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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A排行榜 港大膺亞洲一哥

非華語生北上 免費試讀大學
屯門馬登中學與穗3大合作 推聖誕暑假上課先導計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為向非華語學

生提供更多元升學出路，明愛屯門馬登基金

中學將於新學年起，與3所位於廣州的大學

合辦先導計劃，讓該校有潛質的高中生率先

免費試讀內地大學的不同課程，涵蓋國際商

務、理工科研及醫學專業。該校非華語生會

於聖誕假期或暑假前赴有關校園上課，3年共

接受100小時培訓，至中六時各內地大學則

會按學生潛質、表現及文憑試成績，取錄有

意升讀學士學位課程的學生，而表現最佳的9

名學生，更可分別獲得1萬元至相等於全年

學費的入學獎學金。

計劃資料
計劃名稱 國際商務專業先導計劃 理工科研專業先導計劃 醫學專業先導計劃

合辦大學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 華南理工大學 南方醫科大學

科目要求 企會財或旅遊與款待 物理或資訊及通訊科技 生物及化學

可讀課程 國際商務 土木工程、材料科學、計算 臨床醫學
機科學與技術、環境工程

名額 10個至15個 10個至15個 10個至15個

計劃對象 該校中四至中六生 該校中四至中六生 該校中四至中六生

獎學金* 3個名額，免首年學費 3個名額，首年1萬元 3個名額，首年1萬元

*獎學金可每年申請，金額以人民幣計 資料來源：明愛屯門馬登基金中學 整理：記者 黎忞

屯門馬登每年取錄多名來自泰國、菲
律賓、尼泊爾等地的非華語生，該

校近年積極為他們開拓多元出路，近日
並成功與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南方醫科
大學及華南理工大學落實合作，下學年
起推出先導計劃，讓學生率先於高中階
段選讀大學課程，而完成計劃及符合要
求者，更可獲保送入讀各校相關專業的
學士學位課程。資料顯示，3所內地大學
均屬高水平大學，分別於外語類、醫藥
類及理工類排名全國前列。
該校在上周六舉行簡介會，並邀得3
所內地大學負責人介紹計劃內容，而中
聯辦教育科技部處長陳恒及中國教育留
學交流（香港）中心主任鞏萬亦有出席
活動。

非華語生難免試招生
本港文憑試生可通過免試招生、港澳
台聯招試及院校獨立招生入讀內地大
學，但非華語生持有外國護照且沒有回
鄉證，故不符合免試招生的資格。

屯門馬登校長袁國明表示，期望透過
先導計劃，提早在高中階段，發掘在不
同範疇有潛質和興趣的學生，透過3年
共100小時的相關專業培訓，與大學課
程接軌。
3所大學將分別提供國際商務、理工

科研及醫學的專業先導計劃，分別適合
正修讀企業、會計及財務概論或旅遊與
款待、物理或資訊及通訊技術、生物及
化學科等的中四生參加（見表），他們
會在聖誕假期或暑假獲安排到上述大學
校園上課，學費全免，而交通及住宿等
費用亦由學校負擔。

成績前三可獲獎學金
袁國明補充指，有意參與計劃的學生

需符合3個條件，包括是該校的非華語
生，校內英語成績達70分或以上，同時
需要表現出對相關專業有熱誠和興趣。
該校副校長朱婉儀補充指，參加先導

計劃的學生，如於文憑試取得相應基本
入學要求成績，就可獲得院校相關專業

取錄；例如升讀南方醫大臨床醫學學
位，要於文憑試英文、化學及生物科獲3
級或以上成績；廣東外語外貿大學的國
際商務學位則要英文、企會財或旅遊與
款待獲得3級或以上；華南理工土木工
程、材料科學及環境工程學位則要於英
文及物理獲得3級或以上，計算機科學
與技術學位就需在英文及資訊及通訊科
技獲得3級或以上。
各所大學亦分別向表現最佳的首3名
學生，提供首年1萬元人民幣或首年學
費全免的獎學金。
另外，該校與英國特許建築設計技術

