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認識一位中一女
生，對劍球運動擁有濃
厚興趣及天賦，夢想是
成為職業劍球選手及教

練。她每天都很努力練習，不論在家中、在街
上、在學校，她總是劍球不離手。這本是一個
追逐夢想的熱血故事。然而，不難想像，女生
對劍球的「沉迷」終於引起了父母的憂慮，母
親不忍看到女兒為了劍球而毀了學業，自此
母女二人就着成績、功課、溫習的拉鋸成為
了生活的主軸。
母親視女兒的夢為不切實際，女兒視母親
為夢想的劊子手，這個分歧成了她們之間的
一個死結。
「有誰喜歡去旅行？」當我在家長講座中
向台下的參加者發問這個問題時，席上接近
七成的參加者舉手回應。大部分港人都喜歡
旅行，哪怕只是簡簡單單的長洲一天遊，然
而並非所有人均曾思考自己喜歡去旅行的
原因及目的。當我嘗試從台下參加者中尋
找答案時，得到的回應眾說紛紜，有人為
品味人生，有人為開闊眼界，有人為共享
天倫，更有的為逃離現實……

同是旅行 目的各異
的確，同樣喜歡旅行，卻可能每一位都抱着

不同的目的、期許、計劃、憧憬，甚至大家對
「旅行」的定義及意義都有機會有截然不同演
繹。當一班正值盛年的家長們回望過去，他們
不難發現「旅行」在心目中的意義原來亦隨着
年紀、經歷、喜好，甚至體魄的轉變而不斷調
整。背包旅遊、青年旅舍、工作假期、打工換
宿等詞彙，彷彿只屬於年輕人的世界；隨着我
們開始有獨立的經濟能力，去旅行時就開始着
意追求品味、享受、深度。兩者孰勝孰負？只
能說各有千秋，各有利弊，各有市場。
人生又何嘗不是一趟旅程，不同的選擇為我

們帶來不同的經歷及體會。年少時，我們對世
界充滿熱情及好奇，渴望無畏無懼地向外探
索、冒險，眼裡看到的是不盡的可能性及機
會，享受着沒有束縛的「自由行」，那時候，
我們相信終有一天我們會飛。
長大以後，我們意識到世途險惡，故此更熱

衷安逸、舒適的旅途，亦期望子女跟隨自己的
步伐，分享我們探路的成果，共同於安逸的棲
息處享受美好風光，卻忘了子女當刻嚮往的是

另一番景致。

成功無指標 放膽去闖蕩
生活的洗禮訓練了我們能敏捷地以不同的標準

作出評價及判斷，「背包窮遊」象徵了沒出息及
放任，「豪華歐遊」成了公認的成功指標。然
而，難道背包客的堅毅、勇敢、大同、隨性就不
能定義一個人的「成功」？難道我們就只能隨波
逐流地競逐社會認可的「成功」標籤？
我們都曾年輕，我相信年輕人需要的是拍翼

的機會，以及相信自己能振翅高飛的初心，而
非單單是安逸的棲息地或單一的路線圖。如何
尋找合適的目的地、如何闖出自己的領域、如
何強壯他們的羽翼、如何抓緊有利的風向，這
是他們的功課及歷程。我們又何必鼓勵他們故
步自封、白白失去飛的本領？

撰文：張玲玲姑娘
香港家庭福利會註冊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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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S求學城市榜 港跌至第十一
連續兩年排名下挫 輸首爾東京僅列亞洲第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國際高等教育資訊

機構Quacquarelli Symonds（QS）日前公佈「最

佳求學城市排名榜 2017」（Best Student Cities

Rankings），加拿大蒙特利爾、法國巴黎和英國倫

敦依次排首三位，首爾則排名第四，亦是亞洲排名

最高的城市。至於香港的排名則連續第二年下跌，

由去年的第八名下跌至第十一名，並在亞洲城市中

排名列第三，輸給首爾和排第七的東京，但就比第

十四的新加坡為高。

QS最佳求學城市排名（亞洲前列城市）
總排名 城市 院校 學生國際 嚮往 僱主 經濟 學生

總分
（去年） 排名 化程度 程度 評價 負擔 評價

4（10） 首爾 96 63 73 96 37 94 460

7（3） 東京 84 48 98 100 36 84 450

11（8） 香港 74 77 80 81 47 70 429

14（6） 新加坡 66 79 90 83 30 72 420

17（21） 京都/大阪/神戶 69 38 84 79 42 94 405

21（23） 台北 67 47 59 61 70 92 394

25（39） 上海 67 44 39 82 48 98 378

資料來源︰Quacquarelli Symonds 製表：黎忞

生生 規規劃劃涯涯

去 年 11
月18日在科
學園舉行了
「工作體驗
運動」的啟

動禮，此運動乃是2005年教育局主辦
的「商校合作計劃」的進一步發展，
由初期主力舉辦到校講座、模擬面試
及職場參觀，到現今發展成超過了二
百多間工商機構和社區組織，為中學
生提供各行各業（涵蓋酒店與旅遊、測
量、創新科技等等）的工作體驗機會。

