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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自資院校設「英才網」助就業

援免試招港生 基礎班助適應

20歲「米芝蓮」主廚煮出「書湘」
苦讀兼職3年學業上佳 棄升大闖藍天勉學弟妹

港燈「綠得開心」
招募會員學校

19歲當主廚，20歲其主理的餐廳「書湘門第」入選

《米芝蓮指南》，今年才24歲的黃飛已經有自己的餐

廳。表面一帆風順，但其實小伙子在成長路上吃過不

少苦頭：為助父母撫養4個弟妹，中四起他白天上學、

放學到菜館兼職及學廚、在巴士上爭分奪秒温習。堅持了3年，讀

書成績上佳，但中六畢業後他放棄了升學，並走上廚師之路。現已

不愁生活的他，為感謝母校伯裘書院的栽培，答應回校當導師，希

望以自身故事告訴學弟妹，就算沒有讀大學，也可以闖出屬於自己

的一片藍天。 ■記者 柴婧

國際校中小學額 未來7年供應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高鈺）教育局
昨日發表最新國際學校學額顧問研究報
告，就過往香港國際學校學額出現「小
學不足，中學過剩」問題，顧問評估了
未來7年學額供求的情況，發現隨小學
學額供應增加，下學年起至2022/23年
不論中小學均有充足供應，學額失衡情
況基本獲解決。
繼2012年後，教育局早前委託顧問
進行新一輪國際學校學額研究，有關報

告昨公佈，局長吳克儉於政府總部先後
會見逾20位駐港總領事或代表，及香
港總商會與外國在港商會代表等介紹當
中內容。

保持港對外國人才吸引力
吳克儉感謝教育局同事過去數年努

力，共有 8所新的國際學校校舍於
2014/15年起陸續開始運作，成功對應
之前預測的學位短缺情況，保持香港對

外國人才的吸引力。
上述研究就30多所國際學校、450

多名家長和3,000名商界人士作意見調
查，當中部分人接受焦點訪談，從而
仔細預測直至2022/23年的學額供求
情況。
報告顯示，2015/16年全港50間國際
學校共提供超過4.1萬個學位，學生人
數則約3.7萬名；未來至2022/23學年
間，非本地生對國際學校學額需求輕微

增長，小學及中學分別上升1%及5%，
而港生需求增幅則明顯較高，小學及中
學分別上升20%及105%。
就配對學額情況，本學年國際學校
小學仍有供不應求問題，全港共提供
23,115個學位，但需求較之多出約150
個。
不過2017/18年起問題已得到解決，

至2022/23年學額供應更達27,159個，
較需求多出約3,500個。

至於中學，今個學年學額供應已較需
求多出約1,550個，未來亦持續能應
付，至 2022/23 年學額供應會增至
20,717個，較需求多出19個。
報告指，未來數年香港國際學校學額

供求問題基本解決，建議政府持續監察
情況。
報告又提到，近年香港社會更見關注

對國際學校的特殊教育服務，建議當局
要另作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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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年19歲、就讀嶺南
大學的葉峻誠，是另一位
為伯裘書院擔任「人生規
劃師」的校友。小學時，
他與父親關係惡劣，他會
向對方爆粗，老爸則以菜
刀相向。到男孩日漸長

大，才明白其實心底裡極度渴
望父親的肯定，兩人才釋懷走
出「父子情仇」的陰霾。在學
業上，他曾發奮日背逾160個
英文生字，從is、are不分的差
劣程度，成功跨入大學門檻，
圓了祖母的遺願。

反叛期科科「見紅」
葉峻誠小三開始已非常反

叛，成績表科科「見紅」，每
天手冊均會被老師寫上「上課
睡覺」、「不交作業」，激得
父親將手冊撕成粉碎，他卻滿
不在乎。一天他打算外出玩耍
時，遭父親捉住詢問，他情急
下以「關你×事！」回應，氣
炸的父親於是衝進廚房拿起菜

刀追斬，後斬爛房門鎖洩憤。
在母親大力勸止下，才沒有釀
成悲劇。
由於獲中文老師的重視，峻

誠的成績一度有了起色，小六
考得全級前20名，本以為終於
可獲得父親認可，沒想到竟換
來 一 句 「 讀 書 有 什 麼 用
呀？」剛冒起的學習熱情，瞬
間熄滅。

父一句「對不起」釋懷
心中鬱結難解，升中後不久

他自暴自棄，大半年只在家打
機度日。直至有一晚他從睡夢
中哭醒，媽媽好像有心靈感應
般走到他的床邊詢問他的心
事，才發現其輟學正是因為父
親的一句話，「之後有一天，
父親叫我飲茶，突然斟了一杯
茶推到我面前，說了一句『對
不起』！」
這突如其來的舉動，讓峻誠

