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市大學機械及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領導的最新研究，
成功將矽納米線的
平均拉伸彈性提高
至一成以上並可迅
速恢復，較現有數
據高出五倍多。矽
是半導體電子設備
產業的基礎，在用
於人體相關醫療儀
器時，往往需要一
定程度的彈性變
形，上述發現可望
大大推動柔性電子學發展，並革新醫療儀器科技，造福社會。圖為研究第一作
者、博士生張洪題（右）及其導師、助理教授陸洋（左）。 ■城大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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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媽銀彈谷兒升港名校
豪擲數千萬九龍塘置業 月花五萬報興趣班加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希雯）一年一度的小一自行收生階段昨日首天展開，名校

學額更是兵家必爭之地。其中「名校網」九龍塘區，有家長提早兩小時霸頭位交表以

示誠意，更有內地富貴家長循投資渠道定居香港，不惜豪擲數千萬元於該區置業，同

時月花五萬元讓孩子報讀各式各樣的興趣班，全力為子女鋪路殺入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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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名校喇沙小學昨日吸引大批家長排隊遞交申請表
格，早上9時校方才開始收表，排頭位的家長早於7

時已經到達，至8時左右，校外已有逾十名家長等候。其
中從事商界的劉太透露，用了幾千萬於九龍塘置業，循投
資渠道來港定居，而原本在深圳就讀國際學校的大仔，一
年前已轉校入讀香港的耀中國際學校，現希望安排細仔入
讀喇沙小學。

入喇沙機會微 報兩校做後備
劉太指兩個兒子均在港出生，有讓孩子學打籃球和畫畫
等活動，她認為現在的家長都很願意掏錢為孩子報興趣
班，「因為就算是以後升中學、大學都會有加分的。」
雖然已每月花費五萬元栽培兩子，但劉太坦言以目前自
行收生計分制而言，細仔只能取得適齡學童的五分，考入
喇沙的機會很微，因此已同時報考英基學校和耀中國際學
校等作後備，若是次申請落空，統一派位又不理想，會考
慮國際學校。
同樣為兒子報考喇沙小學的張小姐，亦是以投資方式移
居香港，其大女和次子已讀大學，因為欣賞喇沙小學對誠
信、團隊精神和愛心的培育，故決定為兒子報讀該校。她
嫌國際學校課程太寬鬆，「小朋友回家沒有功課就會看電

視、吃零食，況且我們希望他能考上香港的本地大學。」
她於2012年投資約800萬元購置沙田的物業，當年不太了
解「名校網」，才沒選擇九龍塘物業，但現時駕車只需約
20分鐘即可到達九龍塘，尚算方便，不打算搬遷。
為培育兒子，張小姐安排孩子星期一至星期五均有課外

活動，包括：小提琴、非洲鼓、講故事班等，孩子K1時
有私人英文教師每星期補習兩次。

拒「起跑線」競爭 只報社區課堂
從事保險業的本地家長方太，育有二子一女三胞胎。

她昨日先到瑪利諾修院學校（小學部）遞交完女兒的申
請表格後，又連忙趕去鄰近的喇沙小學為兩子遞交表
格。她笑言希望三名子女全部報考成功，方便日後接送
放學。
方太重視家庭和品德教育，K2開始已堅持帶子女行路

上學，沿路教導他們堅強獨立，珍惜健全身體，並培育觀
察力等，即使他們「扭計」要乘車也不會遷就。
她不認同要在「起跑線」競爭的概念，她的孩子參加了
空手道和游泳等活動，旨在強身健體，部分更是社區中心
的課堂，經濟實惠。由於丈夫是喇沙校友，加上宗教信仰
及是適齡學童，兩子的分數有逾20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希雯）每年均有不少跨境家長
為子女報讀北區學校，上水惠州公立學校昨日首天即收到
逾百份申請表，競爭75個學位。有來自深圳福田的家長
於早上8時已到校排首位，她指很欣賞香港的教育，特別
是對小孩的禮貌培育方面。
居於深圳福田的跨境家長張女士指，早上8時已到校排
隊，其雙非女兒在自行收生計分制上只有10分，故特意
早一點到校交表，爭取印象分。為培育女兒，張女士月花
5,000元至8,000元人民幣替孩子報讀劍橋英語、自然拼
讀、跳舞和古箏班等。選擇本港學校，因認為香港教育比
較好，特別是小孩的禮貌和自理能力方面，如從小已學習

