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芭蕾少女堅持追夢
獲獎學金跳出香港
英皇家舞院考試績佳 參加國際賽開眼界

■責任編輯：鄭樂泓 2015年11月19日（星期四）

美容師：幫人變靚 己手「受傷」

教育需實踐 實習長見識

五官是臉部的刻印，高低
起伏的立體，變化作不同的
外在印象，然而五官如何標
致，根底的皮膚，才是整個

臉的門面。若要肌膚吹彈欲破，妝容完美帖服不易
脫，學懂如何護膚保養就很重要。

幫客人變美感滿足
Yumi自15歲起就在美容小店當學徒，曾於大型連
鎖店當高級美容師及美容顧問，更於上年自行創業
一嘗當美容店長的滋味。十多年經驗，讓她成為活
脫脫一本專業「美容日記」，而她亦早已視美容師
為終生職業，「不僅是因為這工作有前景，也因為
我可以用自己專業，幫助有需要的人，讓客人變得
更整潔更有自信，這種滿足感比自己變得美來得更
有意思。」
坊間現時已有各式美容店舖，競爭雖然激烈，
但Yumi仍對行業發展充滿信心，「美容業在女性
市場仍有一定發展潛力，而男性近年亦開始重
美容護膚，隨科技進步，不同年代的人對美的
追求會轉變，但不會止步。」她舉例指，美容師
今天除要懂得基本臉部皮膚護理及分析外，還需
不停學習不同的技術，諸如操作美容儀器、脫毛
保養、保健按摩、健康減肥等。
Yumi又表示，近年市場上興起「GEL甲」
熱，客人可按個人喜好決定顏色、圖案及花
紋，由於變化多端，故很多女士不時會光顧，
務求為指甲添新裝，而美容師為此亦要額外學
習美甲技巧來應付客人需求。「這正正反映了
隨時代變遷，女士對美的追求方向亦有所
不同。」

工作勤奮快升職
談到入行門檻，Yumi認為美容業是年輕人不錯的選

擇，雖然當學徒薪酬不高，但只要勤力工作，很快能
晉升初級美容師，再工作約三年多就能成為高級美容
師。「美容師是很講求經驗的，只要勤力，願意與客
人多溝通，表現出專業自信的一面，這樣客人就自然
會繼續留下來的。」
不過，她提醒有意入行的年輕人，美容師有些辛酸

也是不足為外人道的，包括：
1.很多人以為美容師經常接觸潔膚品，手部一定很滑
嫩。但其實很多潔膚品都含酸性，加上常使用消毒
用品，對手部造成一定程度的傷害。而長時間彎腰
工作，肩頸腰部勞損更是難免的。

2. 工時很長。用餐及下班時間會因應客人預約而變
化，為此更要習慣在公眾假期上班。

3. 有些客人皮膚可能有發炎症狀或膿包，美容師亦同
樣要替客人清潔護膚，也可以說是一種「厭惡性工
作」。
想體驗美容師工作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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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qua Protect Beau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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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星期提到「賽馬會鼓
掌．創你程計劃」（學
校）的同工與一班有特殊教
育需要的中學畢業生見面，
參與焦點小組訪問，不少特
教生都對未來前途及工作抱
有不樂觀的態度，這期看看
他們如何克服升學就業路上
的困難。

問：你中學階段，什麼人曾
於升學就業出路上支援你？

同學D︰我覺得學校老師的
鼓勵很重要。我在中學階段時
有一位中文老師，他知道我有
說話的障礙，但他對我說︰
「我不會管你是不是有障礙，你
還是要跟着辦」，接着他就逼我
到台上作分享，現在我跟別人溝
通時也不會害羞。

同學E：我其實也得到老師和
學校社工幫助。首先是老師，在
學校裡有負責升學及就業的老
師，他們會準備很多講座；社工則
會給我建議，跟他商量不同的課
程……自己努力也很重要，我在高
中時不斷參加升學講座，索取課程
的資訊，令自己有更加清晰的方
向。

互諒互助最重要
無論是否有特殊學習需要，在年輕
人成長的階段中，同行者的支持都是
非常重要的。就以上與會者的回應，
同行者可以是父母、同學、老師、社
工、同事、上司，甚至也有其他提及補

