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生深企實習 為事業儲經驗
對接深鐵深會展管理公司順豐速運 暑期鍛煉一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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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遊蹤大學遊蹤

多份主動多點情 留美半年留回憶
偶爾打開手機相簿，翻看內
裡的相片，腦海又湧起了那一
段難以忘懷的時光。上年秋
季，我在美國南加州大學交流
一個學期，從未踏足美洲的我
隻身到異地，既忐忑，又興
奮。

抵達洛杉磯，便感受到這個城市的差異。
「Hey you are walking too fast！」這是當地人跟
我講的第一句話。走着走着，才發現自己平常的
步速實在太快。我嘗試模仿他們的步伐，幾個月
來都經常提醒自己：走慢一點。

臉常帶笑 拉近距離
坐公車，一開門便聽到「Good morning！」 抬
起頭就看到司機微笑的樣子，無論平日講英語有
多流利，那一刻我還是反應不及，結結巴巴地回
道「Mor...Morning...」
在香港乘搭巴士或小巴，有多少個司機會主動

熱情地跟乘客打招呼？但在美國，司機與乘客並
沒有隔膜。下車，司機亦跟我道別「Bye！Have
a good day！」這個情況不只限於乘車，無論在餐
廳用膳或到商店購物，都不難發現店員全都掛着
笑臉，熱情款待。雖然彼此的緣分就只有一程

車、一次碰面的時間，但已可看到當地人樂意主
動拉近彼此距離的性格。曾有不只一位陌生人主
動跟我打開話匣子，有一個跟我說：「I love
your shoes！」
平日在街上，我們也許會覺得某人的髮型好

看，或者某人的袋子漂亮，但大多也只會放在心
中，不會講出來。美國人卻多了一份主動，會主
動表達心中所想。也許這就是中西的文化差異。
平日上課，很難可以跟當地同學有深入的交流

甚至混熟。不過，熱愛跳舞的我，希望認識更多
美國朋友，於是參加了學校的跳舞學會。
三十多人，有來自美洲和歐洲的，香港人就只

有我一個。為了學期末的表演，我們一星期會練
習好幾個晚上，由於經常見面，大家都變得熟
絡。除了平常排練，課餘時我們會一起溫習，有
成員會主動邀請大家參加他舉辦的House Party。
每一次見面，都令我們彼此了解多一些。

學會欣賞 懂得讚美
當地學生跟香港學生有一點不同：我們喜歡指

出別人的不足或提出需要改善的地方，而美國人
會欣賞別人的優秀之處並直接說出來─這是我在
兩地排舞的體會。近來周遭的負能量實在太多
了，也許這個世界就是需要多一點欣賞和讚美，

因為每個人都是獨特的，都有自身的可貴之處。
儘管排舞的過程不容易，但我們一起互相扶持

和鼓勵，最終都捱過了。表演成功，更令我覺得
一切的付出都值得。雖然來自不同的地方，但舞
蹈把我們拉在一起：用身體去感受音樂，用身體
去感受彼此的心。此刻，我很掛念隊友。
在異國生活半年，可以說一生人只有一次機

會。上學、旅遊、跳舞……在美國的種種經歷，
都是那麼獨特和深刻。大四這年，無悔。

■黃祺烽 香港科技大學商學院
科技及管理學雙學位課程學生

海外升學秘笈海外升學秘笈

文 匯 教 育

由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和未

來之星同學會聯合主辦，香港民

政事務局、青年事務委員會與廣

東省人民政府港澳事務辦公室合

作的「2016星動深圳．未來之星—粵港暑期實習計劃」，前

日在深圳啟動。來自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加拿大英屬

哥倫比亞大學等11所本港及海外知名院校的20名大學生，與

深圳市地鐵集團有限公司、深圳會展中心管理有限責任公

司、順豐速運等8家企業代表舉行了對接。各同學從昨日起，

正式前往上述單位進行為期1個月的實習鍛煉，零距離體驗內

地職場，並進一步了解深圳，為未來正式工作積累寶貴經

驗。 ■古寧 深圳報道

在資訊唾手可得的今天，不少同
學在選擇海外大學時，由於資訊太
多而無從入手，最終多以大學排行
榜為選校主要指標。同學在運用大
學排行榜時，其實有很多地方要注
意，其中有一些學科，排行榜對幫
助學生選校其實沒大作用，甚至可
能構成誤解。