排隊。雖然張女士日常用普通話溝通，但指女兒在幼稚園
已學廣東話，故不擔心語言不通問題。

上水惠州公校料三人爭一位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校長黃永強指，首日接受小一自行收

生的申請過程順利，暫收到107份申請，往年收到240份
申請，預計今年情況相若。該校今年小一自行分配學位有
75個，預計約三人競爭一個學位。
黃永強表示，若有同分的申請，會以抽籤決定學額誰

屬，雖然現時無法預測內地家長的申請人數，但上年的數
字是內地和本地學生各佔一半。

跨境童盼讀港校 幼園起學粵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由於中文大學校長沈祖
堯月前已事先張揚指2018年約滿後不再出任校長一
職，中大教務長及秘書長吳樹培昨向大學全體「中大
人」發出電郵，宣佈校董會已按照大學條列規程，成
立七人遴選委員會物色校長，當中校董會主席梁乃鵬
為委員會主席。遴選委員會將於下月4日及5日舉行兩
場諮詢會，以收集全校教職員、學生及校友對下任校

長所需具備條件的意見。
吳樹培發出的電郵指，校董會於6月20日的會議，

按大學條例規程的規定，成立校長物色及遴選委員
會，就下任校長聘任事宜向校董會提供意見。成員由
三名大學校董及三名教務會成員出任，包括：中大校
董會副主席利乾、校董陸觀豪及陳志新、中大醫學院
院長陳家亮、中大副校長霍泰輝、常務副校長華雲

生，至於中大校董會主席梁乃鵬則出任遴選委員會主
席。
遴選委員會將於下周二及周三的下午5時半至7時在

假座蒙民偉樓7樓1號演講廳舉行兩場諮詢會，讓「中
大人」就下任校長所需具備提出意見；若不能出席諮
詢活動，亦可透過電郵secretary@cuhk.edu.hk表達意
見。

中大覓下任校長 下周辦諮詢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
教育局昨日宣佈，香港卓越獎學
金計劃由昨日起至12月31日接
受申請。有意於2017/18學年起
入讀香港境外世界知名大學的學
士學位或研究院課程的合資格港
生均可申請，詳情可瀏覽www.
edb.gov.hk/hkses。甄選準則包括
申請人的學業成績和其個人特
質，例如領導才能和潛質、對社
會的貢獻和承擔等。獎學金得主
必須修畢指定課程，並承諾畢業
後回港工作最少兩年，或相當於
獲獎學金資助的年期，兩者以較
長者為準。
教育局發言人指，在計劃下所

有獎學金得主毋須通過入息資產
審查均可獲發獎學金支付學費，
以每年25萬港元為上限，兩者以
數額較小者為準。此外，需要額
外升學支援的學生可獲發放經入
息資產審查的助學金，以每名學
生每年20萬港元為上限。如得獎
者同時獲其他助學計劃資助，資
助金額會相應下調。入圍並獲所
選大學及課程錄取的申請人將獲
邀參加明年4月開始舉行的面
試。
此外，獎學金得獎者會獲授

「香港尖子」榮譽，並獲政府、
獎學金計劃督導委員會成員和社
會上其他界別的支援及指導。

卓越獎學金接受境外升大申請

上一期我們說到
了帶數字的俗語，
也給大家出了幾個
小題目，我們現在
看看答案是什麼？
粵語俗語「行差踏

錯」普通話應該說「一差二錯」，
比如：工程在上馬以前，一定要做
好周詳的計劃，絕不能有個一差二
錯。「失魂魚」普通話則是「二愣
子」，如：你這二愣子，怎麼門也
不敲就闖進來了？粵語「冬瓜豆
腐」的普通話是「三長兩短」，這
個意思大家都知道了，就不舉例
了。「死咕咕」的普通話是「板板
六十四」，比如：這個人總是板板
六十四，一點兒都不通人情。「兩
份分」的普通話則是「二一添作
五」，比如：咱們二一添作五，把
這錢給分了吧！這幾個粵語俗語你
答對了嗎？
今天我們接着說數字俗語。先看

看這幾個詞：「人五人六」，意思
是趾高氣揚，裝模作樣；「七七八
八」是形容雜亂，雜七雜八；「八
竿子打不着」，形容二者之間關係
疏遠或毫無關聯；「打小九九」是
比喻心中算計或籌劃；「十個指頭
不一般齊」，比喻事物、情況總是
有區別的，不可能都一樣。
與這五個詞語相對應的粵語俗語

