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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大InnoHub支援初創企業
2000呎空間首年免租 設基金每項目資助3萬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香港

科技初創企業潮流正盛，在創新研

究主要源頭的大學，都積極推動有

關風氣。理工大學首次於校園範圍

發展「InnoHub」，成為支援初創

企業的共創空間。首階段有2,000

平方呎空間供學生校友創業團隊首

年免費使用，並提供40個流動式

辦公座位、公共空間等，給他們

「腦震盪」、交流及尋找投資者，

而於深圳的理大產學研大樓也同步

有類似空間提供。同時，理大公佈

成立「學生創業概念驗證基金計

劃」，向每個項目提供 3 萬元基

金，針對性鼓勵學生將想法製成原

型（Prototype）設計或作市場測

試。

我叫阿嵐，現在
是一名大一學生，
在台灣修讀圖文傳
播。
雖說台灣跟香港

的距離不過是一小時多的航程，但要踏出這看似
咫尺的征途，卻需要莫大的勇氣與冒險精神去踏
出第一步，畢竟是人在異鄉，陌生的環境下變化
總是猝不及防。
敢於冒險的態度，跟我去年的實習體驗中所學

會的，可謂不謀而合。

從活動了解興趣
完成中學文憑試後，我參加了一項生涯規劃服

務，希望暑期過得充實點，即便是等待放榜的過
程中，仍可以學點什麼東西。結果我參加了數節
「專業甜品製作」，發現做甜品時不僅需要技
術，也要花很多耐性與心機。我又曾拜訪過一間
咖啡廳，了解咖啡師的工作之餘，更有機會親手
嘗試「拉花」，製作一杯屬於自己的咖啡。這些
活動，讓我重新發現了自己的強弱之處，也重新
了解自己的興趣所在。
更深刻的是，我被安排在一間咖啡廳做了一周

工作實習，主要負責侍應工作，協助清潔及執拾
店舖。雖然家中也擁有一間飲食小店，但我從來
沒有用工作者的角度去看待這門生意。在工作過

程中，我體會到不同工序的重要。曾遇到有客人
在店舖玩桌上遊戲玩得太投入，不小心把水倒翻
了。我需立即上前協助清理並安慰客人。
這些看似很簡單的日常，卻讓我了解到工作就

要時刻保持良好態度，並有很高的應變能力及冷
靜的重要。

交流中思考未來
放榜前夕，我又獲安排參與了一個電台訪問，

分享自己放榜前的心情及對前路的準備。這次分
享對我而言也是一次大突破，不但要在大氣電波
中與人交流，也透過與聽眾分享，整理了自己的
人生，把自己的未來思考得更透徹，讓自己更有
信心和動力面對未來的挑戰。
在種種不曾嘗試過的新事物與挑戰中，我學會

勇敢地、慢慢地試着去冒險。
放榜後，我決定前往台灣升學，在知識上裝備

自己，將來把科目知識應用在工作上。選擇去一
個陌生的環境唸書，其實也是蠻掙扎的，既不捨
得離開香港親友，也要去適應全新的文化。不
過，成長是需要付出的，我要懷着更大的勇氣去
探索未知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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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ywcacla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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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啟文同學，
我想邀請你回答
我這個問題。」
啟文一直站着，
用憤怒的目光看

着我，默不作聲，我意識到他不想回答我的問
題。無論我怎樣叫他，他都不願坐下。直到下
課的鈴聲響起，我走近他，他就開始用粗言穢
語不停罵我，好不容易才把他帶到社工室，試
試可否跟他談一下今天的情況。
坐在社工室內，啟文的情緒終於慢慢平靜下

來了，他告訴我剛才他不懂得回答我的問題，
覺得我「玩」他，刻意抽他出來回答問題，所
以很不開心，平時他跟媽媽和哥哥也經常用
「粗口大戰」來解決日常生活的問題，結果往
往換來大打出手的局面。他問我打算怎樣懲罰
他，我告訴他社工沒有權力去罰他，他看着我

展示和善的目光。

唯一目標當廚師
啟文從小到大，成績都不理想，每有不合格

都會被打罵，他很希望可以快點出來工作，成
為廚師是他唯一一個目標。他認為在廚房工作
可以嚐到不同的美食，原來，我碰上了一個饞
嘴的小伙子。
接下來的日子，他和媽媽成為我社工室和活