行內另有排名榜
眾所周知，現時的大學排名多以學術研究為重點，所

以如同學申請的是實用性強的學科，排行榜的作用便很
有限，甚至導致選錯學校。以英國的設計課程為例，
University of Arts, London或Kingston University在幾個
主要排行榜雖然均只排在十餘名至三十名左右，但其
實，在該行業內工作的人員均知道這些學府在英國屬
Top 5之列，若以時裝設計課程看，更被某些時裝雜誌
評為全球Top 5呢。
而傳理系亦是不少同學感興趣的學科，除了傳統的新

聞或公共關係課程之外，不少同學有興趣學習實用性為
主導的多媒體課程，例如電影及後期製作等技術專注課
程。但從一般大學排名，往往沒法看出各大學在相關領
域的能力，例如現時不少荷里活電影會於澳洲或新西蘭
進行後期製作，兩國有不少專門人才在當地大學教授相
關學科，例如澳洲柏斯的Murdoch University，便由曾
獲奧斯卡獎項的導演及工作於Pixar的動畫師教授相關學
科，而南澳洲的Flinders University亦與專門學院合作開
辦相關學科，使同學能學習及應用到最新的行業技術。
而在英國及美國，除了傳統大學外，不少專門學院（例
如SAE）或更能培訓出行業需要的專門人材。

註冊資格更重要
酒店管理課程亦是一門高實用性的學科，故此不少同學

會選擇專門的酒店管理學院多於傳統大學，例如澳洲藍山酒店管理
學院每年培訓出不少受業界認可的管理人員，其畢業生一般比傳統
大學畢業生於行內有更高競爭力，但該校卻少見於一般大學排名
內，類似的專門學院例子還包括法國的藍帶酒店及廚藝學院。
除了實用性學科外，學術性要求同樣高的醫護類課程也是一

例。醫護類學科門類眾多，例如醫科、獸醫、牙醫、物理治療、
放射治療、言語治療等學科，相比起大學排名，同學反而更應以
獲得註冊資格為主要考慮因素；醫護類學科畢業生不少會在公營
機構工作，或最終成為自僱人士，因其行業性質，使得就業前景
與從哪所大學畢業的關係沒有那麼重要。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黃奕星 學林社海外升學中心總經理
作者簡介：21年經驗協助學生到海外

升學，定期探訪各國中學、大專及大
學，十分樂意分享協助同學到海外升學
的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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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高鈺）香
港勞校教育機構
秀明小學本月 2
日舉行第十五屆
畢業禮，邀得香
港工會聯合會副

會長兼立法會議員黃國健任主禮嘉
賓。他致辭時勸勉同學應為人生定下
目標，堅定地朝理想進發，又希望同
學實踐「秀業明行」校訓，做一個學
業優秀、具光明德行和高尚品格的
人，並祝願同學前程錦繡。
校長卓愛華致歡迎辭時強調，該校

一直重視學生多元化學習，學校亦大
力推動閱讀風氣，推出了多項閱讀活

動，同時又推廣體藝活動，以提升學
生整體個人發展。另卓愛華感謝家長
教師會的理事和家長義工為學校的付
出。
今年是學校15周年校慶，校方有一

系列慶祝活動，如大型親子同樂日、
傑出學生選舉、時間囊設置及師生校
友聯歡會和節目匯演等。
畢業生代表致辭時感謝學校提供了

良好的學習環境，感激老師和家長的
關懷愛護和栽培。
在五、六年級學生的交接儀式中，

畢業生勉勵學弟學妹要堅持「秀業明
行」的校訓精神，努力學習。接着，
畢業生回顧了在學校的成長歷程，場
面溫馨而感人。

校園放大鏡校園放大鏡

黃國健勉秀明生朝理想進發

■黃國健為秀明小學任主禮嘉賓，他勸勉同學應為人生定下目標，堅定
地朝理想進發，實踐「秀業明行」校訓。 學校供圖

■黃祺烽（右一）在美國時參加了學校的跳舞學
會。 筆者供圖

「粵港暑期實習計劃」於2015至2016
年度首次推出，並在「青年內地實

習資助計劃」的框架下，額外增加香港青
年到廣東省內實習的名額。
2016至2017年度計劃的實習地點包括廣
州、深圳、東莞、佛山、中山、惠州及珠
海共7個城市，實習期約為1個月，崗位涵
蓋不同行業。自去年起，香港民政事務局
邀請未來之星同學會參與主辦「粵港暑期
實習計劃」。
考慮到深圳擁有設施完善、近香港等有