接觸職場苦與樂
相信很多從事生涯規劃的老師們也與

筆者一樣，明白現今輔導同學規劃將
來，不能再停留在校內各項的升學輔導
活動。既然近年也有很多模擬人生的遊
戲，希望同學透過短暫經歷，好好思考自
己的將來，那麼能親身接觸職場的樂與
苦、喜與悲，相信更能啟發同學調適自己
的規劃，踏實地邁向自己的夢想。
無論是當天聆聽酒店業及服務業僱主跟

參與體驗同學的分享，抑或自己學生在運動
期間參與寵物美容、旅遊業或物業管理的體
驗，也一新老師及同學的眼界。筆者肯定
「工作體驗運動」的目標及效果之餘，也聽
到不少另類聲音，希望在此提出幾點回應。
1. 「工作體驗運動」與學生自行找「暑期

工」有何分別？也許大家會認為暑期工只是為
了生計及滿足學生的購物慾，然而也不能否認
暑期工對學生處事為人、了解職場生態同樣起
啟蒙作用，但多限於服務業及低技術的工種。
「工作體驗運動」能提供不同類別不同層次的選

擇，加上老師從中統籌聯繫，更能了解同學在體驗過程中
所學習的概況，亦能針對個別同學作出適當的輔導。
2. 「工作體驗運動」會否變相為企業機構們提供廉價或
免費勞工？要體驗工作當然要同學們親力親為，否則與以往
的參觀有何分別？然而同學的回饋卻令我更加明白很多經歷
或經驗比計較工時工資更為重要。
例如有學生因人生路不熟，第一天「返工」便遲到，結果

被處分當天要在公司逗留多半小時才能離開。相反亦有同學
因為在工作期間表現出不怕蝕底樂於助人的精神，獲公司同事
請吃午膳作為獎勵。不要小看這些小懲小恩，這些經歷正慢慢
改變學生律己律人的態度，不再兒戲。
3. 參加了「工作體驗運動」的學生一定能夠找到自己的將
來？筆者不是「燈神」，也不會相信一次體驗活動就能確定學
生的前路。然而同學若能從體驗中明白自己夢想的職業實際上
原來不是「自己杯茶」，其實也未嘗不是一件幸事，勝過大學
畢業後才後悔自己的抉擇。
事實上，透過職場體驗來為自己規劃將來已不是年輕人的專
利，執筆之時收到勞工處推出的「工作實驗運動」宣傳單張，透
過為期一個月的工作體驗，協助在尋找工作方面有困難的求職
或在職人士，以提升其就業競爭力，開拓其第二職場生涯。由
此可見社會正不斷變化，我們在不斷優化既有的生涯規劃模式
之餘，亦應不斷開拓新的規劃及體驗項目，讓學生在尋索自己
的人生時，有更好的準備。 ■香港輔導教師協會幹事 陳偉文

人不拍翼枉少年 讓他們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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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行我路 何懼無錢途
我叫嘉儀。
自小難免提

問：「長大後想
做什麼工作？」
受電視劇影響，

警察、護士、醫生……悉數曾於腦
海中浮現，但直至報考大學前，才
驚覺自己根本沒有清晰答案。哪管
高中時學校曾舉辦過各種生涯規劃
活動，各式各樣的升學資訊，對自
己原來並沒有多大的啟發。
自問對生物科較有興趣，但旁人

常打擊說，除非表現超乎想像地優
秀，否則在香港念科學，畢業後出
路並不大，讓我對此一度卻步。
平庸的自己，沒有一技之長，讀

書成績不好也不壞，對未來就是不
知道有何選擇。
直至重考DSE那年，跟負責生涯

規劃的女青社工見面，他知悉我對
生物科有興趣後，沒有與其他人般

澆了我一頭「現實」的冷水，而是
為我安排了跟一名香港大學的科學
教授會面，了解一下讀科學的現實
與本質。

堅定路向 相信科學
那次會面，我得到很大反思。
教授問我：「你想讀科學，但你

明白科學是什麼嗎？」我頓時啞口
無言，蓋因一直以來，我總將讀科
學與自己的就業掛鈎，而從來沒有
想過這根本問題。他說，自己同樣
曾面對他人勸阻，稱科學無錢途，
但他並無遲疑，反而堅定告訴其他
人這就是他要走的路，相信科學會
為人類帶來更美好的將來。
我們又談到有關出國留學的事

