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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成北上實習生願留神州
對中國未來發展樂觀 青聯「共創」200學子內地交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暑假
實習是當今學生認識實際工作環境
及個人就業意向的良方，每年都會
舉辦多個暑假實習計劃的香港青聯
學生交流網絡，向曾參加內地實習
計劃的大學生進行調查，當中逾九
成表示願意畢業後到內地工作和發
■香港青聯學生交
流網絡「共創系
列」暑期實習計劃
昨日舉行啟動禮，
一眾嘉賓與即將出
發的實習生合照。
莫雪芝 攝

展，也有近八成人對中國未來經濟
發展表示樂觀。有現職地產管理培
訓生的年輕人指，內地實習的經歷
令他在工作上更有優勢，與內地客
戶洽談合作和會議時更有信心。
聯學生交流網絡今年承辦「共創系列」共 5 個暑期實習計
青劃，大會昨日於會展舉行啟動禮，有來自本港各大專院校超

過 200 名學生參與，他們將在 6 月 16 日出發，分別在北京、上
海、哈爾濱和廣東進行四至六星期的實習。除了在各個企業工作
實習外，實習生也獲安排到知名企業、政府部門和當地名勝參
觀，並參與一系列行政總裁講座，深化管理知識，同時與內地大
學生交流，互相學習，進一步認識當地文化。

仇鴻曾鈺成劉江華等出席
昨日啟動禮大會邀得多名主禮嘉賓出席，包括中聯辦副主任仇
鴻、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和全國青聯副主
席鄭志剛等等。曾鈺成在致辭時表示，社會上有不少聲音指時下
年輕人是「廢青」，但在座的大學生就以行動證明，他們是關心
國家發展，且利用暑假實習以裝備自己。他又指，現時中國是全
世界的焦點和發展所在，例如他在今年 4 月到訪匈牙利布達佩斯
時，得悉當地政府期待着「一帶一路」所帶來的機遇。因此他認
為，即使是遠隔千里的人亦關注着中國發展，故他勉勵在座的香
港學生，應好好掌握是次神州實習機會，相信會有豐富收穫。
大會亦邀得曾參與內地實習團的畢業生到場分享經驗。現於新

鴻基地產任職管理培訓生的李朗然，曾分別在2012年和2013年到
北京的中國黃金集團和新世界中國地產任實習生。

過來人憶經歷助與內地客溝通
他指，現時工作負責華南地區的商業項目，不時要與內地公司和
品牌合作，而當時實習的經驗，令他了解到如何以最快和最有效的
方法與他們溝通，例如在用詞和語氣上要有所調適，亦因為在內地
實習的經驗，令他與內地客戶洽談合作和開會時就更有信心。
另為了解香港大學生對內地就業的意向，青聯在今年2月至4月
期間，向 495 名曾參加內地實習的大學生進行問卷調查，受訪者
當中，近八成對國家未來經濟發展表示樂觀，更有超過九成指願
意在內地工作及發展，而受訪學生中，有四成提到內地工作機會
多，是吸引他們前往內地發展的主要因素。
不過調查亦顯示，有一成四受訪者提及，對內地工作模式不熟
悉，會令他們在考慮於內地就業時卻步；而相比「願意」到內地
工作的高比例，只有兩成人表示願意在內地「長期（即超過 6
年）」工作及發展。青聯分析指，現時不少大學生先考慮在內地
作短線發展，是想先「試水溫」，了解當地的工作環境和文化，
然後才進一步考慮長線發展的可能性。

■曾鈺成在啟動禮上致
辭。
莫雪芝 攝

■大會邀得多名曾參與內
地實習的畢業生到場分享
經 驗 ， 包 括 李 朗 然
（中）。
莫雪芝 攝

浸大慶甲子 史廳展
「三寶」

英文化協會幼園學費7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希雯）今年是浸會大學
60 周 年 校 慶 ， 校 方 特 別 設 立 「 浸 大 校 史 展 覽
廳」，展出約百件見證着該校由創校至正名為大
學的珍貴藏品，包括浸會的「三寶」：經修復的
林子豐博士獎與學生節系際總冠軍獎座、有大半
個人身高的香港浸會學院權杖和創校紀念銅牌
匾。至於該校師生的舊相片，則以媒體電視展
示，參觀者可在當中看到何守信等明星校友年輕
時的樣子，聽到新舊版本校歌，全面了解該校的
發展歷程。

