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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內地生來港讀書感興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

軒）香港高等教育具國際高水
平，每年均吸引大批內地尖子
離鄉別井來港求學。其中中文
大學今學年便取錄305名內地
高考生，校方早前為他們舉辦
為期8日迎新營，協助他們認
識香港社會及大學生活。有年
僅 16歲的內地女生對香港環
境表現興奮，另有來自貴州的
少數民族女生希望在港學習多
元文化，學有所成後回饋國
家。

感受文化差異 努力適應
來自陝西省的任含希小學時

曾跳級，今年16歲便考高考，
更於數學科獲全省第一，獲中
大取錄修讀會計課程。人生首
次遠離家鄉到港讀書，她不但
沒有害怕，言談間更表現興
奮，「自己向來不喜歡被管，
恰巧香港的教育模式比較自
由，傾向自我管理，相信能在
學習中尋找樂趣。」她又指父
母相當支持自己來港，入學前
一家還特意到中大參觀，對其
清幽環境留下深刻印象，相信
這有助專心學習。
來自貴州的侗族小姑娘劉肖

瑤，一輪寒窗苦讀最終考獲佳
績，成功入讀中大人文學科課
程。她表示，香港教育環境國
際化，希望能從中學習，開拓

視野，學有所成後回饋國家，
「入學時收到一本內地生手
冊，提及只有7%內地畢業生選
擇回內地工作，我卻希望將香
港所學帶回去，讓兩地文化交
融發展。」劉肖瑤初到香港，
已深深感受到兩地文化差異：
繁體中文、英語教學、外國人
隨處可見，她笑言仍在努力適
應中。

曾憂兩地矛盾升溫 互相體諒
談及近年香港與內地矛盾升

溫，在安徽省考獲英語單科滿
分的陳思涵表示，來港前的確
有憂慮，尤其早前世界盃亞洲

區外圍賽中，竟發生港隊球迷
向中國國歌喝倒彩事件，更讓
他擔心來港讀書遭到排斥。不
過，如今跟師生相處過後，發
現他們都很熱情，陰霾一掃而
空。他又表示，十分欣賞中大
致力傳承中國文化，相信能在
大學生活中獲益良多。
來自北方「大草原」、內蒙

古自治區牙克石市理科第一的
畢雪瀅笑言，家鄉氣候跟香港
差天共地，吃的「口味」亦大
不同，要慢慢適應。她又指香
港與內地文化有別，看待事物
的角度難免不同，要互相體諒
才能和諧共處。

■楊建文捐款兩億元予城大，以支持動物醫學院等
項目。 城大供圖辦「免落地」手續耗時超預期 有學校稱酌情處理

昨早8時許，荃灣商會學校的老師一早抵校迎接學生回
校上課。校方本預計各架校巴可準時在8時20分舉行

早會前抵達，但從內地多個地方接載9名跨境學童的校巴
在近上午10時才到校，比原定到達時間延誤1小時40分
鐘。

校長陪過關：早料有延誤
校長周劍豪昨早親自到福田陪同跨境學童過關，他指跨
境校車在早上7時35分接齊所有學生並到達皇崗口岸，因
校巴公司要為學童安排免落地過關手續，需要信息採集，
他估計同樣辦理過關手續的跨境校巴甚多，加長了輪候過
關時間。有關學生雖然遲大到，但周校長指校方早已預計
在開學周跨境校巴會延誤15分鐘至20分鐘，會酌情處
理，不會視為遲到；而一般由皇崗到青衣校舍的車程約為
25分鐘，不算太長，相信明年會吸引更多跨境學童報讀該
校。
荃灣商會學校小一跨境生鍾佳宜，不諳廣東話，在暑期
英語班認識了同為跨境學童的洪青，因而成為好朋友，洪
青亦會教她廣東話，父親也從手機下載廣東話教材，助她
適應。她昨早6時已起床準備上學，校巴車程長令她覺得
很累，故途中已忍不住小睡。同班的跨境童梅澤銘亦指，
車程長令他頗感辛苦，「但香港老師較內地老師有愛心，
而且在香港讀書可以提升英語能力，辛苦少少都值得。」
除了跨境校巴之外，荃灣商會學校從葵涌接載學生的校
巴亦延誤近半小時，近30名學生遲到了25分鐘。據了解，
名校林立的九龍塘區曾出現交通擠塞的情況。運輸署發言
人指，整體而言，開學日全港交通大致暢順。