習老師，師友計劃的導師等。他們表示有不少負
面經歷，身邊的人對其天生能力的不足，表示厭
煩、嫌棄、不理解等，令年輕人在學習及工作上感
覺氣餒、無助和孤單。我們是否應該檢視及加大力
度在學校、在社會上推動融和、接納、支持及關懷
身邊有不同學習需要的人呢？在學校、大專裡多教
育和推動同儕間互諒互助的態度，是對特教生最大
的幫助之一。
參與訪問的幾位年輕人表現出積極丶正面的人生
觀，不但接納自己「與別不同」，還因應自己的興趣
和抱負，搜集不同的升學就業資訊、嘗試參與不同的
活動來擴闊視野，為自己規劃人生。這裡也不由得聯
想到，他們一直以來的同行者不就是能啟發他們去了
解自己、積極探索及計劃人生的人嗎？

■邱信儀 香港輔導教師協會榮譽顧問
中文大學教育學院

「賽馬會鼓掌‧創你程計劃」
副研究顧問（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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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已成為不少大專院
校課程不可或缺的項目，
職業訓練局（VTC）所開
辦的課程，重課程的實

用性，協助他們投身職場，務求每一位學生畢業
後具備行業的專業知識和實務技能。實習不僅讓
學生鞏固及實踐課堂上所學到的知識，亦確保知
識及技術配合業界需求，提升學生競爭能力。
VTC開辦的高級文憑及學位課程，將行業實習納
入必修課程，所有學生在畢業前，都必須先完成
規定時數的實習培訓。

推國際化增實習
為擴闊學生的國際視野，認識多元文化及提
升語文能力，VTC積極推動國際化，增加海外

實習是近年的重點項目之一。透過參加海外實習，
學生可獲得實際工作經驗之餘，亦親身體驗於海外
生活，了解不同國家的工作文化，培養獨立和解難
能力，這些寶貴經驗，對日後投身社會，裨益匪
淺。
在海外實習培訓方面，VTC每年與新加坡工藝
教育局（ITE）合辦實習交流計劃，安排學生到新
加坡的不同行業實習，如物流、行政及零售業等；
酒店及旅遊學院則安排學生遠赴法國實習；資訊科
技學科一般安排到捷克實習。另外，VTC亦安排
學生到國內實習，包括北京、上海、大連、瀋陽、
成都、寧波、南京、蘇州、西安等不同地區，提供
實習機會的更不乏國際著名企業，如中國教育電視
台、蘇寧電器、東軟集團、寧波歐琳集團、TCL
通訊（寧波）有限公司、上海電視台、中國聯通四

川分公司和西安秦始皇陵博物院等。

表現優異獲續聘
參與海外實習工作計劃的同學，對該計劃的評價

非常正面。部分同學更憑實習期間的優異表現獲
得垂青，畢業後獲聘任繼續工作。例如酒店、服務
及旅遊學科的學生，參加美國佛羅里達州迪士尼樂
園文化大使計劃，接受專業培訓，並憑在美國迪
士尼獲得的寶貴經驗，順利獲香港迪士尼樂園聘
用。
以上例子可見實習豐富了學生的閱歷和見識，更

可化作未來發展的資產和動力，各位同學，不妨多
留意院校所提供的實習計劃，積極
參與，為日後投身職場作好準備。

■VTC國際發展處

生生 規規劃劃涯涯

■■只要勤力工作只要勤力工作，，年輕人不難當上美容師年輕人不難當上美容師，，可是美容可是美容
師的工作時間要因應客人而改變師的工作時間要因應客人而改變，，年輕人要習慣一年輕人要習慣一
下下。。 作者供圖作者供圖

中大夥兩岸31大學 評鑑中文學術期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現時國際上廣泛

使用的學術期刊評鑑標準都以英文為主，未能完整
反映亞洲及華語地區的研究成果，包括人文及社科
範疇的中文論文或研究文章，也往往得不到重視。
有見及此，香港中文大學連同北京大學、上海交通
大學、南京大學及台灣大學共同發起訂定中文學術
期刊的評鑑標準，獲得兩岸四地27所院校支持，
昨日共同簽署合作協議，預計1年內成立專家評審
委員會，共同訂定優質中文學術期刊評鑑標準，提
升其國際地位。

統一期刊標準
中大昨日舉行「中文學術評鑑與發展高峰論
壇」，聯同北大、上交大、南大及台大作為發起院

校，加上兩岸及港澳地區等27所院校共同簽署
「推動學術中文合作協議」。中大校長沈祖堯指，
各校將組成聯盟，選出專家團隊設定優秀學術期刊
的標準，分辨出具影響力及受重視的中文期刊，預
計一年內將定出相關標準供外界參考，並推薦具代
表性的中文學術期刊名單。中大副校長張妙清補充
指，中文期刊過去未有統一共認的標準，期望通過
今次協議作出改變，各院校將派出專家共同組成專
家評審委員會，共同設立中文期刊審查標準。
有份簽署合作協議的台大校長楊泮池指，過去中
文學術期刊的審查工作僅屬地區性，評審專家少，
如今多所大學組成聯盟，將能更客觀地評審出版文
章品質的高低，有助改善整體中文學術期刊質素。
南大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評價中心副主任沈固朝指，

