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嫌港院校科目單一
港生赴台讀冷門科
部分只看作品不看重文憑試成績 過來人︰畢業後不愁出路

港生赴台升學數字逐年增加，根據
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統計，港生

申請赴台讀書的人數由去年5,996人增
加至本年6,177人，赴台升學人數則從
2013 年的 1,800 人，上升至 2014 年
2,569人，反映港生赴台情況日趨普
遍。

台學系多元 港生報讀增
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嚴重光分析
指，台灣院校學系選擇多元，加上學費
相較英、澳等港人熱門升學地點為低，
令港生數字不斷提升。
他舉例，台灣海洋大學是其中一所學

系選擇多元的代表學院，校長張清風表
示，香港跟台灣均為沿海地區，海運業
相當發達，香港卻沒有任何相關學科供
學生選擇。相反，台灣海洋大學從海
運管理至水產養殖，均有專門學

科供學生選擇，畢業生回港亦能從事相
關管理工作。
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總幹事江大樹

指，目前有多種渠道供港生報名，當中
以個人申請制為港生最常用方法。學生
只需到線上報名系統填寫個人資料，上
載自我介紹短文、證件、中學成績即
可，毋須考慮文憑試成績；至於部分學
科，或要求申請人提供作品參考。該會
副總幹事李信笑指，過去曾有學生寄了
一大箱物品到委員會，場面驚人，今年
開始已要求報名者將所有參考資料數碼
化，即毋須郵寄任何實體資料。

寶島修獸醫 5年30萬元
李信強調，個人申請制的主要考慮因

素不在於學生成績高低，只要有中學畢
業證書即可，建議學生多花心思在自我
介紹及學生作品上，以爭取取錄機會。

有關學費問題，若以政府資助的大學作
為平均數，文科約 50,000 台幣一年
（約1.2萬港元），醫科則約90,000台
幣一年（約2.1萬港元），私立大學則
視乎情況貴1.5至2倍。
目前當地大學的外語、獸醫、物理治

療、土木工程等學科，均為港生的熱門
學科。中興大學獸醫系畢業港生鄧麗
嫦，早年在香港取得管理學士學位，更
一度在港開設物流公司，工作數年後發
現自己很喜歡小動物，希望寓興趣於工
作，毅然放下工作赴台讀書，現職實習
獸醫。
鄧麗嫦指香港並無獸醫學科，但若到外

國修讀，學費很貴，「但在台灣讀5年直
至畢業，花費大約30萬港元，這筆錢在
海外讀書僅能維持一年，相差很大。」
台灣大學三年級港生劉向紅，雙主修

人類學系及園境暨景觀學系，她笑言大

部分港人均不知道人類學系的修讀價
值，「總以為是幫兵馬俑等古蹟掃塵，讀
完搵唔到食。」劉向紅卻指不少師兄師
姐前途良好，例如到工程顧問公司，從
事考古工程評估工作，不愁沒有出路。
劉向紅又讚台灣對僑生設有完善獎學

金機制，她每年學費約1萬港元，至今
已獲逾2萬獎學金，部分港生畢業可能
「揹一身債」，劉向紅讀書反而賺了一
筆。

台高教展周五港舉行
2015台灣高等教育展將於本周五及

周六，於荃灣如心海景酒店舉行，今
次共有91所台灣的大學院教參展，數
目為歷年之冠。屆時設有多場升學輔
導講座介紹赴台升學手續，亦設有即
場簡單面試，評估學生是否適合赴台
讀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香港八大院校的資助學位有

限，赴台讀書不失為經濟實惠的升學途徑。一年一度的台灣高

等教育展將於本月底舉行，主辦機構指台灣提供多元化學系供

港生選擇，加上學費相對其他海外地區便宜，學生只需到網上

填寫個人資料及自我介紹，部分學科只要求申請人上傳個人作

品以供參考，並不看重香港文憑試成績。有赴台升學過來人表

示，香港升學方式及科目選擇單一化，故決心赴台修讀心儀的

「冷門科」，畢業後亦可成為專才，不愁沒有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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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鄭樂泓 2015年10月29日（星期四）

