而最終取錄內地
生較去年多2名至309名。不過港大今年錄取內地尖子
狀元成績仍然頗佳，共有22人獲省、市或單科第一，
比去年16人為多。

多指兩地矛盾損來港升學意慾
早前理工大學、嶺南大學及浸會大學都相繼公布了

今年內地招生情況，各校申請人數都較去年大跌四
成，與2012至2013年比較跌幅更近一半，普遍分析都

指與兩地矛盾加深，影響內地生來港升學的意慾有
關。至於內地生申請人數最多的港大，則在昨日一併
公布申請及取錄數字，在9,400多份申請中共錄取309
人，略多於原定的300個學額，也比去年的307人多。
港大去年收到「逾萬份」內地生申請，今年數字明

顯下降至少6%，與2013年高峰期逾1.25萬份比較更減
少四分一。雖然申請數減，但港大昨指，今年獲取錄
者學科成績及學科競賽如全國奧林匹克競賽等的表現
仍然優秀，該校今年更首次試行「多元卓越入學計
劃」，吸引在體育、藝術、社會服務等非學術領域的
內地尖子申請，被錄取者中包括兩位國家一級運動
員。而有超過三分之一取錄者更獲校方入學獎學金，
當中的全額獎學金每年資助達港幣18.6萬元，涵蓋學

費、宿費以及基本生活費。

港大錄取內地狀元人數勝去年
港大又表示，根據全國各地公布的高考排名及媒體

報道，今年該校錄取內地生中有22位獲省、市或單科
第一，較去年的16人多。至於2012年及2013年，港大
則只公布含金量最高的「省市狀元」人數，未有包括
單科第一，難與今年情況比較。
上海文科第一的劉逸沖是其中一位選讀港大的內地

狀元，他獲港大社會科學及法學雙學位課程錄取，並
獲得全額獎學金。他表示，自己對政治學與法學的興
趣由來已久，早就定下將來將來要入讀的大學專業。
至於來自雲南的國家排球一級運動員潘奕辰則選擇入
讀港大理學士，她在網球、芭蕾、游泳、繪畫等亦屢
次獲獎，她表示，做運動能釋放自我，而學習數學有
助她日後在金融等多個行業的工作發展。
另外浸大昨亦回覆指，今年取錄的內地生約為190

人，數字與去年相若。

內地生申升港大 人數跌6%

▶來自雲南的潘奕辰
是國家排球一級運動
員，入讀港大的理學
士課程。 港大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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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伊莎）科技
大學近年致力推動本科生參與研究，
培育科研人才。該校生命科學部應屆
畢業生譚傳立便曾藉大學的本科生研
究計劃，參與麻省理工學院（MIT）
的頂尖團隊，進行生物探測器
（Biosensor）的研究。更成功發現一
種可經基因改造的細菌，進入人體消
化系統後，如探測到內出血情況，可
吸血並發光，及把信號傳送至手機。
他期望這項新發現有機會為醫學界帶
來新的突破。
從小關注環保議題的譚傳立憶述，

啟發他投入科研的，是3年前與朋友
到內地旅遊，驚覺水污染問題嚴重，
「很想做點東西幫忙一下。」大二時
他加入科大「本科生研究計劃
（UROP）」，於乾眼症的研究團隊
中負責動物試驗，為學習研究奠基。
至去年他更成功藉科大的「國際本科
生研究計劃」，跟隨麻省理工的團隊
進行9星期關於生物探測器的研究。

吸血發光 位置傳手機
傳立介紹指，MIT團隊因應內窺鏡

檢查胃、腸道內出血情況，在兩個多
月間成功從數萬種細菌中，發現一種
可以透過基因改造、能吸血並發光的
細菌，連同訊號裝置，可製成藥丸般
大小的生物探測器。他解釋說，探測
器進入消化系統後，若發現有出血情
況便會吸血並發光，將出血的範圍和
位置傳送至手機，通知醫護人員患者
內出血的情況。
在MIT期間，傳立也參與另一研究
可吸附污染物的生物探測器項目，發
現經基因修飾過的細菌，能吸附砷、

鉛及水銀等三種重金屬污染物，減少水污染。
他笑言，上述兩個成果都是開始時意想不到，
成為推動自己繼續研究的一大動力。
傳立早前已獲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取錄，新

學年直接升讀博士課程探討微生物與環保科
學、食物安全等研究領域。
科大協理副校長及學務長譚嘉因表示，該校

在2005年推出UROP，參與的本科生由十年前
的70名增至本學年約400多位，而有份帶領學
生研究的教授亦增4倍至約150人，而計劃下進
行的研究項目已有250個，涵蓋科學、工程、商
業及人文社科等範疇，成功推動校園研究氛圍。