學院（香港分會）合辦「建築設計及科
技培訓計劃」，參加上述「理工科研專
業先導計劃」的學生需同時修讀。
袁國明續指，為向學生提供更多支

援，計劃與華南理工籌辦數理先導課
程，助到內地升讀理工科研的學生打好
基礎；同時會與南方醫大商討調整課程
內容，好裝備畢業生更能夠應付本港執
業試。

我們一般通過外來詞和譯詞
認識國外事物。本文試說明與
「的」字有關的譯詞和它的發
音。
「的」字本是入聲字，粵語

只有一個音。但普通話沒有入
聲，入聲字已化為平、上、去各聲，因此

「的」的普通話音有的
dí

（第二聲，即陽平），

如「的確」，有的
dì

（第四聲，即去聲），如

「目的」。此外還有的
de

（輕聲），如「好
的」。普通話裡「的」字雖然是多音字，但是
從上下文中，我們可以確定它的讀音。

的士二聲變一聲
然而，有些內含「的」字的詞，如何發音則

成問題，令人「難以啟齒」。譬如taxi，香港
稱「的士」、台灣用「計程車」、新加坡用
「德士」。用廣東話說「的士」沒有問題，因
為「的」只有一個音。內地以前稱taxi為「出
租汽車」，1980年代改革開放後逐漸引進了
香港的說法「的士」。引進初期，「的士」說

成「的士
dí shì

」，「的」讀第二聲，且進入了
1997年的《現代漢語詞典》。

還有「打的
dǎ dí

」（即搭的士）的說法。但在民
間，「的士」的發音逐漸有了變化。現在一般

把「的」唸成的
dī

（第一聲，陰平），「的士」

念成「的士
dī shì

」。「的士」且進入了2012年的
《現代漢語詞典》。
換言之，「的」字本來只有兩個音，現在由

於「的士」的引進，「的」增加了一個新音

「的
dī

」。你說有趣不有趣？

波羅的海怎麼唸
不少外國地名的譯名含有「的」字，如「波

羅的海（Baltic Sea）」，「的黎波里（Tripo-
li）」，「的的喀喀湖（Titicaca Lake）」，
「的里雅斯特，或稱的港（Trieste）」。其中
的「的」普通話該怎麼唸，大家可以研究一
下。大家也可以討論：其中的「的」字是否可

以唸成新音「的
dī

」（第一聲）？
本文標題是「從『的』字認識世界」，上面

幾個地名，有些比較熟悉，有些較陌生。大家
不妨探討一下，可以增進地理和歷史知識。尤
其是「的港」，在上世紀一戰和二戰前後，曾
是報章上的常見詞。現在年輕學生，知道的恐
怕不多了。

■姚德懷 香港中國語文學會
簡介：香港中國語文學會創辦

於1979年，宗旨是通過研究、出
版、教學、交流、合作等方式促
進中國語文工作的發展。

從「的」字認識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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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泰式小
食、雲南藍染、日式飯糰及祈福符、廣西
農村傳統餃子、京劇臉譜等，香港專業進
修學校（港專）近日舉行的「多元文化
日」集合了以上不同地方的特色，讓學生
透過特色攤位及互動民族體驗活動，向參
加者展示往交流時的親身感受。
港專每年舉辦10個以上的交流團，以

不同主題帶領學生前赴其他地方探索當地
文化擴闊視野，希望鼓勵年輕人關心香港
之餘亦放眼世界，多留意不同地方的人和
事，用心感受及反思，從而培養世界觀及
豐富人生閱歷。該校本學年便組團到泰
國、日本、韓國、貴州、雲南、廣西等
地，亦曾遠赴哈薩克斯坦及計劃到俄羅斯
進行深度之旅。

提供互動民族體驗
而近日舉辦的「多元文化日」，是港專

60周年校慶活動之一，亦可說是該校交流
團的「升級版」匯報會，當日有十多個特
色攤位，學生們穿上各地民族服飾及向參
與者提供互動民族體驗，例如雲南藍染、
臉譜繪畫及日本幸運符製作，以展示不同
文化特色。是次活動並就學生交流時所拍
攝的相片作展覽，帶領參加者感受學生途
中「快樂」、「感動」和「異同」的剎

那。
另外，港專亦舉辦了「感．觸之旅」攝
影比賽和相片展，希望鼓勵中學生在外遊
時多留意身邊的事和物，用相片記錄與人
分享，參賽作品亦有於「多元文化日」展
出。
為推動中學於舉辦交流團時亦讓學生有