化妝易學難精 入行先定方向

編時間須量力 莫自視機械人

檀唇烘日、柳眉星眼，一雙巧
手一桿筆掃，瑰麗就在眉目間綻
放。時代更迭，妝容變化萬千，

樸素自然有之，濃豔催情亦有之，如何拿捏每寸
脂粉的絲絲毫毫，不讓過分的雕琢折損了自然的
美，是每位專業化妝師的日常必修課。
今年25歲的阿旋，8年前中五畢業後便找不着
人生方向，機緣巧合下認識了一名社工，知道阿
旋正處迷茫之際，便邀請她參加中心的化妝興趣
班，讓她打開了化妝工作這道大門。她說，很慶
幸能遇上師父Will Wong，帶她入行成為化妝師
助手，更感謝他的循循善誘，讓她今日能自立
門戶，當上廣告藝人化妝師。

初入行一無所知
她回憶起最初5年的助手生涯：「第一及第
二年最辛苦，自己沒有任何化妝知識，產品啦
質地啦粉底啦，自己根本一竅不通。看師父
化妝時覺得事情好簡單，以為自己能應付，
但真的要自己動手時，才知道想和做根本是
兩碼子的事。」
無知帶來了挫敗感，師父更直截了當對阿
旋說：「你天分沒很多，還是去做髮型
吧！」可阿旋一來對髮型無甚興趣，二來她
不甘心被人看扁，別人說她不行，她更要
堅持。汗水換來經驗，失敗也換來成長，
本來的罵聲也慢慢變成叫好的讚賞。
「最開心就是被師父稱讚！他是很嚴格
的人，很少開口稱讚鼓勵，有時會對我責

備，但其實是想我進步，所以他的稱讚可謂價值連
城。」阿旋笑說。

5年後終可「出師」
皇天不負有心人，經過5年助手生涯，阿旋終獲

師父肯首，成為獨當一面的化妝師，讓她明白並體
會師父「嚴師出高徒」的苦心。
談到化妝工作，阿旋表示化妝師入行不難，因現
時有很多化妝課程及學校可供選擇，不過就要弄清
楚自己化妝路上的取向，因為化妝範疇包羅萬有，
如電影化妝、藝人化妝、廣告化妝、婚禮化妝及特
技化妝等等，「當然你懂得愈多化妝技巧，工作機
會便愈多，能進入大公司就更好。」

工時不定「冇覺瞓」
她又表示，因工作關係，化妝師有機會去香港以
外地方工作，對她而言既是夢寐以求，同時也是一
件苦差，「因要跟隨藝人，我試過一天內飛往多個
地方工作，也曾試過72小時沒睡過覺，食無定時已
是慣例，工作也不分晝夜，更別說標準上下班時間
了。」口說辛苦，但她說到底仍然很享受並熱愛自
己的工作。
那麼，要當化妝師的關鍵是甚麼呢？「是堅持，
因這行很辛苦，也不可輕易計較付出了多少。」事
實上，化妝工作待遇和前景時時不穩定，很容易教

人灰心。所以阿旋一直堅持下去，讓堅持成為自己
事業的啟蒙老師，以及人生道路上的一位好朋友。
「所以年輕朋友們一定要學會堅持，不要時時轉
工，這樣才能找到工作的樂趣。」
你們想嘗試相關職業嗎？快快讚好我們的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hkywcaclap)， 再 inbox
我們你的姓名及聯絡電話，只要有5位15歲至21
歲、沒上學又沒有工作的年輕人參加就可成行，希
望大家踴躍報名。
鳴謝: Shuen Kong廣告藝人化妝師
■「賽馬會鼓掌．創你程計劃」香
港基督教女青年會生涯規劃服務隊
（香港島及離島）

對於「時間管理」這個
詞語，相信你並不會感到
陌生，坊間書局有大量關

於時間管理的工具書，在網上隨便輸入「時間
管理」四個字也有大量的搜尋結果。既然如
此，我們是否很會管理自己的時間呢？事實
上，能夠好好規劃和運用自己時間的人並不
多，不少人更遇到相同的問題：「我認真地定
好了時間表，規劃每天要做的事，但為什麼每
次還是無法順利完成？」