動的常客，他倆每有衝突都是第一時間跟我聯
絡。媽媽逐漸明白啟文對學習的興趣不大，但
仍希望他可以完成中學階段才開始投身工作。
啟文也漸漸看到自己處理問題方法——發脾
氣，對他將來在工作上與人相處會是一個很大
的障礙，特別是在廚房工作，一旦與同事有衝
突，除了在言語上，很多隨手拿來的東西也會
傷害到別人和自己，後果會不堪設想。

非暴力處理情緒
在往後幾年中學的時間內，啟文學會用「非

暴力」的方法去表達自己的情緒，不但老師，
連媽媽也看到他有很大的進步，多了笑容掛在
臉上，和媽媽的衝突減少了，有時還看到他倆
在「打情罵俏」呢。
中學畢業後，啓文很快就在一間集團式的酒

樓找到一份廚工，從低級做起，這幾年跟不同
的大廚師傅學藝，轉眼已在不同高檔次的酒樓
工作過，最近聽說他已升到二廚，還準備結
婚。啟文！加油！

■香港家庭福利會 註冊社工 陳碧茜姑娘
查詢電話︰2177 4567

歡迎瀏覽：http://www.hkfws.org.hk

同學甲 同學乙 同學丙
中文 3級 3級 4級
英文 1級 3級 2級
數學 2級 2級 5級
通識 2級 2級 5**級
其他 旅款2級 中史1級 經濟5*級
其他 視藝2級 地理2級 BAFS5級
以上假設是三位同學的香港中學文憑試

成績。考考大家，三位同學當中哪一位可
以有機會入讀大學學位課程呢？在本地升
學出路上，你又會給其餘兩位同學什麼忠
告呢？
三位同學當中，只有同學乙有機會入讀

大學。原因是他 / 她考獲的成績符合入讀
大學最基本的要求。
相信對於高中同學來說「3322+2」這幾個

數字及說法一定不感到陌生。「3322+2」是
香港所有大學學位（包括政府資助及自資）
取錄一年級新生的最低要求。頭兩個「3」是

指中英兩科語文，之後的「22」是數學及通識，而「+
2」的意思，就是指在任何一科選修科考獲2級或以上。

19分可入資助課程
事實上，根據考評局2016年香港中學文憑試成績統計資

料，考獲19分或以上已超過17,000人。而政府資助大學學
額常有15,000個，再加上約1,000個近年政府指定專業 / 界
別課程資助的學額，19分勉強有機會可入讀政府資助課程。
同學丙成績當然不錯。如以分數計算五科最佳成績（包括
中英文），該同學應該是24分，若撇除學系考慮因素及不同
計分的方法，24分原本是一個很穩妥的分數可以入到大學。
但可惜英文科未能達到入大學最低的要求，即未達到3級，
就算其他科考得幾好，在香港直升大學，相信機會甚微。
在香港中學文憑試中，以同學丙為例，如未能考獲英文3
級，卻又考取5科2級的成績（包括中英科），可以考慮報讀
政府資助或自資副學位課程。
副學位是兩年制課程，在香港資歷架構的框架下是第四級

別。每年各大專院校約提供30,000個副學位。修畢課程，可獲
香港或海外大學錄取修讀銜接的學位課程。如在副學位成績優
異，有機會直接升讀大學三年級。

1級英文考慮毅進
最後，同學甲考獲5科2級的成績，可惜英文科只是1級。換句
話來說，同學甲未能達到報讀副學位要求的成績。但只要有心升
學進修，同學甲仍有很多的選擇。同學甲可以報讀在資歷架構中
的第三級別的課程，如毅進文憑及基礎文憑的一年制課程。
以毅進文憑課程為例，就有六間專上學院提供超過 180個不同課
程，當中包括有準備學員去投考紀律部隊工作的課程以至語言、建
築、運動管理、化妝課程等等。另外，不少大專院校也有開設基礎
文憑的課程，名稱因應院校不同或會有少許分別。
但同學最重要在報讀時要查核該課程是否已經過學術評審，
修畢課程後是否被評定可達到資歷架構第三級。因為，除了這
些課程有不少元素是職業訓練，準備同學工作外，同學亦可獲
取資歷繼續進修。 ■香港輔導教師協會義務顧問邱信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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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悟勇於嘗試 決心赴台升學

■阿嵐（左）決定前往台灣升學。 作者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3年前一度
遭城規會否決在九龍塘住宅區作辦學用途的樂
基幼兒學校（九龍塘），因業主未能承擔逾百
萬元供放寬租契用途限制的「豁免限制費」，
早前提出跟校方提早解約，令學校將於7月停
辦，受影響學生約350名。
校方昨日舉辦家長會，樂基發言人透露有
200多名家長已表態有意轉讀聯繫學校，大部
分人有意轉到太子分校就讀，亦有部分家長選

