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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夢僅一步 更懂要堅持

研資局博士生獎學金趨國際化
內地以外非本地生比率創新高 吸納全球人才漸見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嘉瑤）教資會轄下的研究資助局，昨日舉行2017/18學年的「香港博士研究生獎學金計劃」得獎者

茶敘，請來各地得獎博士尖子分享。今年計劃共有231名得主，來自42個國家及地區，其中內地以外的非本地生有107名，

比率創新高達46.3%，可見計劃於吸納國際化學術人才方面漸見成效。有分別來自歐洲及中亞的獲獎博士生認為，香港作為

國際化的城市，有助推動大學研究發展，加上對事物持開放的態度，有助吸引不同地方學生來港。

獎學金得主人數及比率
學年 港生 內地生 其他非本地生 總人數
2014/15 13（5.8%） 131（58.7%） 79（35.4%） 223

2015/16 14（6.5%） 133（61.6%） 69（31.9%） 216

2016/17 15（6.5%） 120（51.9%） 96（41.6%） 231

2017/18 14（6.1%） 110（47.6%） 107（46.3%） 231

資料來源：研資局、教育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鈺

研資局於2010/11學年正式推出「香港博士研
究生獎學金計劃」，透過提供較一般研究

生津貼更豐厚的資助，吸引頂尖學生在港就讀博
士研究生課程。大會昨日在浸會大學舉行今屆得
獎者茶敘，來自世界各地的獲獎研究生分享其在
港的生活及研究經驗。
2017/18學年，計劃共收到逾120個國家及地

區、6,500份博士研究生申請，經過評審後，共
有231名來自42個國家及地區的學生獲獎，到香
港8所資助大學修讀博士研究生課程。
231名得獎博士生中，港生佔整體的6.1%，較去

年略低，內地生則佔47.6%，亦較去年下降4.3%。
但來自其他地區的非本地生卻持續增加至107名，
佔總數46.3%，比去年升近5%，更創出新高，可見
計劃成功拓闊更趨國際化的博士研究生生源。

教育制度多元化吸生
來自哈薩克的獲獎者Kuralay Bozymbekova就
讀教育大學博士課程。她認為，香港教育系統具
國際化及多元化特質，是吸引她的因素。
來自荷蘭的Abraham Overbeeke則就讀浸會大

學的人文及創作博士課程。他提到，香港獨特的
中西交匯文化，吸引他來港修讀博士研究生課
程，並對香港本地文化及粵劇尤其感興趣。

洪凱兒則是獎學金計劃少數的本地得主，她就
讀中文大學公共衛生與災難管理博士，此前則曾
在香港大學及牛津大學修讀法律，隨後任職政府
政務主任6年及樂施會，工作期間有意往前線照
顧弱勢族群，關注扶貧及長期病患的問題，尤其
是長期病患在災難前後的援助措施。
香港博士研究生獎學金為每位獲獎研究生提供

每年24萬元的津貼，比一般博士生資助多約三

成，另有每年1萬元的會議及研究活動交通津
貼，為期3年。評選準則會根據申請人的學術表
現、研究能力、溝通技巧及領導才能而評選。
研資局主席華雲生指，獎學金有助鼓勵各地傑

出研究生來港修讀博士，又解釋說，獲獎本地研
究生比率遠低於內地生及其他非本地生，是因為
不少港生希望在研究院程度擴闊國際視野，更願
意到外國升學。

近年，不少學生前往外地
升學，而且特別鍾情英國，
對它的教育水平甚有信心。
報考英國大學是經英國聯招
（UCAS），申請日期由9月
1日開始，除了醫科和牛津、
劍橋等大學的課程外，大部
分課程的截止日期為1月15
日，而第二輪申請的截止日
期為6月30日。但其實放榜
後亦可申請英國大學的，今
天便和大家分享我一位學生
的故事。