想都覺辛苦 哪有心情完成
放心！你並不是唯一的一個，以上的情
況，也常常發生在不少學生身上。問題出現
在哪裡呢？到底是否方法不管用？還是自己
能力不足呢？經過一段時間觀察，我發現問
題往往非出自方法或能力，而是在規劃的過
程中，我們忽略了個人化的考慮和情感的需
要。以訂立溫習時間表為例，很多同學都會
把時間表填得密密麻麻，務求不要浪費一分
一秒。動機是很好的，但卻把自己當作了
「機械人」，安排自己不斷地工作。

記得有一次，一位女同學因學習上的困難找
我傾談，她很努力，但成績一般，卻一直沒有
放棄。她把自己編寫得密密麻麻的時間表與我
分享和討論，我看罷隨即問了她一句：「你看
着這時間表有甚麼感覺？」。她以低沉的語氣
回答我：「我覺得很辛苦！」試想想，你一看
見自己的時間表，心中已就覺得辛苦萬分，哪
有心情完成當中的工作？

依照興趣能力 編個人時間表
時間管理是非常個人的事情，不能「人有我

有」，切勿盲目跟從。因為每個人的性格、能
力、興趣和處境都不一樣，別人的一套成功法
則並不一定適用於自己身上，例如：A同學的
集中能力較強，每次溫習時間可以長達一小
時，但B同學卻只有30分鐘，因此A同學把每
節溫習時間定為一小時，但這安排對集中力較
短的B同學可能會構成不必要的壓力，即使能
夠完成一小時的溫習，也可能事倍功半。
時間的管理和規劃沒有對錯，只有適合與

否。我們應該先了解自己的性格特質，根據個
人的專長、能力和實際環境去規劃和管理自己

的時間，不必與他人比較。

以簡單為原則 成功才有動力
人是情感的動物，如果時間管理能令我們開

心或有成就感，我們自自然然樂意去做。如何
令自己開心地完成時間表上的工作？重點並不
在於「多」，相反，同學在起步階段，應以
「少」及「簡單」為大原則，讓自己先由簡單
的小事做起，增加自己的成功感和信心，同時
也培養自己執行計劃的習慣。
我們心中都有一個「小朋友」，需要我們的

讚賞和鼓勵，用心培育成為「大朋友」。我們
不妨在工作完成後，獎勵一下自己，讓自己更
有動力完成餘下的工作。只要我們坐言起行，
由心出發地編配自己的時間，並將焦點放在自
我改變過程上，欣賞自己的努力及進步，成功
管理時間自然離你不遠。

■學生發展主任
林志興（註冊社工）

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學院網址: www.cuscshd.hk

9月底至11月
初，各本地大學
輪 流 舉 辦 開 放

日，輔導老師、高中生和家長們每
星期六都忙於在大學校園裡「碰碰撞
撞」……

讀中六的美美一個早上已聽了4場學
院課程的入學講座，但仍不肯定自己的
聯招選科方向。聽罷各個講座，各有吸
引之處，她更感迷惘。

同是讀中六的莉莉，很有效率地到各
課程單位跑了一轉，集中精力搜集各課
程去年收生成績、特別取錄條件等，她
還製作了一份各院校取錄條件總表。

中二的明明，由學校升學及就業輔導老
師帶隊到大學開放日參觀，希望初中及學
生早日以升大學為目標，使他們更知努
力。明明只見人山人海，對課程展覽等內
容似懂非懂。

永勤自己沒有參與開放日活動，因為父母
認為他功課忙，吩咐他留在家裡好好溫習。父
母已計劃妥當，分別出席不同場次的課程講
座，做好筆記給永勤參考。
應屆中六學生即將要提交大學聯合招生辦
法（簡稱「聯招」）申請。自去年開始，聯
招除8間受教資會資助的大學及香港公開大學
的課程外，還引入了分佈於6間院校的約千個
學士學位名額的「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
劃」，涵蓋職業專才教育範疇的課程。對年輕
人而言，要從幾百個課程裡選20個作聯招課程
選擇極不容易，關鍵的問題當然包括年輕人對個
人升學興趣和能力的認識、事業願景；此外，對
升學環境的認知、深入理解各課程的特色和前