積極態度迎放榜
多團體提供服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文憑試尚有兩日便放榜，升學輔
導機構提醒，考生應把握時間為做準備，包括了解各種出路資訊
及安排，也要調適心情，以作長遠人生規劃，而家長則應調整期
望，並留意子女的情緒，支持子女一同迎接放榜。多個團體亦已
即日起提供服務，助考生和家長面對放榜。
學友社學生輔導中心副總幹事吳寶城建議，考生應在放榜前做

好幾手準備，擬定較預期成績低、相若及較高的應對方案，留意
好出路資訊及重要日程，避免因準備不足焦慮及作出不合適決
定。他特別提醒，過往曾有不具名團體於放榜前後冒稱升學輔導
機構接觸考生，實質卻是推銷課程，同學不要輕易披露個人資
料，及應主動查證，及注意其推銷手法。青協督導主任徐小曼則
提醒考生要以積極態度迎接放榜，冷靜分析課程資訊，需要時向
師長、社工或輔導人員商量如何規劃前路。
學友社即日起會提供一系列放榜輔導服務，包括設立放榜輔導

熱線2503 3399（38條級）、面談諮詢服務、免費派發《出路指南
2015》及開放升學就業資料中心等。而青協升學規劃中心亦於今
日起提供放榜支援，包括輔導專線2777 1112（上午8時至凌晨2
時，放榜日延長）、升學網站27771222.hk、Whatsapp輔導6277
8899、Facebook輔導專頁「DSE 27771112」提供諮詢服務。

扶輪「改造」內向仔「師父」教路免挨炒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楊喆彤）青少
年在職場不時碰壁，有社福機構推出有薪全
職實習計劃連面試培訓，助他們適應職場環
境提高競爭力。有年輕人曾因不擅與人溝通
接二連三被解僱，連開店的親戚亦受不了，
但經計劃「改造」後，社交能力大大提升，
成功獲國際酒店集團正式聘用。

「扶輪青年師徒」有薪實習
救世軍與國際扶輪3450地區合作推出

「扶輪青年師徒計劃」，協助15歲至29歲

於就業市場努力過、但不幸失敗的青年，
兩期計劃共取錄48人。學員之一的阿朗，
前年文憑試只獲6分，加上家中經濟環境不
佳，他決定就業幫補家計。
不過，出身單親家庭的阿朗性格內向、

不善言辭，他先後經親戚介紹擔任兼職倉
務員及店務員，唯短則6天、長則4個月已
被炒魷。阿朗從未問過「死因」，自覺因
工作效率差及偶爾做錯事令上司不滿。
及後整整一年阿朗一直未獲聘用，最終經

勞工處展翅青見計劃獲訓練撰寫履歷表、面

試及求職技巧後，成功入圍「扶輪青年師徒
計劃」，於富豪九龍酒店實習3個月。酒店
安排其直屬上司、管家部接線生Rebecca擔
任「師父」，帶領他熟習工作環境，他試做
不同崗位，最後選定房務員一職。

社交能力改進 同事讚幫得手
Rebecca形容阿朗「個性內向、文靜、不

擅長與人溝通，但很有禮貌」，為幫助他
適應，她花了一個多月指導，鼓勵他多請
教同事、應答時要放大聲量、主動對客人

打招呼，令阿朗的表現明顯改善，「以前
叫他做多少就做多少，做完坐在一旁默不
作聲，現在很多同事稱讚阿朗幫得手。」
酒店行政管家麥建輝也讚阿朗學習能力
強，對自己要求很高，例如已整理好的床
鋪「其實已經合格，但他自己不滿意，再
整理好幾遍，要弄得床單起角才行」。
因工作表現良好，阿朗已獲酒店正式聘

用，他期望日後能在酒店業繼續發展，除
房務員外也嘗試其他部門及職位。因應文
憑試放榜，他鼓勵考生勿因考試失利而沮
喪，他笑言：「理想要花時間和努力追
尋，不要輕易放棄，不過趁年輕要多讀
書，年紀大了會記性不好。」

■為幫助阿朗（右）適應工作，Rebecca
（左）花了一個多月時間指導阿朗。楊喆彤 攝

▲譚嘉因指「本
科生研究計劃」
十年來成功協助
學生發掘其研究
興趣及專長，推
動校園的研究氛
圍。 鄭伊莎攝

◀譚傳立去年參
與科大「國際本
科 生 研 究 計
劃」，赴麻省理
工學院參與生物
探測器的研究項
目。 鄭伊莎攝

■庾霖峰（右）及陳嘉詠均獲賀維雅基金會獎學金資助，新學年
可赴英國繼續升學。 鄭伊莎攝

■學友社提供一系列放榜輔導服務，包括輔導熱線、面談諮詢服
務、派發《出路指南2015》及開放升學就業資料中心等等。

▲來自上海的劉逸沖
將入讀港大社會科學
學士及法學士雙學位
課程。 港大供圖

■青協的「文憑試考生升學意見調查」顯示，有七成七考生認為大學及副
學位課程畢業生愈來愈多，相關學歷現已貶值。 記者黎忞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