反思與得着，港專學生發展部資深社工，
亦與中學教師進行了「如何把交流活動辦
得好」專業分享會，分享籌辦學生交流團
的工序與成功要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英國
《金融時報（FT）》今年首辦專攻金融
範疇的工商管理碩士課程（MBAs for Fi-
nance）全球排行榜，列出50大最出色
MBA院校。
香港共有3所大學打入前列位置，其中

以香港大學排第十二名最高，且為大中華
區以至整體亞洲商學院之首，另中文大學
與科技大學商學院則分別排名第十四及十
六名。排名亦顯示3所港校MBA畢業生
投身金融行業比率較高，當中港大更有三
分二MBA校友從事金融工作，比例是排

名榜之冠。

英美院校包辦頭十
是次排行榜涵蓋四項主要因素，分別為

校友就業發展進度、財務金融行業的校
友、學生的多元化，以及財務金融學術研
究，校友以畢業3年起計。
《金融時報》指排名榜上50所院校來

自11個國家，頭十位均由英美院校包
辦，綜合上述條件，史丹福商學研究院居
榜首，哈佛商學院與劍橋大學賈吉商學院
分列第二及第三名。而香港作為亞洲國際

金融中心，3校打入20大的成績出眾，其
他上榜亞洲院校則包括新加坡國立大學
（22位），上海中歐國際工商學院（23
位）及印度商學院（46位）。
《金融時報》特別指出香港院校MBA
畢業生從事金融行業工作比例較高，中大
與科大分別錄得44%及42%，在排行榜列
第三、第四，至於港大更為全榜之冠，高
達67%畢業生於3年後於金融業界工作。
其他評選細項方面，3所入選港校則各

有千秋。以校友薪酬增長率計算，中大表
現最佳，畢業生修讀其MBA課程後，薪

酬平均躍升132%，港大及科大分別躍升
114%及113%；校友平均薪酬方面則以科
大取勝，年收入平均為15.4萬美元，中大
及港大分別為13.9萬及12.5萬美元。
港大發言人表示，該校MBA課程成功
提升畢業生就業能力，促進他們的事業發
展，當中33%人成功轉職至財務金融業
（Moved to Finance），比率為全球第
二。
發言人指港大MBA會進一步強化現有
的就業發展服務，並繼續加強與商界的策
略性合作，鞏固課程競爭力及吸引力。

港專多元文化日 勉青年放眼世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由香港通
識研究協會主辦的第二屆「深港盃．港深
盃」辯論賽日前完成總決賽，結果由香港
協恩中學勇奪總冠軍，深圳市光明新區高
級中學奪亞，最佳辯論員為協恩中學學生
馬仲寧。
賽後大會並安排參賽者參觀前海自貿

區、前海深港青年夢工場的人工智能初創
企業等，配合通識課程「現代中國」、
「全球化」和「能源科技與環境」等單元
學習的需要，助學生培育更廣闊的知識基
礎。

是次賽事一共吸引了31間香港和深圳
中學參賽，設有香港和深圳賽區，賽事辯
題強調前瞻性，包括人工智能對人類發展
利多於弊等科技內容，主辦單位希望藉此
「超越辯論」，鼓勵港深兩地尖子透過賽
事多交流認識，突破自我。
通識研究協會主席馬震寧表示，除

「深港盃」賽事外，該會亦積極推動不同
的中學生比賽交流活動，希望全面關心學
生，支援教師和學校管理階層發展，並提
升教學效能、鼓勵創新管理、打造「真．
國際化」教育環境。

深港盃辯論賽協恩奪冠

■■港專多元文化日港專多元文化日，，學生穿上不同的民族服裝學生穿上不同的民族服裝。。 港專供圖港專供圖 ■■當日展出多個特色攤位當日展出多個特色攤位。。 港專供圖港專供圖

■■參加者學畫京劇參加者學畫京劇
臉譜臉譜。。 港專供圖港專供圖

■■明愛屯門馬登基金中學將明愛屯門馬登基金中學將
與與33所內地大學合辦先導計所內地大學合辦先導計
劃劃。。圖為該校校長袁國明圖為該校校長袁國明
（（左四左四））及嘉賓合照及嘉賓合照。。

黎忞黎忞 攝攝

■明愛屯門馬登基金中學在上周六舉辦簡介會，向出席人士介紹先導
計劃。 黎忞 攝

■「深港盃．港深盃」中學生辯論賽日前圓滿結束。 大會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