景，也非常重要。
參與大學開放日是一站式了解個別大學和其課程的難得機
會，但如何藉此尋找機遇？
1.中六課程和功課太緊迫，同學不可能出席所有大學的開
放日，因此可就自已感興趣的學院、課程範疇，選擇三四間有
開辦相關課程的大學，並先了解這些課程的入學講座和參觀時
間表，重點選擇參與有關活動。同學亦不妨多與心儀課程的講
師、學生交流，了解課程特質和學習經驗等，嘗試比較不同院
校同類課程各自的發展重點和特色，對同學作抉擇和準備面試
也有幫助。
2.對中四、中五的同學而言，參與大學開放日是開眼界、提升
對大學課程認知的好機會，那些只聽過名字、甚或連名字也未聽
過的課程，也可找機會了解其主題、上課環境和設備，不時會有
意外驚喜。中學的課程只是學海裡的一點，大學無論在人文科
學、社會科學、數理工商等學科範疇的空間之大和多元化，是高中
同學和家長都未曾想像的。
3.個人以為，初中生要到大學參觀，感受高等院校莊嚴的學術氣

氛以感染同學提升求學目標，開放日以外還有更好的時機。不妨請
正在大學就讀的師兄姐擔任半天的大使，在平日上課的日子帶一小
組的學弟妹到大學參觀、到學生飯堂用膳，給他們體會大學校園和
大學生生活真實的一面，效果可能更好。
4.家長參與子女的升學選擇，與子女同行，是好事。但重點是同步

同行，不要也不能替代子女在生涯探索路上必須付出的努力。父母太
「勤力」，子女要不感到前路抉擇身不由己，要不就採消極態度，將
責任全交父母好了。
開放日之後，接收了大量資訊，但要如何選科？留待下次再談。

■香港輔導教師協會榮譽顧問何玉芬博士
中文大學教育學院「賽馬會鼓掌．創你程計
劃」首席研究顧問（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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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妝師要跟隨藝人到各地工作，時間隨時日夜顛
倒。 作者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子優）中文大學
善衡書院月前派出16位本科生，登上探險帆
船倫勃朗號，到北極地區的格陵蘭西部展開
12天考察之旅。參與的中大生分別進行遠洋
生態、氣候、地理、愛斯基摩人原住民文化
等10項研究，並將考察結果及見聞，悉心製
作成資訊豐富的極地考察展覽，由即日起至
11月30日在書院展出。
是次為中大首支本科生北極考察隊，由極

地探險家李樂詩擔任總顧問，而考察團的科
學主任、中大生命科學學院講師鍾國昌則主
要帶領學生研究北極的石灘、凍原、海水等
生態。由於行程緊湊，隊員須在短時間內掌
握科研器材的技術問題，還要抵抗嚴寒及暴

風雪，每天在雪地步行6小時往返探險船及考察現
場，無不感到疲累艱辛；另由於極地天氣變幻無常，
探險船的航線須考慮海流、風向等不穩定因素，考察
隊在一天的體力辛勞後，晚上仍要檢討及商討下一個
考察行程，是體力和意志力的考驗。
中大醫科生麥傲冬和梁頌輝，在格陵蘭進行了人類

生理狀態的比較研究，他們以香港考察隊員、探險船
旅客、工作人員和當地的愛斯基摩人為對象，了解不
同人面對嚴寒氣候所引起的生理變化；至於同屬考察
隊成員、主修中醫的鄧蕙盈，則從中醫學角度去觀察
不同人於極地的身體變化。雖然中西醫的觀察及研究
方法不同，但他們在互相交流下，對自然及人體的相
互關係都有更深刻的體會。
考察團正籌備出版書籍，與更多社會人士分享。團
員並剪輯了極地旅程的紀錄片，詳情可瀏覽：https://
youtu.be/JTnobPokGGA。

■2015台灣高等教育展將於本周五及周六，於荃灣如心海景酒店舉行，今次共
有91所台灣大專院校參展，數目為歷年之冠。 記者姜嘉軒 攝

■中大本科生組團到格陵蘭考察，就各自的
興趣及專長，進行研究。 中大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