臨時發現不夠分
陳同學數理成績一向不錯，一直打
算在香港升學，誰知放榜才發現中文未
達三級，不能在港升讀學位課程。在和
升學輔導老師和父母商量後，當天下午
前往英國教育展，嘗試報考英國大學。
因為她其他科目的成績相當不錯，
所以即場已有大學面試，並有著名的大
學接納她申請入讀物理治療學系，但條
件是要在英文雅思考試（IELTS）中取
得7級或以上的成績。
她趕快地報考7月尾的雅思考試，接
着一星期內便不停地做英文練習，但仍
然只有6.5級的成績，未達要求。雖然
她很失望，但仍不放棄，轉而申請其他
大學的理學院，很快，另一間著名的大
學接納她申請入讀化學系，於是她便安
心下來，準備添置英國留學所需物品。

英國改制無名額
8月中旬，我突然收到同學電話，哭

着告訴我，那間本來答應接納她申請的
大學，已拒絕她在2017年入讀化學
系，原因是今年英國高考改了新制，大
學未能準確估計考生的公開試成績，於
是發出了太多有條件取錄的名額
（ConditionalOffer） 給英國高考學
生，現在已沒有足夠名額取錄海外學生
了。
不過，大學之前接納了陳同學的申

請，所以現在給予她2018年無條件取錄
（Unconditional Offer）入讀化學系。
學生聽到這晴天霹靂的消息後，立

時方寸大亂，不知道應怎麼辦。和她詳
細討論後，確定有三條路走：
1. 放棄到英國留學，在香港讀副學

士或自修再考文憑試；
2. 選擇今年為「休學年」（Gap

Year），找工作或去當義工，在2018
年才去英國；
3. 立即再申請其他英國大學。
同學考慮後決定選擇第三條路，因

為英國聯招已進入最後階段申請
（Clearing Round），所以在網頁上很
容易便可查看哪間大學哪個課程仍接受
申請，最終她入讀另一間大學的化學
系。
我們常提醒學生事事要早作準備，

特別是打算出國留學的同學，必須在一
年前便開始準備，包括選擇課程、報考
英文測試、撰寫自述文章、申請大學
等。希望其他學生以陳同學的經驗為
鑑，多作準備，免得放榜
後大費周章，承受巨大壓
力。 ■馮鄭惠儀

香港輔導教師協會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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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 競 行
業發展在
港方興未
艾，成人
們慢慢接

受愛打機不等於無前途，而一隊又一
隊電競隊伍相繼誕生。既然生涯規劃
目標之一，是希望讓年輕人有機會接
觸職場實況，電競業自然也是我們的
目標。我們曾舉辦全港電競比賽與電
競業講座，讓年輕人有機會盡展所長
之餘，亦讓他們能了解電競業的發展
與工作內容，若他們有意規劃電競人
生，我們社工就會從旁協助介入。
近半年來，業界廣為討論的，自然

是首支香港女子職業戰隊成立後，如
雨後春筍般湧現的各級全女班業餘電
競隊。但業餘女子選手縱然努力，卻
因缺乏資源而一直寂寂無名。像業餘
《英雄聯盟》（簡稱︰LOL）電競選
手Juicy，接觸遊戲5年，自今已加入過
4隊女子電競隊，但仍未有公司為她提
供一紙職業合約。

目標原來是電競
我們嘗試協助 Juicy 一圓她的職業
夢。知悉她此前曾有放棄電競念頭，
不過當她發現自己從未有任何目標，
意志消沉、心情低落之際，始驚覺電
競原來就是她的大目標，重新振作堅

持訓練。她認為現時女性較男性容易
成為職業選手，概因女子職業隊伍較
少，入場門檻相對不高，女子選手只
要勝出一兩場比賽便有機會獲青睞。
今年初，有電競公司舉辦只限女生

參加的LOL比賽，我們鼓勵Juicy努力
作戰，但原來她亦是應屆中學文憑試
考生，在魚與熊掌考量下，她決定兩
者兼取，邊讀書邊苦練，期間壓力不
足為外人道。
Juicy家人雖然不了解電競比賽，幸

好亦諒解女兒的決定，並告訴她，路
是屬於她自己的，方向如何需要自己
發掘，但也必須為自己安排一條後路
並訂下時間表，若久久未能成功，便
需認真為自己前途打算。

數碼營銷展所長
雙修的 Juicy 最終在比賽中獲得亞

軍，而冠軍隊伍則被電競公司簽下成
為職業選手，Juicy明白自己只欠一步
就能圓夢，於是更加懂得堅持的可
貴，而其文憑試成績亦足以讓她入讀
心儀的數碼營銷課程，日後有望能於
其看好的數碼業發展所長。
Juicy除加入業餘女子電競隊外，亦