利因素，未來之星同學會選擇該地作為其
中一個目的地，並為20名大學生精挑細選
了8家深圳知名企業作為實習單位，包括順
豐速運有限公司、深圳卓越商業置業有限
公司、深圳會展中心管理有限責任公司、
深圳市建築科學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香
港衛視國際傳媒集團、深圳市地鐵集團有
限公司以及深圳市農產品股份有限公司旗
下子公司前海農產品交易所和海吉星商城
等，涉及交通、物流、金融、文化、城市
建設等行業。

黎冬梅︰「中國夢」含「香港夢」
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深圳新聞中心主
任黎冬梅在啟動儀式致辭時表示，近年內
地經濟發展迅速，中國在國際舞台上扮演
的角色日趨重要，而且國家積極推動「一
帶一路」、亞投行等戰略部署，致力落實
自貿區建設，全力構建新一輪改革發展藍

圖，當中的無限機遇引起世界各國重視。
香港作為超級聯絡人，是中國重要的一部
分，「中國夢」包含着「香港夢」，也是
每個中國青年人的夢想。
黎冬梅希望香港青年積極到內地實習交

流，深化對祖國的認識，將發現更多可以
共融共通的領域，並應積極參與兩地社會
經濟的發展。
黎又鼓勵青年人到深圳工作發展、創新
創業。深圳市外事辦港澳處調研員蘇奇志
對20名港生到深圳實習表示歡迎，並希望
同學們通過計劃了解深圳、感受深圳、體
驗深圳。

港生︰冀實踐大學知識
實習生代表、香港理工大學工業及系統

工程學系三年級生陳毅霞表示，這次將到
順豐速運運營中心陸運運力規劃助理崗位
實習。
雖然每個同學有不同原因參加這次暑期

實習計劃，但大家都有共同的期望和目
標，就是希望通過親身接觸內地工作環
境，加深對內地職場文化的認知，並在有
關工作崗位上，將自己在大學所學的知識
和技巧實踐出來。
陳毅霞期望，除工作以外，透過在深圳

生活1個月，可以對內地生活文化有進一步
了解，而在面對價值觀和文化差異中，能
在理解、分析這些問題時，訓練自己從理
性、客觀、包容的角度去看待問題。

香港浸會大學二年級生黃嘉曦，所學專業是視覺
藝術，獲安排到深圳市建築科學研究院股份有限公
司當設計助理，她對這次實習充滿期待。她指自己
的專業在香港相對來說沒有太多實習機會，雖然深

圳距離香港很近，以往卻很少過來，此次可以好好熟習一下內地文
化，了解內地職場的實況，看看未來是否有在深圳就業或者與深圳
公司合作的機會。
本次參加實習的20名大學生中，分別來自大一至大四不同的年級，

不同年級的學生對實習的理解不一樣，對實習的期待也有所不同。來
自香港城市大學市場系四年級生梁瑋昌今年畢業，此前在香港已有過
實習經歷，也接觸過一些機構，希望未來可投身保險機構。
今次他會到深圳會展中心管理有限責任公司實習，崗位是展會助

理。雖然他本身不太了解這個職位的具體工作範疇，但他相信這項
工作將令他有機會接觸很多客戶，「對自己未來在香港工作也可能
有幫助，甚至有可能會成為我未來的客戶啊。」 ■記者 古寧

了解內地職場 實習各有期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古寧 深圳報道）是次「星動深圳」實習計
劃中，其中兩名港生將前往深圳會展中心管理有限責任公司。該公
司人力資源部部長陳北方形容，以往實習的香港大學生都很熱情，
公司方面亦盡量配合其興趣與能力，先為實習生介紹大致業務和方
向，再讓他們到各部門具體實地了解，視乎他們對哪個方向的崗位
有興趣，未來再進行調整。

深圳地鐵集團有限公司營運總部的侯春蕾則介紹，去年公司也接
收了一名香港的大學生往實習，今年則增至兩位，都是比較專業的
崗位。他表示，香港地鐵作為全球運營最好的地鐵公司，已是業界
的指標，雖然深圳地鐵也是在國內做得不錯的地鐵公司，但在某些
方面還是與香港有距離的，所以非常歡迎港生前來實習，並把香港
地鐵好的經驗帶到深圳，讓深圳地鐵做的更好。

深圳地鐵：冀港生帶來港鐵好經驗

■深圳市外事辦港澳處調研員蘇奇志（左一），與黎冬梅（右一）
向香港大學生代表授旗。 記者古寧 攝

■■「「星動深圳星動深圳．．未來未來
之星之星——粵港暑期實粵港暑期實
習計劃習計劃」」啟動啟動。。

記者古寧記者古寧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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