宜，教授說，人們既然會向銀行借
貸去買樓或舉行婚禮，為何又不想
想向銀行借錢留學？從他言談中，
我感受一個人對自己喜愛事物的堅

持和熱誠，我不禁反問自己，到底
對生物科的熱誠有多大？科學帶給
我樂趣，而我又願意為這樂趣付出
多少？

堅持理想 寧棄學士
有了覺悟，事情便豁然開朗：我

決定向最有興趣的生物醫學進發。
放榜後，即使得到大學取錄收讀其
他科的學士課程，我亦寧願選擇生
物醫學科的副學士課程。我並無因
此後悔，因自知根基未打穩，亦想
用兩年時間確認自己對此的熱誠。
我不覺自己走了冤枉路，至少，
我曾為自己作出嘗試，就算挫折也
是一種體驗，有其價值。
不知不覺至今已讀了一個學期，

由最初不適應而曾經自我質疑，到
現在能認清目標，與同行者勇往直

前，一腔青春熱血在身上沸騰。我
亦感覺到自己思想上的成長，不禁
為當日的決定而感慶幸。
如果各位年輕人希望對工作世界

有多些認識，可參與女青生涯規劃
服務隊（香港島及離島）的工作體
驗及實習計劃，詳情將於 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hky-
wcaclap）內刊登，大家快點報名參
與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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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香港貿發
局主辦的第二十七屆教育及職業博覽將於下
周四至周日在香港會展中心舉行，雲集超過
22個國家及地區、逾860間教育機構、政府
部門及私營公司參與，提供一站式升學資
訊、進修與就業資訊。
本年教育方面新設「日本教育日」及「國

際交流村」兩項外地升學諮詢服務，協助學
生認識不同升學途徑。
貿發局助理總裁張淑芬介紹指，其中「日
本教育日」為迎合港人赴日升學興趣，而
「國際交流村」則涵蓋多國駐港的領事館及
官方認可機構，提供環球升學和就業環境的
最新概況與諮詢服務，包括匈牙利、韓國、

墨西哥、瑞典和南非等，另有來自柬埔寨、
捷克、伊朗、孟加拉及菲律賓的代表，讓學
生探索「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學習交流及
就業機會。
本地升學方面，博覽有職業訓練局
（VTC）、恒生管理學院、香港公開大學、
香港樹仁大學及青年會專業書院等介紹課程
資料，並有教育局藝術教育組、香港演藝學
院以及伯樂音樂學院等，以推廣藝術及創意
教育。博覽免費開放予公眾人士參觀。

教職博覽增日本升學等諮詢
■教育及職業博
覽將於下周四至周
日在香港會展中心
舉行。

姜嘉軒 攝

「QS最佳求學城市排名榜」旨在為各地
學生和家長提供不同大學城市在多

方面條件的細緻比較，包括「院校排
名」、「學生國際化程度」、「僱主評
價」、「經濟負擔」、「嚮往程度」及
「學生評價」六大範疇，當中部分範疇再
細分為學費、畢業生就業情況、競爭力、
城市安全、清廉指數及社會進步指數等不
同指標，最終揀選全球最佳100個求學城
市。

蒙特利爾居首 滬排名25

就排名榜最新結果顯示，蒙特利爾取代巴
黎過去數年的第一位置，後者和倫敦則依次
排名二、三位，隨後首爾、墨爾本和柏林則
分別排名第四至第六名。亞洲城市方面，緊
隨首爾其後的是排名第七名的東京和第十一
名的香港。
香港今年的排名相比過往3年的排名屬最

低，去年排名第八，2015年排第五和2014
年排第七。而排名較高的內地城市則分別排
第二十五的上海和第三十的北京。
QS指出因不同指標上排名的調整，令香

港整體排名下跌。例如在「嚮往程度」中與
生活質量的相關指標，包括污染、城市安全
和清廉指數等等，香港在此指標中下降14
位，跌至第二十九名。
「經濟負擔」包括消費品價格和學費，

香港在此指標中下降了 5位至第五十五
名；加上今年新增的「學生評價」指標，
包括求學經歷及工作機會等，本港在此項
則排名第三十四，亦未見排在較前位置。

張民炳︰應增對外宣傳

香港教育政策關注社主席張民炳認為，香
港作為全球其中一個提供高質素高等教育的
樞紐，理應多對外宣傳，正如香港貿易發展
局及投資推廣署等，都會對外宣傳本港優
勢，教育局亦應與本港大專院校合作，舉辦
展覽或簡介會等等，讓更多海外學生和家長
認識本港教育。
不過他認為，香港近年的政治紛爭和炒作

已流傳至國際間，相信或會成為令國際家長
和學生卻步的原因。
香港教育局發言人回應指，留意到坊間出

現不同大學和城市排名榜，當中採納的數據
及分析方法均不同，因而得出不同結果，政
府會適當參考有關排名榜的數據及結果，同
時致力促進專上教育的國際化和多元化發
展，讓本地學生和香港整體社會受惠。

■■香港的香港的QSQS求學城市排名求學城市排名
連續兩年下跌連續兩年下跌。。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