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獎
學
金

才

促
共
贏

通

擴
闊
眼
界
視
野

擴
闊
眼
界
視
野
55
留
學
生
挺
港

留
學
生
挺
港「「
外
望
外
望
」」

國家「一帶一路」策略涵蓋與60多個

沿線國家於經濟、文化、商貿、基建的

協作發展，香港極具潛力為此作出貢

獻。在教育及青年交流方面，香港各所

高水平大學的國際化優勢，更成為與沿

線人民「民心相通」的重要平台。事實

上，香港的大學目前已招收了不少來自

「一帶一路」的年輕先行者，本報特別

訪問5名相關留學生現身說法，細訴在

港的求學及生活經歷，及如何藉着與香

港社會互動交流，推動大學多元文化及

培育國際視野，真真正正讓彼此「民心

相通」。 ■記者 姜嘉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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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即將赴香港視察，「重頭戲」是出席由特區政府主辦的

「一帶一路」高峰論壇。目前，部分港人對「一帶一路」的認識不足，甚至存在不少誤
解，本報由今日開始，推出「一帶一路與香港」系列專題，邀請各界人士從多角度分
享、解釋香港如何在教育、文化、貿易、金融、專業服務等不同方面配合「一帶一路」
策略，從而讓香港發揮自身的優勢，把握這個有助香港再拓新天的發展機遇，同時為國
家整體發展帶來更大的貢獻，成就雙贏的局面。

特區政府提供予「一帶一路」地區
的獎學金，首階段將由東南亞最大的
國家印尼開始，9月新學年將會有10名
當地學生受惠。來自印尼的 Vesta
Eresta JAYA，早於3年前來港入讀香
港大學理學院，對在港讀書的經歷，
她笑言最初的確感受到文化衝擊，在
適應以後卻獲益更多，包括學懂服用
中藥治胃痛，品嚐過至愛的阿華田及
「港版」印尼炒飯。她也成功讓港生
同學知道家鄉也有各種各樣的專業人
才，打破印尼多只聯想到「家傭」的
錯誤觀念，有助彼此掀開膚淺的表面
印象，真正深入認識彼此。

港生教路 服中藥治胃痛
Vesta表示，自己留意到印尼會率先

受惠於特區政府獎學金的消息，對此
深表興奮。她指出，世界不斷朝向全
球化發展，認識不同文化有助擴闊眼
界及思維，如香港能藉獎學金吸納更
多不同地區的學生，也能讓港生多了
解其他地區的文化及生活模式，藉着
雙向交流，彼此也有得着。
她憶述，「同學除帶我到不同地方

參觀外，還教會我很多知識，有一次
我得了胃痛，透過他們建議服用中
藥，發現非常有效！」Vesta笑言這不
過是3年來的「冰山一角」，每次跟港
生溝通都能讓她學習新事物。
離鄉別井、獨自來港，Vesta坦言間
中也會思鄉，幸在港認識了不少好

友，可以互相傾訴支持，並不寂寞。
由於參與港大合唱團並成為學生大
使，她更不時代表港大參與在港文化
交流活動及分享自身留學經歷，也藉
此跟不同階層人士溝通，更深入了解
香港社會。

嚐「港版」印尼炒飯 絕不遜色
她又說，自己已學懂一點廣東話，

「同學教會我到餐廳點至愛的『炒
飯』及『阿華田』」，她還吃過「香
港版」的印尼炒飯，笑言口味跟家鄉
大有不同，但絕不遜色，很是喜歡。
Vesta笑言，自己可以幫助港生認識

家鄉，例如曾有一位男同學指，以往提
到印尼多只聯想到「家傭」，但結識
Vesta後，讓他知道印尼也有着各種各
樣的專業人才，扭轉膚淺片面的錯誤觀
念，這正好反映交流的好處，讓外地生
及港生互相了解對方文化，並為自己能
夠在港展現國家美好一面感到自豪。
談及未來，Vesta表示，自己長遠而
言有機會返印尼發展，但預計畢業後
會先在港工作，因她相信香港作為亞
洲樞紐，更能跟世界接軌且充滿機
遇，可賺取經驗並打下良好基礎。
Vesta表示，在港讀書收穫遠超當初