冀培文化氣氛配合博雅發展

■中間展區展出「三寶」。圖左起為林子豐博
士獎與學生節系際總冠軍獎座、香港浸會學院
權杖、創校紀念銅牌匾。
吳希雯 攝

校史展覽館在浸會大學逸夫校園(新校)，永隆銀行
商學大樓二樓，於校園開放時間內，公眾可自由參
觀，費用全免。負責籌備是次展覽的浸大社會科學
院歷史系教授周佳榮表示，希望透過展覽讓大眾認
識大學歷史，培育文化氣氛，配合該校博雅教育的
發展。
展覽廳引入了「無牆博物館」概念，善用必經的
通道位置，長廊的一邊是「南區」，展示了該校初
成立時期的相片，隨歷史延伸至「中區」，而另一
端則是「北區」，展出浸會正名大學後的成就和今
天的面貌。展覽館的玻璃外牆甚有特色，在日間透
現陽光，在夜間襯着室內燈光，可變成向外展示校
園景色的長卷。

行事曆「印記」浸大正名
周佳榮和負責搜羅各項展品的物業處副研究員區
顥鋒，歷盡艱辛才尋回有極高歷史價值的重要珍
藏，包括一本 1994 年至 1995 年的行事曆，成為浸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英國文化協會在香港營辦的
首間國際幼稚園將於今年 8 月正式開校，收生對象是年滿
兩歲 8 個月或以上的幼童。校方提供上下午班英語及廣東
話雙語學前教育，課程參照英國的國際小學課程(IPC)，每
周上課 5 天，全年學費為 72,800 元，分 10 期繳交。校舍設
於英國文化協會金鐘中心，平均每班20名學生。
英國文化協會國際幼稚園將由華詩敏擔任校長，校方介
紹指，她有超過 18 年幼稚園教育經驗，曾任職本地及國際
幼稚園，專長為學校管理及課程發展。此外，該校將採用
國際小學課程，並以主題教學為主，設有清晰的學習目標
及具體的準則評估學生和其學習進度。教育方針涵蓋 3 個
主要的學習目標，包括學科目標、個人目標和國際視野。
幼稚園還提供英語及中文雙語課程，每天設有普通話時
間，2016/17 學年的學額現正在接受報名，校方招收兩歲 8
個月至6歲的學童入讀幼兒班 (K1)、低班(K2)及高班(K3)。

科專學士課程收生佔學額72%
■ 周佳榮
周佳榮(( 右) 及
區顥鋒為了是次
展覽，
展覽
，花了不少
心血。
心血
。
吳希雯 攝
正名前後的「印記」。所謂行事曆，是指未有互聯
網的時代，大學會刊印出院校資料、校曆、課程資
料等，以通知師生校內的重要資訊。
在當年9月開學之時，行事曆其實以「大學」字樣
印刷，但以印有「學院」字樣的貼紙遮蓋，到 11 月

■浸會1994年-1995年的行事曆。 吳希雯 攝

正名成功時，正式成為大學後，師生即可撕下貼
紙，見證歷史一刻。
另外，周佳榮和區顥鋒從眾多刊物，多方考證，
尋回舊校徽的原本設計，製成立體的彩色校徽來陳
列，故今次的展覽，絕對是兩人的心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教育局日前向立法會提交各
所自資專上院校 2015/16 年的收生數據，當中多所院校實
際收生人數比預計的少。其中一所院校香港科技專上書院
（科專）補充指，該校有關數字主要反映該年文憑試畢業
生人數，整體來說該校學士課程的整體入學總人數為 167
人，與總收生學額231個相比，百分率為72%
科專指，該校自資學位並非本校頒發，而是與英國大學合
辦、通過本地評審的三年制合辦英國學士學位課程，具國際
性，所以收生背景較多元化，包括過往中學畢業生、國際學
校學生及年長在職人士，有關資料未反映於呈報數字中。
該校又提到，其去年其他專上課程收生情況也甚理想，
例如毅進學生人數屬全港之冠，副學士課程收生初期曾全
部滿額，開學後實際學生人數亦佔學額的87.7%。