吳克儉：跨境巴路線已增30%
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昨到東涌的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
標學校出席開學禮，他指該校的跨境學童從皇崗到校車程
約35分鐘，不算花太多時間。吳又指今年跨境巴士的特
別配額數目由170組變成220組，跨境巴士路線增加
30%，以方便學生上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本港學校昨日

正式開學，大批跨境童亦開始「長征」的求

學生涯。今年首次加入「跨境學童專用校

網」、位於青衣邨的荃灣商會學校，今年取

錄了9名跨境小一學童，但各人首天上學已遲

到逾一個半小時。陪同學生過關的校長周劍

豪表示，由於跨境校巴公司要為學童安排內

地免落地過關手續，故時間大失預算，但長

遠卻可省卻過關時間，而首個星期學校會酌

情處理學生遲到。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昨早出

席一學校的開學禮後表示，為配合學童跨境

上學，已增加30%跨境巴士路線，部分學校

已安排家長和學生乘搭校巴「預習」，令情

況更順暢。

楊建文捐款兩億
獲城大學術樓冠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城市大學獲香
港實業家楊建文捐款兩億元，以支持動物醫學院、
學生海外交流，以及大學策略性發展，成為該校創
校以來獲得的最大筆捐款。城大校長郭位感謝其捐
款，而該校的學術樓（一）亦將以楊建文命名。
是次捐款的其中一億元將用於動物醫學院專用；

另有5,000萬元捐款將用於城大多個學系的冠名講座
教席；餘下5,000萬元則用於資助城大學生到海外交
流，以助城大達到2015至2020年策略性發展計劃
中，65%學生到海外交流的目標。
楊建文是伯恩光學的始創人兼總裁，本身亦是一

名科學家。其集團有逾10萬名員工，主力生產手機
玻璃面板、觸控屏和供應瑞士著名手錶用之藍寶石
錶面。

跨境「長征」讀書童
過關失算遲大到

■責任編輯：沈 陽 2015年9月2日（星期三）

錢大康持「神器」
與浸大生合照

吳志榮任嶺大進修學院院長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姜嘉軒） 嶺南大學昨日

宣佈，委任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副院長吳志榮為
嶺南大學社區學院及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院長，
任命即日生效。吳志榮對此表示榮幸，承諾會與同
事攜手合作，致力提供優質的學術課程，以滿足社
會各階層對學習及持續進修的需要。
嶺南大學發言人表示，吳志榮過去3年為中文大
學專業進修學院副院長，主管學術範疇，在教學、
研究、課程發展及學院管理均具豐富經驗。吳上任
後將負責帶領兩院在各個領域上的發展，包括與校
內各部門緊密合作，致力發展課程及保持學術水平
質素，對外則率領兩院團隊與其他院校及機構合
作，開辦更多優質課程。

尤德海外獎學金接受申請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姜嘉軒） 為鼓勵優秀學
生前赴海外著名院校繼續升學，尤德爵士紀念基金
2016/17學年海外研究生獎學金和海外獎學金現已
接受申請，本月30日截止。基金理事會解釋，海外
研究生獎學金是要鼓勵以專題研究或專題研讀形式
修讀研究生學位課程的優秀學生；海外獎學金則為
修讀學士學位課程的人而設。
本學年的海外研究生獎學金最高金額為每年30萬

港元，博士學位最長為期3年，碩士學位則為2年；
海外獎學金最高金額為每年28萬港元，最長為期3
年。會方強調獲獎學生應對香港有強烈的使命感，
並願意在學成後，將所學貢獻社會。
有意申請者必須自行辦理入讀所選院校的一切申

請手續，並符合該等院校的入學條件。獲選入圍的
申請人會被邀請親身於香港參加面試，首輪面試將
於明年1月舉行，獲揀選的申請人將於明年2至3月
進行最後面試。申請表格及資料文件可在長沙灣政
府合署學生資助處索取，或可於學生資助處網頁下
載（www.wfsfaa.gov.hk/sfo/tc/public/）。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香港大學前首席
副校長錢大康昨日履新出任浸會大學校長。對於港
大副校任命風波，他以身在浸大為由拒絕評論，但
強調學術自由與院校自主是大學的核心價值，也歡
迎大學生在不干擾到別人的情況下，和平表達個人
意見。
浸大昨日舉行茶會歡迎錢大康履新，超過350名

教職員和學生參加，其間他手持「自拍神器」與一
班學生合照，氣氛輕鬆熱鬧。錢大康笑言，心情如
中小學生開學般興奮及緊張，幸得一眾教職員及同
事支持，他亦期待盡快與他們會面，一方面跟他們
講解管治理念，同時聽取他們對大學發展的意見。
就浸大前任校長陳新滋去年曾拒頒畢業證書予上