協議除助學生更有效地分辨優質中文學術文章外，
也能增加學習效率。

用中文免卻詞不達意
專門研究教育範疇、曾發表數十篇中文學術專著

及文章的教聯副主席胡少偉歡迎有關協議，他直言
中文論文不受重視的問題長年困擾華文學者，但部
分學術議題涉及華人社會文化，如香港學校校本管
理研究、小學公開試發展等，英文都難以清晰表
達，相比之下中文是較佳媒介；另外，一些中國文
化概念如「仁」、「道」等，翻譯成英文時容易變
得詞不達意。他相信今次協議尤其保障華人文、
史、哲及社會發展的學術研究，也能提供更多發表
機會，提升華文著作地位。

自小習芭蕾舞的曉媛，起初已面對不少挑戰，
包括身高不及和身形不夠修長限制，心理上

的挫敗及拉筋時身體上的痛楚都被她一一克服，
惟學業與興趣之間的平衡卻令她真正想過放棄。

忙考試險夢碎
港生升小升中以至升大學的階段，都要面對排

山倒海的課業及考試，曉媛對投放額外時間在芭
蕾舞上倍感壓力。中學時就讀傳統名校的曉媛，
每日放學後即趕往上芭蕾舞課，然後回家做功課
和溫習至夜深，去年文憑試前，她和父母更因為
安排溫習和練習的時間發生爭拗，幸最後仍獲父
母支持，讓她堅持下去，「有時練習到晚上11
點、12點，他們也會到學校接我放學，不論多晚
都等我回家吃飯。」她最終順利完成文憑試，並
入讀城市大學翻譯及語言學系。
去年曉媛亦報考英國皇家舞蹈學院Advanced 2
考試，並獲得優異（Distinction）成績，因而獲
參加珍妮特國際芭蕾舞蹈比賽的資格，「考到
Distinction已是十分難得，（參加比賽）更是完

成自己一個心願。」由於表現出色，曉媛與其餘
8名參賽者更入選首屆Darcey Bussell Gené e
Bursaries獎學金計劃，各獲得1,500英鎊資助，以
支付參賽的報名費及來回機票等等。

深感難兼顧學業興趣
今年9月曉媛赴倫敦參賽，並獲大會安排與各

參賽者一同參與5天專業芭蕾舞課，導師的指導
及朋輩的觀摩讓她眼界大開，「看出他們（其他
參賽者）是明日之星，比我更有天分」，她亦從
中看到自己的不足，並調整心態欣賞別人的優
點，更吸收到不少技巧。她表示，賽事中很多人
從小就接受嚴格訓練，更因為來自專業舞蹈學
校，不用面對功課和考試，能夠更加專注發展舞
蹈；而對比自己及其他港生，因要兼顧興趣和學
業而力不從心，深有感觸。
曉媛雖未能在比賽中獲獎，但仍十分慶幸能及

時抓緊機會參加國際比賽拓闊視野，未來她亦會
參與舞蹈學校的群體舞蹈比賽，繼續在舞台上發
光發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香港

學生讀書壓力沉重，要投入時間發展

其他興趣並不容易。自小鍾情芭蕾舞

的19歲少女郭曉媛，自4歲起習舞，

一練就是15年。她努力練習，克服

身高和身形的限制，也經歷過不少挫

敗和痛楚，卻因為難於在學業與興趣

之間取得平衡，一度萌生放棄的念

頭，幸得父母支持讓她堅持下去。去

年曉媛成功於英國皇家舞蹈學院Ad-

vanced 2考試取得優異成績，更因而

「跳出」香港獲得獎學金，今年赴英

國參加珍妮特國際芭蕾舞蹈比賽，躋

身國際舞台與全球16個國家及地區

共76個舞者一較高下。

■郭曉媛自小
跟從老師張秀
芬（後）學習
芭蕾舞。

黎忞 攝

■郭曉媛（前排左五）完成比賽後與一眾選手合照。 受訪者供圖

■■兩岸四地32所院校簽署合作協議，攜手推動學術中文。 姜嘉軒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