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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浸大生奪首屆少族獎學金
須本科績優課外活動佳 優先赴海外交流有津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港浸會
大學將於本周六（10 月 7 日）上午 9 時 30
分至下午 5 時舉辦入學資訊日，讓對浸大
感興趣的中學生、老師及家長親臨校園，
了解大學的最新發展及課程資訊，以及體
驗校園生活。
入學資訊日舉行當日，上午 10 時於善衡
校園大學會堂有專為高中學生而設的「探
索『大學聯招辦法』申請策略與浸大課
程」，上址於下午 4 時則有適合副學士及
高級文憑學生的「非聯招入學申請策
略」。至於針對持有國際學歷學生的「非
聯招申請入學諮詢會」則於下午 1 時假座
善衡校園方樹泉圖書館大樓舉行。
入學資訊日設有各個課程簡介及座談會
等，讓同學、老師和家長可直接與浸大教
授、同學和校友面談，查詢課程的特色、
入學要求及就業展望等。
另外，當天在善衡校園蒙民偉廣場、逸
夫校園逸夫行政樓大堂和浸會大學道校園
傳理視藝大樓大堂均設有「入學諮詢
站」，由浸大入學組職員即場解答有關入
學及選科查詢。浸大的學生大使會帶領參
觀人士遊覽校園、學生宿舍、教學設施和
實驗室等，大學亦安排了音樂、舞蹈和魔
術表演，讓參加者體驗浸大的校園生活。
活動詳情可瀏覽網頁 http://hkbu.edu.hk/
infoday ，或致電3411 2200查詢。

黎忞）為令校園文化更多元化，浸會大學本

浸大周六辦「入學資訊日」

學年首次推出以少數族裔學生為對象的獎學金，每年向約 5 名入讀本
科課程、成績優異且有出色課外活動表現的學生，提供金額等同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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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費的獎學金。得獎者可優先獲安排參加海外交流計劃，並可獲得津
貼，同時入學首年需定期參與義工活動，服務同樣是少數族裔的有需
要 人 士 。 首 屆 獎 學 金 共 有 6 名 得 主 ， 其 中 來 自 尼 泊 爾 的 Flowera
Jimee，就曾自發參與當地的地震救災工作。

浸大學生事務處助理處長陳文軒認
為，入讀本地大學的少數族裔與華

裔學生人數比例相差甚遠，據去年數據
顯示，在六七千名本科生當中，只有 9
名少數族裔生。
為吸引更多少數族裔生入讀，浸大在
本學年首度設立「尖沙咀街坊福利會南
亞及東南亞少數族裔傑出學生入學獎學
金」，申請者可循聯招或非聯招入學，
須為香港永久性居民，他們的父母或其
中一方須為南亞或東南亞國家人士。

入學首年當義工回饋社會
計劃預計每年提供約 5 個名額，向每
名得主提供相等於全年學費，即 42,100
元的獎學金。其後每年的平均累積績點
（GPA）不低於 2.8 分，就可繼續獲發獎
學金，直至完成本科課程為止。

獎學金得主將獲優先安排到海外交
流，並可獲相關津貼 1 萬元，學生事務
處亦會安排職員擔任他們的導師，協助
解決學業或生活上的疑難。
他們可得各方面的援助，同時亦要回饋
社會，在入學首年需定期參與志願服務，
及在學期間擔任文化大使，他們亦可選擇
在「小彬紀念基金」的服務範疇中，選擇
其中一項或社區其他服務少數族裔的社會
機構，參與合資格的義務工作。
首屆獎學金收到 20 多份申請，最後選
出 6 名得主。其中一名得主是來自尼泊
爾的 Flowera Jimee，她在港出生，其後
移居到尼國，就讀高中時浸大曾到當地
招生，她接納老師的意見，認為在港升
學或畢業後亦有不錯的就業前景，故選
擇來港升學。
她表示，雖然只來港兩個月，但已適

應生活，而在課堂上同學亦會主動用英
語與她溝通。

得獎尼裔生曾助地震救災
她曾參與不少的義務工作，例如在
2015 年 4 月 尼 泊 爾 曾 發 生 大 地 震 ，
Flowera 就與親友自發到東部地區，與聯
合國兒童基金會的人員一同救災，為災
民提供水和食物，甚至在村莊幫忙移開
障礙物。她曾舉辦舞蹈表演等活動，推

廣當地的 Kirant 宗教及文化。她計劃完
成學士課程後，先留港工作數年，再考
慮日後的出路。
另外兩名獎學金得主簡毅駿（Abbas
Khan） 及 凌 思 敏 （Nazmeen
Akhtar），均是在本港土生土長的巴基
斯坦裔學生，簡毅駿現就讀浸大財務學
課程三年級，熱愛打板球，其球隊曾在
兩年前於警隊的「奮進行動」錦標賽獲
得冠軍。