釋懷了，「長那麼大，爸爸對
我從來沒有一句稱讚的話，更

不用說道歉了！這麼大男人跟
我低頭，我怎能不原諒他。」
冰釋前嫌後，峻誠決心重返

校園，找了十幾所學校後，終
獲伯裘書院取錄。不過，由於
學業底子差，他重讀初中時連
英語的is、are亦分不清。至中
五時，祖母離世，令他下定決
心要學好英文，更要考上大
學，「她去世前一兩周，我們
一家人吃飯，她突然哭起來，
抓住我的手說：『峻誠，你一
定要考上大學』。」
憶述當時情景，葉峻誠忍不

住眼泛淚光，「當時我沒有放
在心上，但很快嫲嫲便去世
了，我突然意識到自己沒有關
心過她，唯一能為她做的就是
考上大學，實現她的遺願。」
此後，峻誠積極向老師請教

學英文方法，並嚴格執行，曾
試過一天背160個單詞，終於
花了大半年讓英文成績達到文
憑試3級，並以5科21分成功
升讀嶺大。 ■記者柴婧

釋「父子情仇」重讀 日背160英文生字
發
－
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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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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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柴婧）為鼓勵
環保節能並結合「生涯規劃教育」，港
燈將於今年從「衣、食、住、行」四方
面開展「綠得開心學校」標誌計劃、
「綠色能源夢成真」比賽和「綠得開心
推廣大使」計劃，活動將於本月底截止
報名。
「綠得開心學校」標誌計劃面向全港

中小學招募會員學校，合資格學校將會
按「綠得開心」準則被評為不同星級，
級數愈高，則可參與愈多活動，最高級
會員學校的學生，將獲安排參觀港燈南
丫發電廠或南丫風采發電廠。
此外，全港中學都可參與「綠色能源

夢成真」比賽，同學可提交能在社會推
廣認識能源效益項目的計劃書。
12支隊伍通過第一階段計劃書評審

後，可獲上限5萬元的種子基金，並在
第二階段落實計劃，最終評審團會選出
冠、亞、季軍及優異獎。
至於「綠得開心推廣大使」計劃，則

會邀請全港中學每校推薦最多5名熱愛
環保並在校園開展過環保活動的同學成
為「推廣大使」，他們有機會學習節能
減碳知識，並擔任導賞員向公眾推廣環
保。表現出色者將擔任影子環保專員，
在低碳「衣、食、住、行」方面吸取工
作經驗。

■黃飛（右
二）、葉峻誠
（中）與恩師
合影。

柴婧 攝

■葉峻誠在中一班主任鼓勵下參加
校園電視台，重新適應校園生活。

柴婧攝

■黃飛雖已經營自己的餐廳但仍堅
持下廚。 受訪者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黎忞） 本年度的
「內地部分高校免試招收香港學生計劃」今
日起接受網上預先報名。負責支援招生工作
的中國教育留學交流（香港）中心表示，近
年不少港生到內地升讀理工科卻無修讀數學
延伸單元如微積分等，致數學基礎薄弱，影
響學習，故中心將於暑假組織免費的高等數
學基礎班，為獲取錄的港生在出發前提供適

應課程。中心亦將邀請內地大學代表來港，
提早於文憑試剛放榜的7月中舉辦諮詢及輔
導日，以提供最新升學資訊。
今年參與上述計劃的內地大學增至90所，
比去年新增了6所，包括東南大學、西安交
通大學等「985工程」名校，分佈內地15個
省市及1個自治區。有興趣參加的港生可於
今日起至20日登入聯招辦的免試招生報名網

址（www.ecogd.edu.cn）進行預先報名，而
現場確認則於3月10日至30日進行。
中國教育留學交流（香港）中心主任鞏萬

指，以往統計顯示，最受港生歡迎科目主要
是經濟及管理、中醫藥、法律及語言，同學
亦較集中到廣東和福建等較近的地區升學。
他又特別提到，普遍升讀理工科的港

生，數學能力不及內地同學，原因是沒有
修讀過數學延伸單元一（M1，微積分與統
計）或單元二（M2，代數與微積分），故

要花更多努力追上進度，亦有人因數學科
欠佳而拖累成績，要轉讀其他專業。
為讓港生盡早適應學習，中心今年與香
島專科學校合作，在8月初舉辦免費、共12
堂課的高等數學基礎班，讓50名即將赴內
地升學的港生參與。
中心亦將提早於文憑試放榜後舉行「內
地升學諮詢及輔導日」，屆時將邀請25所
招收較多港生的內地大學來港為學生提供
升學資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黎忞）恒生管理學
院、東華學院、明德學院、明愛專上學院
及珠海學院5校，獲教育局自資專上教育基
金的質素提升支援計劃（QESS）撥款逾二
千萬元，首次共同開發及推出「英才網」
就業支援一站式平台，讓學生透過平台申
請實習或全職職位，僱主亦可從而挑選合
適的求職者。上述計劃會舉辦聯校就業求
職活動，提供招聘日、人力資源論壇和網
上課程等資訊，預計首年受惠學生超過1.5
萬名。
「英才網」（JINESS）計劃為期兩年，
在今年1月正式啟動，預計於明年初啟用網
上平台。上述計劃昨日於恒管校園舉行啟
動禮，並邀請得自資專上教育基金督導委
員會主席及自資專上教育委員會主席雷添