分別是「扮晒嘢」、「立立雜雜」、「算盤都
打唔埋」、「打如意算盤」和「十隻手指有長
短」。
另外，還有一些俗語是含有幾個數字的，如

「一退六二五」，借用作推卸乾淨的意思，粵
語是「一推了之」；「七百六十遍」形容次數
多，粵語為「幾十百次」；「八字沒一撇」，
比喻事情還沒有眉目，粵語說「十劃都冇一
撇」；「十年九不遇」，形容某種事情多年難
遇到，粵語為「百年難得一遇」。
如果把這些比較難記的俗語分類，理解其意

思，然後再造句。掌握這種學習方法後，就會
把枯燥的學習內容變得生動有趣了。同學們也
來試試吧！
■吳良媛
簡介：香港普通話研習社創辦於1976年，

是香港地區首個專注推廣普通話的民間團體，
並致力提供各類型的普通話課程。
網站：www.mandarin.edu.hk
電郵：pth@mandarin.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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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看了一輯關於演藝明星在不
同國家讀書體驗的電視節目，各主
角都真情流露，表現出很想把自己
那段海外讀書經驗與人悉數分享，
可見對他們來說留學生涯是珍貴而

愉快的人生經歷。而在節目中，於英國及新西蘭讀書
的生活，給人感覺好像很是不同，故在此分別談談兩
國升學體驗。

英重視學術 也注重特長
英國學制給人傳統、嚴謹、文化氣息濃厚而追求卓
越的感覺。如在初中階段便到英國讀書的同學，當他
們中學畢業時，不難發現他們在談吐時都帶有一種英
國人溫文儒雅的氣質。由於不少英國傳統中學只接受
海外學生住學校宿舍，而非寄宿家庭住宿方式，同學
生活基本上是與當地學生同步，讀書的同時，也在學
習正統而規範的標準英國生活文化模式。
雖然英國學制十分重視學術成績，但對個人特長的
發展亦同樣注重，方法是讓學生嘗試不同活動及運

動，從中發掘學術以外的特長。在香港讀書久了，同
學或會把課外活動視為讀書之外的額外事情，在到英
國初期，對於學校要求參加活動可能有點不明所以，
其實在英國學制裡，這些卻是教育不可分割的部分。
在中學畢業後填寫的英國大學申請表，當中包括填寫
人簡歷一項，學生需要說明自己特長，而大學會因應
同學的個人特長而調整A-Level成績的收生入學要
求；由此可見英國學制對分數及個人發展的重視。

難忘紐夫婦整理魚池迎客
相對英國中學的寄宿生活方式，到新西蘭讀書顯得

很不一樣。由於新西蘭人十分重視家庭觀念，加上民
風淳樸，不少同學於當地的寄宿家庭生活，都有超出
原先預期的體驗。
上星期一位同學告訴筆者，她在一次假期後坐飛機

回新西蘭的途中，認識了一對新西蘭夫婦，當她回校
上堂後，那對夫婦與她的學校聯絡，希望那名同學在
周末時到他們家作客，並因為她的到訪而特意把花園
的魚池整理一番，使她十分難忘。另外，一位男同學

亦說他的寄宿家庭主人對他的好，使他自覺不好好讀
書的話會感到很不好意思。
如說英國寄宿中學的體驗是在規範的學校環境中學

習，新西蘭的留學生活則注重讓同學接觸當地社會的
人和事。在中學學制上，新西蘭與英國高度競爭性的
制度亦有很大出入，當地的NCEA學制有更大空間讓
學生發掘出個人強項，但對不少家長及同學來說，卻
總覺得弄不清當中如何計分。事實上，如果把NCEA
視為發掘學生個人特質、強項及弱項的系統，而非一
個單純評分高低的考試制度，家長應會更易「入
手」，亦更能發現世界其他地方設有專門教學系統以
發掘學生個人特質。 （標題與小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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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學感受有別 英規範紐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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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語（二）

■喇沙小學於早上9時接受報名，不少家長在校門外排隊進內遞交申請表。 劉國權 攝

■劉太表示花了幾千萬
於九龍塘置業，以投資
移民方式來港。

劉國權 攝

■張小姐認為國際學校
課程過於寬鬆，比較心
儀喇沙小學。

吳希雯 攝

■鮑太於早上9時前已到
達喇沙小學門外排隊，
為兒子遞交申請表。

劉國權 攝

■周太指大仔已在喇沙
就讀，所以細仔是「必
收」，特意早到只為盡
快辦妥手續。 劉國權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