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既是面試 亦是輔導

南京遊後感「不走回頭路」

內地生學費 七大凍價港大勁加
增10.3%超通脹 一年盛惠16.1萬 高港生學費近3倍

城大師生奪中國大數據賽3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嘉瑤）香港各所高等院校均

已開展2018/19新學年的內地招生工作，當中學費問題

一直備受關注。香港文匯報向8所資助大學及公開大學

查詢新學年內地生學費資料，發現大部分大學凍結學

費，惟香港大學及公開大學學費均有增幅，其中港大

學費加幅10.3%，一年學費高達16.1萬元，依舊「貴

絕全城」。

本港大學內地招生學額及學費
院校 本學年學額 下學年學額 本學年學費 下學年學費 學費加幅
港大 約300 約300 14.6萬 16.1萬 10.3%

公大 約120 約180
92,760至 95,000至 2.4%至
139,140 154,320 10.9%

中大 300 300 14.5萬 14.5萬 不變

科大 170 170 14萬 14萬 不變

理大 約230 約230 12萬 12 不變

城大 211 277 12萬 12萬 不變

浸大 150 150 12萬 12萬 不變

教大 約100 約100 12萬 12萬 不變

嶺大 53 約50 12萬 12萬 不變

資料來源：各大院校 製表：香港文匯記者唐嘉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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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生 規規劃劃涯涯

從事社會工作
多年，筆者一直
協助年輕人選擇
合適的行業訓
練，讓他們作好

準備迎接職場。工作之一，是要跟每位年
輕人作面談，了解他們的興趣及能力去提
供適合的支援，與他們多年打交道，讓筆
者不自覺對青年人對象有多一點的關心，
面談中往往會多聊一些有關生涯發展的話
題。
「你有什麼計劃呢？」相較成年人，年
輕人中或有對自己未來存在明確的論斷，
但更多人其實是糊里糊塗，不知就裡。
像快20歲的少女P，精緻的妝容下，五
官也相當標致。
「你為什麼想報讀寵物美容課程？」我
問。
「因為我鍾意動物囉。而且我也有養
狗，所以想學囉。」P甜甜一笑。
「原來如此！那你知道寵物美容是要做
什麼工作嗎？」
「不就是寵物美容師嗎？我知道要由學

徒做起，幫手剪毛之類。」
「是的，但還要做店舖清潔和銷售，例
如要洗貓籠狗籠等等，你沒有問題嗎？」
「無所謂，反正我有興趣。」

先完成課程 再想下一步
我將話題一轉：「很好。那長遠來說，
你有什麼計劃呢？」P繼續掛上天真的笑
容。「嗯，其實沒有太認真想過。讀完書
後也曾打散工，都是賣東西之類，不過興
趣不大，所以才辭職找課程讀囉。」
「除了動物相關工作，你還對什麼有興
趣？」
「化妝吧？都有考慮過的。」
「那又為何不報讀呢？」
「化妝容易報讀，但坊間卻很少寵物課

程，就算有，價錢也很貴，所以想試試報
這個看是否適合。其實也擔心自己讀不
來，因為真的很討厭讀書，以前校內成績
也很差，其實難讀嗎？」

「課程還不算太難，課程是以教授技巧
為主，上課留心點和多練習就可以了。不
過若你真的有興趣長期發展，學好語言還
是很重要的，有助你日後修讀外國相關專
業知識。」
「我也有想過重讀英文啦，但不知如何

入手。」
「你可以先完成這課程，然後才想想下
一步吧。」
「跟你傾談後感覺很好，很久沒有人跟
自己談天了，現在思路似乎清晰點呢。」

面談中感到進步
曾經歷過像筆者這種「長」談面試的申
請人，或都覺得這面試有點像輔導，但又
比輔導輕鬆，較容易談心事。台灣有熱線
輔導專家整理這種模式為「單次面談模
式」，特點是讓服務使用者在單次面談中
有「進步」的感覺，至於是否需要下一次
面談，除視乎服務機制外，也可以隨服務

使用者的要求方展開下一次的面談，這些
服務使用者對自身需要是有較高的動機和
效能感。
年輕人在選擇進修或工作項目等事情

時，往往不太掌握自己的意向，以及如何
規劃。透過課程查詢此等「非正式職涯諮
詢」，某程度也讓筆者接觸青年人，協助
他們建立概略的思考框架，鼓勵他們逐步
規劃自己的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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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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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全港學生中國
國情知識大賽」資料，
可 瀏 覽 http://cnc.
wenweipo.com/， 或
掃描有關二維碼。