預期，言談間還透露原來妹妹去年也
跟隨其步伐來港，現於科技大學讀1年
級，姊妹兩人互相照應，加上父母不
時來港探望，感到港印兩地其實也很
親近。

來自印度班加羅爾的 Sagar GUP-
TA，去年獲「特定地區獎學金」資助
入讀香港大學工程學1年級，計劃主修
計算機科學。他認為，獎學金能大大增
加香港對不同地區及背景學生的吸引
力，令大學校園更多元性，相信自己亦
能與港生互相了解彼此文化，培養國際
視野，這些都是留在印度升學無法經歷
的有趣事情。普遍港人或對班加羅爾認
識不多，但Sagar笑言，自己家鄉的電
子科技發展其實非常發達，希望藉在港
修讀計算機科學及未來進修碩士自我增
值，他日可以回國發展，亦可考慮到內
地覓機會，出路廣闊。

來港攻讀主因獎學金
Sagar坦言，獎學金是自己決定來港
讀書的主要原因之一，加上在全球化
趨勢下，很多工作都要跟不同國籍人
士往來，「如事前多了解對方生活習
慣或文化，對工作還是社交層面都有
好處。」他認為，大學所設的海外交

換生計劃道理其實也是一樣，就是希
望學生認識世界，培養國際視野。
來港近一年，Sagar指，香港是亞洲
經濟中心，不論在文化、工作還是生
活模式上都有着中西合璧的獨有特
色，希望自己亦能藉此環境培養國際
視野，從中尋覓更多機遇；加上港人
都會聽講英語，故溝通並無障礙，而
一般飲食習慣及生活環境等亦能慢慢
適應，至今未有遇上太大困難。

修讀普通話 利內地立足
Sagar在港大也積極參與課外活動，
更已前往不少香港景點觀光。熱愛行
山的他指出，香港行山徑多，也正好
滿足本身興趣。
Sagar計劃大學畢業後有機會投身網

頁設計，他指除家鄉外，內地的發展機
會也應相當不錯，然而語言卻是一大考
慮因素，「不懂普通話，單靠英語恐怕
未必能在內地立足。」為此，他現時在
港大修讀普通話課程，爭取優勢。

香港中文大學數學與訊息工程
學 2年級生Kairat ESHBOLO-
TOV來自吉爾吉斯。該國對港
人而言，可能有點陌生，但原來
在吉爾吉斯，香港卻是個頗有名
氣的地方。「我自小已從他的功
夫電影中認識香港，因此『李小
龍』有如香港的代名詞。」言談
間，Kairat 提到李小龍身手敏
捷，及一秒打七拳等事蹟，雀躍
地手舞足蹈。雖然香港成功藉電
影文化「打」入吉爾吉斯社會，
但對年輕學生而言，卻仍是升學
的冷門地點，但Kairat希望自己
能走出不一樣人生，故毅然決定來港讀書體驗新生活。

交流培育正確價值觀
Kairat笑言，「李小龍效應」令很多吉爾吉斯人都對香港的
獨特文化有初步認識，而他自己於高中時也於國際數學比賽中
結識了數名港生，進一步對香港留下良好印象。不過，他身邊
很多同學如要出外升學，多只會考慮美國、俄羅斯或土耳其
等，但他希望自己能走出不一樣人生。
他坦言，自己認識的吉爾吉斯同鄉在港不多於5人，但也無

損畢業後留港的計劃，如有機會他希望能在港投身銀行金融相
關行業。
Kairat指出，香港多元的大學環境能帶來很多思想衝擊，透
過認識不同文化，有助重新審視過往價值觀，「多接觸不同地
方的知識及文化，有時候會發現自己過去一直相信的價值觀，
放諸其他地方未必一定正確。只有不斷比較、質疑、思考，才
能擴闊眼界思維，讓自身價值觀趨向正確方向，不致被單一地
區所局限。」所以，他認同特區政府設立「一帶一路」獎學金
的作用，認為有助香港吸引更多不同背景的學生，豐富大學的
多元性。
被問到對香港同學的印象，Kairat認為，大家在課堂上的表
現相當內斂，「也許港生覺得發問是挑戰對方，或是顯得很
笨，也有可能認為那會阻礙上課進度，普遍較少發問。」他認
為，香港物價是有點嚇人，但整體而言港人都很友善，在港生
活非常有趣。