台舉傘的畢業生，錢大康指本身不屬任何政黨，任
內不會參與任何非學術或非研究的組織，深信學術
自由與院校自主是大學的核心價值，會盡全力捍
衛。他指絕對尊重大學生以任何方式表達意見，但
不容許干擾他人或衝擊犯法行為。

■錢大康在履新會上跟學生打成一片，用「自拍神
器」拍照留念。 浸大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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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中文大學地球系統
科學課程助理教授戴沛權昨日獲頒發聯合國2015年度
「世界氣象組織青年科學家研究獎」，是香港首位奪得
這個獎項的科學家。他獲獎的研究題目為「暖化問題及
空氣污染的結合嚴重威脅全球糧食安全」，有關研究結
果曾於《自然－氣候變化》期刊發表。

研測暖化令農作物在2050年前減產逾10%
戴沛權獲獎的研究預測，在2050年前，氣候暖化將令

全球農作物的生產量減少逾10%，再加上空氣污染的問
題，農作物產量將進一步降低，或會令發展中國家的營
養不足率增加約50%。不過，嚴格管制空氣污染，可部
分抵銷氣候暖化對農作物的影響。他的研究揭示，氣候
變化及空氣污染的相互作用嚴重威脅全球農作物生產
量，建議政策制定者在解決全球糧食危機時，須將這兩
種因素一併考慮。
負責頒獎的香港天文台台長及世界氣象組織中國香港
常駐代表岑智明表示，戴沛權是次獲獎是香港氣象界的
光榮，大讚其研究對大眾有提醒作用，亦讓政策決定者
可取得以科學為基礎的氣候資訊，以制訂措施。
戴沛權亦對是次獲獎感到榮幸，並感謝其研究團隊和
合作夥伴一直以來的努力和支持，以及香港天文台提名
他參加是次獎項，「我和我的研究團隊會繼續研究全球
環境改變所帶來的後果，讓政策決定者能為我們的可持
續發展未來制訂最適合的策略。」

■岑智明（左）頒發聯合國2015年度「世界氣象組織
青年科學家研究獎」予戴沛權。 中大供圖

■一眾新舊生在活動中打成一片，促進友誼。 中大供圖

荃商為跨境學童「打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位於青衣的荃灣
商會學校，今個學期取錄了9名小一跨境學童，
部分人從未在港接受幼稚園教育，不諳廣東話之
餘，英語水平參差。有見及此，該校舉辦暑期英
語班，安排該校的英文教師逢星期六北上到羅湖
及深圳福民站附近的培訓中心，為跨境學童「打
底」。該校在日常英語課亦會安排兩名老師進行
教學，又會以廣東話和普通話雙語授課，協助學
童盡快適應香港學習環境。

北上舉辦免費暑期英語班
荃灣商會學校特別為跨境學童安排為期兩個

月、共20堂的免費暑期英語班，以收窄學生之
間的英語水平差異。該校英文教師梁美萍指，
校內5名英語教師會輪流北上，每次有兩名教
師在暑期班進行教學。她表示，跨境學童的英

語水平參差，部分學生連26個英文字母都未學
過，教師便由字母教起；英語水平較佳者，教
師便會教授英文生字，實行因材施教。暑期班
學生會在課堂上利用平板電腦學習，以提升其
學習興趣。
梁美萍補充指，暑期班會邀請家長觀課，有家

長會拍下教師的教學錄像，在家為子女「補
課」，以加快孩子掌握廣東話和英語的進度。不
過，上述英語班並非升小的必需課程，部分家長
沒有安排子女上暑期班，偶爾亦有家長帶子女去
旅行而導致缺課，但她相信孩子適應能力強，有
信心他們可跟上課堂進度。
此外，該校在部分課室增設英語練習的配套措

施，日常的小一英語課會安排兩名教師一同進
行教學，如外籍教師授課時，本地教師可在旁
協助，有需要時可以廣東話和普通話解釋。

■校長周劍豪親自到深圳陪同
跨境學童過關。 梁祖彝 攝■■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於開學日探訪小學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於開學日探訪小學。。

■■荃灣商會學校的跨境校巴荃灣商會學校的跨境校巴「「遲大到遲大到」，」，抵達時抵達時
間比原先延誤約間比原先延誤約11小時小時4040分鐘分鐘。。 梁祖彝梁祖彝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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