編者按：
為提升學生對中國國情、歷史、文化

及社會科學等方面的知識水平，培養學
生常閱讀、多思考的良好學習習慣，香
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去年特別舉辦「回
歸盃—第七屆全港學生中國國情知識大
賽」，有關活動已圓滿結束，而大會專
設的「中華學堂」欄目則會繼續以輕鬆
手法介紹與香港回歸及國情相關知識，
深化讀者對國情的了解。

3月，正是櫻花盛開時
節，我們來到了這座古
城—南京。

南京交流團，是我期待許久的旅程。
「無言獨上西樓，月如鈎，寂寞梧桐深院
鎖清秋。」最早了解南京，是來自李後主
的詞。讀史後，知道了國民政府、孫中
山、南京大屠殺……更對這座歷史感濃重
的城市充滿好奇，這是一座怎樣的城市
呢？
坐在旅遊巴上，看着窗外的風景，一排
排梧桐樹屹立在車水馬龍中，周圍繁花盛
放，春的氣息透窗而至，這是一種難以言
詮的美好，只能用心去感受。
5天行程十分充實，最讓我印象深刻的，
莫過於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這是

一段很沉重的歷史，30萬手無寸鐵的百姓
和放下武器的士兵被殺害，南京城在短短
數周內，成為一座血城。讀李碧華的《煙
花三月》，看到描寫慰安婦的片段，字裡
行間盡是血淚，令人揪心的痛。

記住歷史不可倒流
沿着坡道上行，來到萬人坑展館，隔着

玻璃可清晰看到纍纍白骨，遺骸密密麻麻
地堆在一起，空氣中彌漫着壓抑與哀愁。
「不走回頭路」，這是在展館中聽到最多
的一句話，是要讓參觀者記住歷史不可倒
流，毋忘國恥。
中山陵，是個令人肅然起敬的地方。博
愛坊矗立在陽光下，安靜而又神聖。要看
孫中山先生的雕像，要走392級階梯。在階

梯上，遠遠望去，藍白屋頂和「民族，民
權，民生」在陽光下更加明亮，腦海中浮
現出南京臨時政府的那段動蕩歲月。看到
孫中山先生的雕像了，莊嚴，堅毅，充滿
力量，看過後深被打動。在中山陵上眺
望，果然是登高望遠，南京的綠意盈盈盡
入眼底。
這5天還參觀了很多景點，靜海寺、中華

門、明孝陵……讓我感受到了古色古香的
南京，就像朱自清所寫的：「逛南京就像
逛古董舖子，到處都有些時代侵蝕的遺
痕。你可以摩挲，可以憑弔，可以悠然遐
想，想到六朝的興廢，王謝的風流，秦淮
的艷跡。」
當然，還要感謝姜玲導遊。以前遇到的
導遊，都是為了講解而講解，千篇一律
的，令人疲憊。但是在這5天，姜導遊不僅
在介紹景點，更是將自己對南京的熱愛分
享給我們。從對方的話中，感受到導遊的

熱情，對家鄉的愛，讓我更深深地愛上這
座城市。
分享會了，這是我第一次在這麼多人面

前演講。我和柳青練習了很多次，希望能
夠做到最好。
快要上場時，身邊的同學都在鼓勵我

們，之前我覺得和他們並不相熟，但在那
一刻，大家就像一家人了。我永遠記得坐
在會場後面的姜玲導遊，坐在前面的徐老
師和我們中史班的同學，他們都給我力
量，支持着我，我很安心。
旅程也要落下帷幕了。飛機徐徐起飛，

看着南京城在自己的眼中愈變愈小，直到
再也看不清晰，眼淚慢慢流了下來。很多
人闖進你的生命裡，只是為了給你上一
課，然後轉身離去，想念在南京的這5天中
遇到的人和看過的風景，旅途很短，回憶
很長。

■樂善堂梁銶琚書院 李煜銘

����
看《三國演義》的後半部，魏蜀兩國

出盡風頭，自劉備死了之後，諸葛亮升
為「男一」，先來個七擒孟獲，再來六
出祁山，到諸葛亮也死了，就寫姜維北
伐。但魏蜀兩國殺得不亦樂乎之際，孫
權是去冬眠偷懶了嗎？
原來，魏蜀兩國演的是刀光劍影的戰

爭片，而吳國則在上映宮廷劇。據史書
記載，孫權的長子孫登在241年英年早
逝，弟弟孫和成為太子，但孫權卻喜歡
四子孫霸，結果孫霸想搶太子之位，吳
國群臣紛紛押上前途靠邊站。
先來看看雙方陣容。太子孫和這邊，

領銜的是吳國四大都督中最後一個、現
任丞相陸遜，還有開國丞相顧雍的孫兒
顧譚、太子太傅吾粲、大將軍諸葛恪
（諸葛亮兄長諸葛瑾之子）、後來接任
丞相的朱據等吳國重臣坐鎮；孫霸一
方，則由孫權大女婿、大司馬全琮帶
頭，平定交州的驃騎將軍步騭、後來升
任大司馬的鎮南將軍呂岱、前任大司馬
呂範的次子呂據等，陣容同樣鼎盛。