擇轉往沙田分校。
樂基幼兒學校（九龍塘）昨日在同一辦學
團體位於太子的樂希幼兒學校舉辦兩場家長會
交代轉校安排。
校長黃范麗儀指，樂希幼兒學校現向教育
局申請，將學前班的上課時間由3小時縮短至
兩小時，以騰出課室，接收樂基的學生，亦會
向當局申請改名為「樂希幼兒學校暨樂基幼兒
學校」，回應家長對樂基的品牌關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子優）全港性
系統評估（TSA）爭議仍然持續，防止
學生自殺民間聯席及「各界反對復考小
三TSA大聯盟」昨日約見政務司司長張
建宗及教育局代表，要求政府取消小三
TSA，以減輕學生壓力，惟會面「傾唔
掂數」，不足一小時有關團體便離場抗
議。政務司司長辦公室回應指，經改良
後的「基本能力評估（BCA）」仍在試

行階段，政府對有關長遠安排持開放態
度，沒有前設立場，會繼續聆聽各界人
士的意見。
政務司司長辦公室並強調，政府高度

關注學生自殺問題，司長張建宗於過去
幾周亦親身舉行跨政策局和部門的高層
會議，並與各區中學校長會代表會面，
商討切實可行的措施。
就有團體提出舉行高峰會議，張建宗

指持開放態度，但認為當務之急是通過
跨界別合作，採取切實可行的方法和實
際行動回應問題。
而因應TSA爭議，政務司司長辦公室

表明政府絕不認同過度操練，看法和與
會者及社會大眾一致，但指出經改良的
TSA（即BCA）無論在試卷題目、專業
支援、資料分析等方面都已改善，是
「低風險、不需操練」的評估，結果不
計入學生或學校成績，試題只涉及基本
能力。

樂希幼園申縮課時接收樂基生 BCA長遠安排 政府無前設立場

理大昨日為「InnoHub」舉行揭幕
禮，邀請創科局局長楊偉雄、理大

校董會主席陳子政及校長唐偉章主禮，
並由該校企業發展院助理院長朱志賢於
典禮前向傳媒介紹有關運作。
他表示，「InnoHub」是一個創新協作

空間，以連結區內學術界、工商業界、創
業培育機構及投資者之間的跨領域及跨界
別合作，以推動知識轉移和創科發展。

深南山大樓同步提供
「InnoHub」以4C作為目標，即匯聚
（Convergence） 人才及科技、連結
（Connection）學生、校友、投資者及工
商界等合作夥伴、促進跨領域及跨界別
合作（Collaboration）及建立區域性的創
科社群（Community）。
「InnoHub」位於理大賽馬會創新樓4
樓，首階段提供2,000平方呎空間，為創
業團隊提供40個流動式辦公座位，亦有
公共空間及小型茶水間，位於深圳南山
區的理大產學研大樓也提供另外4,500平
方呎空間。
校方期望在第二階段可將兩個地方的

空間拓展至合共約2萬平方呎，令更多初
創團隊進駐。

團隊未有辦公室可優先
自2011年起，理大透過5個基金支持

近200個科技創新項目，而目前「Inno-
Hub」已有28個團隊使用。朱志賢指，
想進入「InnoHub」需要符合數個條件，
包括團隊曾經獲得理大微型基金（Micro
fund）或坊間不同資助，及其中一個成員
是理大生或畢業生，未有辦公室的團隊可
優先申請，每個團隊均可獲首年免租。一
年後，校方會檢視他們的項目或空間需
求，而考慮是否「續租」。
除了「InnoHub」外，團隊亦可使用理
大區內合作夥伴如復旦大學和新加坡國
立大學等的空間和資源，亦會組織各地
初創團隊交流及分享活動。
理大亦公佈推出「學生創業概念驗證

基金計劃」，為學生提供創業資源、培
訓及指導，每個項目可獲3萬元基金，以
支持他們的創作建立產品原型和進行市
場研究。校方將每年撥款140萬港元，預
計支持40多個項目。

■■理大在校園賽馬會創新樓理大在校園賽馬會創新樓44樓設立樓設立InnoHubInnoHub，，為為
初創團隊提供一年的免費工作空間初創團隊提供一年的免費工作空間。。圖為朱志賢圖為朱志賢
介紹已進駐介紹已進駐InnoHubInnoHub的團隊的團隊。。 黎忞黎忞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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