堅持了解不放棄 助孩子度青春期
孩子踏入不同的階段，家長
會面對不同的管教困難。很多
家長都向我反映，孩子在青少
年階段讓他們最感頭痛。他們
變得不再愛分享事情，守着很
多秘密，開始和父母鬥嘴，有
家心健康
反叛行為，變得情緒化，朋友
好像比家人更重要等。對！孩子已踏入青少年成
長階段，並且在中學裡由青少年學習成為成年
人。他們已經不是在你懷抱中哇哇大叫的寶寶
了。
作為社工，筆者有機會聆聽到不同的家庭故
事。當我工作感到乏力的時候，腦海裡都會浮現
很多故事，希望以下的故事可以為各位父母打
氣。
「如果你真的無條件愛我，為何不給我錢，拿
錢來吧！」中二的阿君在一次與我和母親的面談
中說出這樣讓人心痛的說話。阿君生於單親家
庭，有兩個姐姐，母親是家庭主婦，低學歷、依
靠領取綜緩照顧三姊妹。
由於大家姐是智障人士，母親總會把照顧焦點

放在她身上。阿君很不滿意家庭要領取綜緩，認
為母親沒有努力工作，是社會的蛀米大蟲。阿君
一直很看不起母親，而且對母親過分照顧的大姐
姐更是看不過眼。

感被忽視 單親女夜街流連
阿君認為自己是最被母親忽視的一個，憤怒一
直在心中滋長。在升上中學後，她在街上認識了
一群朋黨。每晚在街上流連，深宵才回家，讓母
親擔心不已。阿君的母親是一個柔弱的媽媽，儘
管經過多少次的勸阻，阿君仍沒有改善行為。
「姑娘，還有什麼辦法去幫助我女兒？」 阿
君母親每次和我見面，總是很無力地問我。其實
她並沒有忽視阿君，也總會抽時間到學校擔任家
長義工，希望可以了解阿君的校園生活。母親其
實在阿君看不到的地方關心着女兒的成長。

接納聆聽 認同孩子渴望愛
不同的家庭環境，不同的管教使青少年有不同
的成長。在青春期這個成長暴風期之中，成年人
的堅持、不放棄就是孩子蛻變的契機。阿君這個

個案，需要很多接納與聆聽。首先要明白阿君心
中的憤怒，理解她的成長環境及任性行為，認同
她內心渴望愛的需要。
一步一步地走來陪伴她，為她提供指引，讓她
的眼睛不再只看到家庭的不足，更讓她看到身邊
一直努力為她付出的母親、老師、同學。經過 3
年的努力，今天中五的阿君已經不再和街外朋黨
結伴，在學校有了一班新朋友。當阿君收到第一
份兼職的薪酬，她第一時間便把薪酬的三分一給
母親。我問阿君餘下的錢打算怎樣處理，她
說 ：「我有一個目標，希望儲到 10,000 元可以
給媽媽去一個旅行，她從來也沒有去過一個地方
見識呢！」
生命從來都是有驚有喜的。也許當下你的孩子
正讓你感到很氣餒、傷心、苦惱，請你相信，只
要不放棄陪伴，成長總會在暴風雨過後，畫出美
麗的彩虹。
註冊社工唐莉娜
查詢電話： 2527 3171
網址：http://www.hkfws.org.hk

香港大學昨日於陸佑堂
舉行長期服務獎頒授典
禮，由校長馬斐森向逾 160 位服務大學 15 年或以上、來自各
學系的教師及教學支援部門的專業人員頒授服務獎，感謝他
們多年來忠誠為港大服務，作出貢獻。獲獎的教職員中，有7
人服務港大已屆 40 年、另滿 35 年及 25 年的，也分別有 45 人
及120人。
港大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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