良及各院校管理層出席。

首個平台涵蓋僱主學生校方
恒管校長何順文致辭時表示，上述計劃
是本港首個涵蓋僱主、學生及自資院校三
方的協作項目，加強僱主及廣大社會對自
資院校學生的了解及認可。
雷添良呼籲僱主加強與自資院校的聯繫

合作，為學生提供更多實習及就業機會，
讓他們學以致用，發揮所長。
「英才網」的其中一個功能是智能工作
配對服務，求職者能因應個人化工作要求
找到相應職位空缺，僱主亦能根據工作崗
位所需之能力、條件及經驗等整理和揀選
求職申請，從而簡化求職和招聘程序，平
台亦適用於實習申請。

另上述計劃亦會舉辦聯校的就業求職活
動及提供相關資訊，如招聘會、人力資源
論壇、學生會議、就業研究和統計、網上

課程、諮詢服務、CEO分享活動及公司探
訪等，務求讓參加者獲得全方位的求職就
業支援。

■恒管、東華、明德、明愛及珠海共同開發及推出「英才網」計劃，期望為學生及畢業生
提供就業資訊。圖為昨日啟動禮上，出席嘉賓、各院校管理層及院校學生合照。恒管供圖

伯裘書院為協助學生做好生涯規劃，
特別推出師友計劃，並邀請了多位

傑出校友回校分享，及為學生提供實習
機會。其中一個分享的校友是「米芝
蓮」餐廳的負責人黃飛。
黃飛於湖南長大，由於親人在當地開
湘菜館，讓他愛上了湘菜的辣。十多歲
時他開始下廚，照料家人的伙食，從中
亦培養了對煮菜的興趣。

中二移居港 中四開始兼職
中二時，黃飛移居香港，並入讀伯裘
書院。由小城鎮來到香港這個大城市，
生活模式、語言不通等，小男生花了很
大努力去適應。慢慢地，他的學習生活
漸上軌道，更當上了班長。
不過，來自七口之家的黃飛，生活捉
襟見肘。想要幫補家計，他由中四開始
在放學後兼職，到湘菜餐館做幫工，
「湘菜味道很重，油煙很大，下班後全
身汗臭味，坐車時別人好像在用奇異的
眼光看着我，我自尊心很受打擊。」

老師鼓勵誇獎煮得有天分
不過，只要他一回到廚房，又忍不住
細細留意師傅的刀工、如何使用的配
料；放工後回家又會試煮，翌日拿到學
校給老師、同學品嚐，「食客們」都大
讚好味，「我跟他們抱怨說，我不喜歡
在廚房工作，但老師會鼓勵我，誇我煮
得好好吃、有天分。」這成為他繼續堅
持下去的動力。
在廚房，黃飛很聽大廚的指導，亦落
力工作，大廚見他非常懂事，逐步放手

讓他做員工餐，晚上放工後讓他留在廚
房練習，令其技術不斷精進。

在課室巴士上完成功課
半工讀的3年間，他課餘兼職，大部

分功課都在課室和巴士上完成。如此刻
苦，他一直保持在全級前20名，也很有
機會升讀大學。不過在完成中六後，他
想幫父母一把，自願放棄升學，並由兼
職轉為長工。
在打工的菜館，黃飛終於遇上「伯

樂」，他就是現時湘菜館「書湘門第」
的老闆。兩人交上朋友，老闆賞識其手
藝和為人，竟願意讓出一部分股份給19
歲的黃飛，力邀他做大廚。黃飛要在新
店領導一班年紀比自己大得多的老師
傅，如何讓對方信服是首道難題。
說話不多的他，選擇了默默工作，「我

會自己先做，而且比他們多做一倍，每幾
個月還會回湖南學藝。後來他們發現我工
作賣力，亦不驕傲，就慢慢開始像朋友般
共事。」一年後，黃飛主理的菜館入選
「米芝蓮」，而為了不斷進步，他開設了
自己的餐廳，但由於不想忘本，他還兼顧
「書湘門第」的業務。
回想當初來香港時，對生活、學習都
手足無措，到現在成為食肆老闆，黃飛
感激母校的老師及聘請他的老闆，「以
前我一句廣東話都不懂，老師幫我補
習，遇到挫折亦是老師幫我；後來又遇
到肯給我機會的老闆，令我更想幫助90
後的年輕人。」
他承諾未來開設的第二家店會盡量聘

請有夢想的90後，以回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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