白費心機一場空
按照宮廷劇的定律，兩派埋身肉搏，

不見血絕不收手，於是顧譚被陷害流放
交州、吾粲被先囚後殺、陸遜被孫權氣
死、朱據被孫弘所殺，自此孫和派勢力
大損，不過全琮、步騭等相繼去世，孫
霸也失去了支援。
250年，孫權廢太子孫和，賜死孫

霸，由孫亮作為太子，兩派一拍兩散，
這場宮廷劇，史上稱為「二宮之爭」。
二宮之爭的後果，就是孫權時代的老

臣幾乎死清光，孫亮登基後權臣當道，
前朝德高望重的老臣又死得乾乾淨淨，
無人出來主持公道，孫亮18歲就被廢
了皇位。軍事方面更為慘烈，只剩陸遜
兒子陸抗主持大局，274年陸抗一死，
吳軍兵敗如山倒，279年晉軍攻打吳
國，不到一年就把吳國滅掉了。

■文澄

孫權二子爭皇位
一拍兩散國力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港城市大
學媒體與傳播學系互聯網挖掘實驗室的師生
團隊，早前參加了由中國計算機學會主辦的
「2017年大數據與計算智能大賽」，並從
15,000名參賽者中脫穎而出贏得3個獎項。
城大隊伍由該系畢業生沈安琪和學生段
澤宁、印闖組成，他們在「『中印對峙』事
件期間輿情分析」的賽題中，根據題目對社
交媒體平台在中印對峙事件不同階段出現的
相關文章加以分析，並追蹤主流觀點的傾向
和轉變，成功在賽事中榮膺一等獎，並在決
賽獲頒「最佳創新探索獎」。
團隊的指導老師、城大媒體與傳播學系

講座教授祝建華則獲頒「優秀指導老師
獎」。
祝建華分享隊伍獲獎的三大要素：「演

算法決定了團隊能否入圍參賽，故很重要；
挖掘分析數據更重要，因為可用作解釋說
明；但最重要的是理論，因為它是一切論述
的基礎。」
中國計算機學會「大數據與計算智能大

賽」是全國最大型的計算比賽，今年為第五
屆舉行，吸引來自海內外6,600多支隊伍約
15,000人參加，大部分為電腦科學家或工程
師；大賽前後為期3個月，並在去年12月
24日在常熟市圓滿結束。

根據8大及公大提供的資料顯示，其中7
所包括科大、中大、理大、浸大、教

大、城大和嶺大都決定凍結新學年內地生及
非本地生學費，當中中大和科大分別收取
14.5萬元和14萬元外，其餘5所大學的學費
均維持在12萬元。
至於加價的兩所大學，港大的學費由14.6
萬元增至16.1萬元，加幅近10.3%，依舊
「貴絕全城」，加價後其非本地生學費較港
生學費（4.21萬元）將高出近3倍；而公大
的加幅由2.4%至10.9%，學費由92,760元
至139,140元不等。

城大公大增內地生學額

學額方面，大部
分大學預計新學年
招收內地生人數與
本學年的相若，惟
城大及公大增加內
地生學額，其中公大學額由120個增至180
個，增幅達五成；城大學額亦由211個增加
至277個，增幅逾三成。另外，港大及中大
依舊是招收內地生最多的大學，各有約300
個。
香港教育政策關注社主席張民炳認為，港

大非本地生學費加幅遠遠超過通脹率，表面
看未見有足夠理據。
他提到，港大是政府資助的院校，資源相

對較為充裕，認為港大校方應檢討其成本結
構，避免令學生財政負擔大增；相反公大作
為一所自負盈虧的院校，理解該校面對財政
上的挑戰及壓力較大。
張民炳又指，香港本地的院校一直深受內

地及國際生的歡迎，擔心若院校持續加學
費，會影響香港高等教育在國際上的競爭力
及優勢。
教聯會副主席王惠成則表示，香港是國際

化城市，位置背靠內地，因而深受內地生及
家長歡迎，而近年兩地有較多的合作項目，
工作前景及機會都多，相信即使本地大學加
學費，也無損學生來港讀書的興趣。

他並提到，大多數考慮赴港升學的非本地
生，都會有一定經濟基礎，而大學亦會向成
績及表現特別出色的尖子提供獎學金，估計
於吸納人才仍能維持較大的吸引力。

■祝建華
講座教授
與勝出團
隊。
城大供圖

■■港大再次增加非本地港大再次增加非本地
生學費生學費。。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