VTC「貪靚仔」出戰世界美髮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職業訓練
局（VTC）不時會派學員參加世界大
賽，而畢業於 VTC 轄下的青年學院（葵
芳）職專文憑（髮型設計）的李駿翹
（Marco），即將出戰本月的世界技能大
賽的美髮項目。由於是次大賽的要求有大
變動，參賽者沒有先例可循，既考驗他們
的分析能力，同時大會更注重「職安健」
和環保，參賽者進行不同的美髮步驟時亦
要跟足規定。他起初亦無法掌握大會要
求，參與培訓時不時被扣分，但累積經驗
後，期望今屆可為港隊創佳績。
現年 22 歲的 Marco，完成中四就轉到
青年學院（葵芳）修讀職專文憑。他坦
言，當時無明確的升學方向，但想到自己
如父親般「貪靚」，每次外出均會用一小
時為頭髮造型，故選讀了美髮課程。
他認為在青年學院學習，又或在髮型
屋工作，學到的美髮技巧有限，反而參
加公開比賽，卻可以在剪髮、染髮以至
與妝容配合等方面挑戰自己。一般學生
在三年級才有機會參加世界技能大賽，
而他在二年級時已立志參賽。
早前他與另外兩名 VTC 學員勝出香港
青年技能大賽，但最終只有他一人「跑
出」，有資格出戰世界技能大賽。

停學備戰 日練逾12小時

中大學者研「一孩」
獲孫冶方經濟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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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導師、青年學院（葵芳）髮型及
造型設計組高級講師張正媯表示，
Marco 能脫穎而出，是因他夠勤力。原
本他已完成課程，可以直升高級文
憑，但為備戰大賽 ，他暫時停學，每
天從早上 9 時半練習到晚上 10 時、11
時才離開。除了努力練習，他亦有向
上屆大賽美髮項目優異獎得主兼師兄
劉嘉浩「取經」。
今年大賽的要求有所轉變，難度倍
增。張正媯表示，大賽要求參賽者在 4
天內設計 9 款髮型，比過往多 1 款，而大
會提供多張圖片，讓參加者揣摩何謂具

■李駿翹（右）現每天練習超過 12 個小
時。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忞 攝
有風格的髮型。她指 Marco 最初只會照
辦煮碗，「圖片有粉紅同藍色，他就直
接染這兩種顏色」，美感欠奉，未有運
用分析能力及創意。為突破自身限制，
Marco 積極搜集資料，着手試做不同的
造型，「試過睇睇吓手機（髮型資料）
瞓着咗，醒咗睇返手機，仍然停留在那
個畫面。」
過往比賽要求參賽者創作極有藝術
風格、浮誇的髮型。張正媯認為，今
屆比賽的要求較為「貼地」，與一般
髮型屋顧客的要求接近，同時亦注重
職業安全和環保，例如染髮和電髮時

需要戴眼罩和口罩，剪髮後亦要即時
掃地，連用剩多少染髮劑都有規定，
否則會被扣分。
是次比賽亦首次要為真人剪髮，他們
估計模特兒是當地阿布扎比人，髮質可
能較硬，不少男性會留鬚，因此他們邀
請了有相似髮質和特徵的南亞裔學生擔
任模特兒，期望可以熟習為他們造型，
增加勝算。
是次世界技能大賽將在本月 15 日至 18
日於阿聯酋阿布扎比舉行，全球逾 70 個
國家及地區約 1,300 名選手會爭奪 51 個
項目獎牌。

鄭裕彤中學 600 人校慶歡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為慶祝創校 20 周
年，順德聯誼總會鄭裕
彤中學上月 25 日舉行大
  9 型校慶典禮，逾 600 名
師生及嘉賓一同出席典
禮，當日有捐贈支票儀式、學生音樂劇
表演等活動，場面熱鬧。除了校慶典禮
外，該校亦籌辦了多項活動，包括開放
日及創藝嘉年華、「自主學習」公開課
和百人太極操啟動禮等，活動豐富。
校慶典禮於順德聯誼總會鄭裕彤中學
鄭敬詒堂舉行，周大福慈善基金主席鄭
家成、鄭裕彤中學校監盧德光、順德聯

誼總會主席盧浩宏、順德區政協副主席
黃燕霞、順德區倫教鎮人大工委副主任
何炎鴻、順德區外事僑務部副局長區植
朋、順德區倫教農業和社會工作局副局
長陳秋麗等出席了活動。
鄭家成於致辭時表示，其父鄭裕彤年
輕時生活刻苦，然而憑藉堅毅的精神，
努力不懈，才建立起今日的事業王國。
他寄語學生好好學習，將來回饋社會。
為了慶祝創校 20 周年，鄭裕彤中學籌
辦了多項活動，包括開放日及創藝嘉年
華、「自主學習」公開課、百人太極操
啟動禮等，獲區內外學校、家長及學生 ■順德聯誼總會鄭裕彤中學上月底舉行大型校慶典禮，並在典禮上頒贈支票。鄭家成
支持。
(左五)將六百萬元支票交予中學法團校董會。
學校供圖