加入了香港學生電子競技總會，希望
透過總會各項活動，讓電競得到社會

認同。她亦望日後可與社會機構合
作，舉辦有關電競的活動及講座，接
觸更多不同層面的人，一洗電競較負
面的形象。她的電競生涯路，可能現
在才正式開始。
如果各位年輕人希望對工作世界及

對自己有多些認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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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ywca-
cla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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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鈺）香港中文
大學太空與地球資訊科學研究所，與聯
合國亞洲及太平洋經濟社會委員會（Eco-
nomic and Social Commission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簡稱UNESCAP）資訊
通信技術與減災部門合作開展的第五期
研究生實習計劃日前順利完成，參與是
次實習計劃的4名太空所碩士生張鼎、袁
倩菁、方肖琪和吳頔在泰國曼谷UNES-
CAP辦事處實習3個月，各人均表示獲益
良多。
他們在實習期間，主要負責更新亞太
地區太空技術普及程度與需求調查報
告；以義工身份協助UNESCAP舉辦第
七十三屆年會，包括整理會議記錄及各
方意見等；協助籌備第五屆UNESCAP
減少災害風險委員會會議等。
他們還有份協助UNESCAP秘書處調
查亞太地區國家在獲取和有效利用太空
技術的情況，相關調查為亞太地區制定
太空技術應用行動計劃提供資訊，及幫
助不同國家度身訂做建設方案。

參與上述研究和後勤工作的中大實習
生表示，透過計劃，他們可以真正了解
到太空技術與地理資訊系統在可持續發
展中的重要地位。
實習生之一的方肖琪表示，雖然實習

生的背景各有不同，卻有一個共同話
題，就是如何追尋夢想，而且聯合國的
實習給予實習生一個國際化的平台，讓
他們有機會接觸不同文化和傳統，獲益
良多。

中大太空所碩士生赴泰實習收穫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

港教育大學昨日舉行「思索『一帶
一路』︰香港的經濟發展機遇」論
壇，就「一帶一路」策略下香港如
何協助人民幣國際化等相關議題，
吸引近百名人士出席。
在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支持下，

教大於2015年起開展「推動對中
國在全球化下社會及經濟發展的認
識」的計劃，以鼓勵大眾認識中國
在全球化下的社會及經濟發展，計
劃同時致力構建學術平台，希望探
討香港於國家經濟改革中能夠發揮
的角色。而昨日的論壇是計劃的重
點活動之一，邀得教大校董會主席
馬時亨教授、廠商會會長李秀恒及科技大學
兼任教授雷鼎鳴擔任講者，討論範圍包括在
「一帶一路」策略下，香港如何協助人民幣
國際化，成為人民幣離岸中心，及於相關範
疇的積極角色。
教大校長張仁良在致辭時表示，「一帶一

路」策略能夠為香港經濟及金融發展帶來機

遇，是次論壇建立政策為本的學術交流平
台，就香港於不同領域如何迎合這難得的機
遇提出建議，穩佔先機。
李秀恒指，「一帶一路」除了為工商業界帶
來機遇外，亦鼓勵沿路國家透過旅遊、就業、
求學、營商，促進彼此經濟及文化交流，認為
可以從教育入手，促進計劃的可持續性。

教大「帶路」論壇研港機遇

■教大「思索一帶一路︰香港的經濟發展機遇」論壇吸
引逾百名參加者出席。 教大圖片

■實習生參
與聯合國亞
洲及太平洋
經濟社會委
員會的政府
間諮詢委員
會。
中大供圖

■研資局昨日在浸大舉行香港博士研究生獎學金計劃得獎者茶敘。圖為研資局成員及各大學代表合
照。 香港文匯報記者唐嘉瑤 攝

■Kuralay Bozymbekova（左一），洪凱兒（左二），華雲生（中）及
Abraham Overbeeke（右一）。 香港文匯報記者唐嘉瑤 攝

■Juicy（左一）最後入讀心儀的數碼
營銷課程。 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