來自尼泊爾的Ayesha PRAJA-
PATI，現為中文大學分子生物
系1年級生。家人經營民宿的她
坦言，去年尼泊爾地震對當地旅
遊業造成很大打擊，因此考慮升
學時也要顧及家庭狀況，而獎學
金是她選擇到中大讀書的主要考
慮因素。身為受惠者的她，深深
明白到香港特區政府向「一帶一
路」學生提供獎學金的作用，不
單增進彼此文化交流，對有志出
國升學，卻因財政遇壓的學生而
言，更有莫大的幫助。

凌晨燈火通明 很安全
Ayesha指，尼泊爾學生過去較多着眼於美國學府，而自己也

曾考慮過到美國升學，但因學費負擔，所以放棄念頭選擇來
港。她指出，香港在世界最適合學生城市排名中名列前茅，如
加上獎學金計劃，可提供更大的誘因吸引世界各地的優秀學
生。
提及家鄉尼泊爾，Ayesha指，當地以佛祖釋迦牟尼的出生地

較為人所知，但一般港人未必有更深入認識。來港多月，她發
現香港社會建設非常發達，「即使在凌晨兩點，街上都是燈火
通明，感覺很安全。」而快速的網絡也令她印象深刻，「尼泊
爾畢竟是發展中國家，網速時快時慢，香港的WiFi任何時候都
很快。」
Ayesha坦言，自己過往一直以為香港是「石屎森林」，生活
下來才發現綠化環境遠比想像中多，有點意外。而除中大校園
外，至今她到過尖沙咀、維園等多個地方觀光，亦曾往大嶼山
參觀天壇大佛，感覺很好。

來自俄羅斯的 Mariia MASHKI-
NA，中學時曾於泰國讀國際學校，
現為中文大學統計學1年級生。她認
為，香港的教育制度優良，加上中俄
經濟有不少合作，相信在港讀書能讓
她更認識中國文化，帶來更多機遇。
她特別提到，過往一直受香港多元文
化吸引，來港後的得着比想像中還
多，並體會到不同文化及意見共存的
獨特國際氛圍。
Mariia指，在香港會爭取機會與不

同背景的朋友交流，從他們口中認識
不同地方的文化，「例如我曾跟一位
台灣朋友參加電影節，也有朋友帶我

到素菜館嘗試香港齋菜。」這段期間，她還學了一點日本及韓國文
化，這一切都有賴香港擁有獨特的國際氛圍，自己獲益不少。

鑽研中文 欣賞地鐵八達通
在語言學習上，在港讀書也提供不少機會，Mariia表示，正積極
學習中文，又於校內修讀普通話課程，「讀寫中文毫無疑問十分困
難，但透過了解中文的文法結構及思維，從中窺探中國人如何看待
世界，不斷探索，感覺非常有趣。」雖然她在接受訪問時才上課兩
周，但已能用普通話讀出自己名字，進度不俗。
對香港社會建設，她指非常欣賞地鐵網絡及八達通系統，「港人

經常抱怨港鐵出事故及延誤，但對比世界很多地方其實不錯，車站
也非常乾淨。」她又笑言，不少港生看來有點害羞，但相處下來都
很友善，生活非常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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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sta（左）跟 Sagar（右）都很享受港大的生活。 姜嘉軒攝

帶路

尼泊爾Ayesha：
WiFi網速快 非「石屎森林」

吉爾吉斯Kairat：
留港走出不一樣人生

俄羅斯Mariia：
港文化多元 經濟機遇多

■Ayesha（左）、Kairat（中）跟Mariia（右）三人都認同，來港
讀書是個難得經歷。 劉國權攝

■Kairat形容家鄉很少高樓
大廈，因此對香港的建築物
留下深刻印象。 劉國權攝

■Ayesha指香港任何時候
都是燈火通明，感覺很安
全。 劉國權攝

■Mariia笑言家鄉很冷，零
下二三十度亦屬等閒，但早
已適應亞洲氣候。 劉國權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