身教重於言教 中文師展
「仁愛」
唐老師是我的中文老師。
她平時走在校園裡總是臉帶
微笑，舉止優雅，遇到學生
時也會點頭以示問好。她的

課堂總是很安靜，因為她不
會高聲喝斥犯錯的同學，也不會整天講長篇
大論的道理，所以同學們都很愛戴她，認真
聽她講課。我一直認同她是一個溫柔和優雅
的女老師，可是後來的事情讓我對她更為尊
敬。

■張俊森獲頒
「孫冶方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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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裡有一個男同學，平時沉默寡言，總是
獨來獨往，成績也是班裡數一數二的差。其
他科目的老師經常因為他上課不積極，功課
錯誤多而責怪他，很多時他都被老師叫起來
訓斥，他只能紅着臉流着汗不說話。有些同
學偷偷嘲笑，有些同學乾脆忽視他的存在。
直到有一天，我因為忘記帶傘而被迫留在
班房，等雨停後再回家。放學已經十分鐘
了，班裡只剩下我和他。這時，只見唐老師
匆匆趕過來，坐在他旁邊打開中文書開始教

他中文知識，我在旁邊看着，平時默不作聲
的男同學居然在唐老師的教導下開始認真學
習，還積極回答老師的提問。

幫忙補習 不討厭成績差學生
我忽然想到這幾次他的中文成績確實有進
步，原來是唐老師用自己休息時間來給他補
習。唐老師不但沒有因為那個男同學成績差
而討厭他，反而更積極幫助他。
又有一次，同學們午餐後把餐盒隨手丟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港中文大學偉倫
經濟學講座教授及經濟學系系主任張俊森，近日獲
頒中國經濟學領域最高榮譽獎項之一的「孫冶方經
濟學獎」，以表揚其學術成就和推動中國經濟科學
發展的貢獻，而其得獎論文題為《人口控制政策能
否促使更多人力資本投資？ ──雙胞胎、出生體
重和中國的一孩政策》。
不少發展中國家均會透過控制生育政策提升人力
資本投資，以促進經濟發展。內地在 1979 年起實
施「一孩政策」，到近年逐步取消。張俊森與耶魯
大 學 Frank Altschul 國 際 經 濟 學 講 座 教 授 Mark
Rosenzweig聯合撰寫有關內地人口政策對人力資本
投資影響的論文，通過對比有雙胞胎和沒有雙胞胎
的家庭，量化兒童數量對兒童質量的影響。
他們透過雙胞胎出生順序和出生體重差異，計算
出兒童數量對兒童平均質量影響的上下限。基於內
地數據的分析發現，家庭中的小孩數量較多，則小
孩的平均學習表現較弱，當中包括學習成績較差、
入讀大學機會較低和健康水平較差等。雖然內地兒
童數量與兒童質量之間存在明顯的權衡，但該研究
結果表明，內地「一孩政策」對人力資本發展的貢
獻並不顯著。
張俊森對獲獎深感榮幸，他希望這篇論文能為內
地人口政策的制定和改善提供研究參考。

位列亞洲經濟學家前五
張俊森於 2013 年獲選為世界計量經濟學會院
士。他致力研究犯罪、生育、婚姻、教育、代際支
付轉移、性別歧視及養老等社會議題所涉及的經濟
學，亦專長與家庭有關的宏觀經濟學議題，如人口
老化、社會保障及經濟增長等。他在 2000 年歐洲
經濟學與統計學研究中心（ECARES）排名的全球
前 1,000 位經濟學家中，位列第三百五十七，在亞
洲位列第五。
孫冶方經濟科學基金會於 1984 年設立「孫冶方
經濟科學獎」，每兩年一屆，由 29 位內地經濟學
家組成的評獎委員會，選出數篇得獎著作和論文，
今屆共有3篇論文得獎。

垃圾桶，垃圾桶滿了，同學們依然把飯盒堆
在垃圾桶上，直到垃圾桶上的飯盒跌落一
地。過了一會兒，校工來打掃垃圾，我看着
她把垃圾勉強的提走，飯盒的餸汁濺了她一
身，她蹲下慌忙的撿飯盒。

幫校工撿垃圾 說「不好意思」
同學們都視而不見，在班房打鬧玩樂。這
時唐老師走進來，看見校工在撿垃圾，也蹲
下幫忙一起撿，還對校工說：「真的不好意
思，讓你辛苦了。」
校工連連表示不辛苦，自己應該為學校服
務。看着唐老師撿垃圾，我不但不感覺破壞

了她的優雅，反而感覺她更加美麗，更加值
得我尊敬。後來同學都主動將垃圾丟進校園
的大垃圾桶。
唐老師不以有色眼光看待別人，反而幫助
有需要的人，這不正是中國文化中「仁愛」
的表現嗎？現在的社會，總是盛行攀高貴、
踩貧賤的風氣，唐老師不仗着自己中文知識
淵博而講大道理，反而通過一點一滴小事來
愛護身邊的人，給需要幫助的人更多的關
愛，這才是真正「仁愛」的表現。唐老師讓
我真正體會到中國文化可貴的一面。
■聖士提反堂中學 單寶汝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