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HEi報讀人數「逆市」勁升五成
受惠「自資學券」酒店醫護會計搶手 平均20人爭1位

3216文憑生報「內地免試高校」增25%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柴婧）中學文憑試下周三（11日）放榜，今年學校考生

人數繼續下跌至約5.1萬名。提供包括學士學位、高級文憑、基礎及職專文憑課

程的職業訓練局（VTC），其整體1.7萬個學額暫錄得約3萬人報名，較去年微

跌約200人。不過，VTC副執行幹事梁任城指，受惠於政府支持職業專才教育，

以及去年推出約3萬元「自資學券」，轄下提供學士學位課程的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THEi），報讀人數

「逆市」大增五成，當中以酒店、醫療護理及會計最為熱門，平均更約20人爭1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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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媽是個愛突如
其來的人。她出現
在我面前時，總伴

隨着壞天氣和無數的行李。
她冒着暴雨來到上海，背後一個大
包，左右肩膀各持一個小的，雙手還
提一個，活像一個被各種包包挾持的
人。
剛碰面，顧不上別的，她先從所有大
包小包的綁架中拚命逃出。氣兒還沒有
喘順，便催着我和她去拿剩下的東西。
我跟着她走到屋外走廊，走廊竟還有兩
倍之多的行李。
我非但沒有體諒我媽，還向她嗔道：
「媽，你幹嘛帶這麼多東西來。你看這
是什麼？連水餃也帶來了，我這兒又不
是沒有吃的。」
「傻孩子，我是怕着你在這吃不習

慣，偶爾也想嚐嚐家鄉的味道。」我媽
強壓下喘息，邊用手袖擦掉額角分不清
的雨水和汗水，微笑地對我說。
我蹲下看看我媽給我帶來五花八門的
行李：辣椒醬、水餃皮、紅酒糟。其中
最值得一提的是兩根竹竿，目測約有兩
米，真好奇她是怎樣把這倆玩意兒帶上
公交車的，在我記憶中，從老家來這裡
至少倒三趟車。
她把兩根竹竿掛在我的小陽台上方，

讓我晾曬衣服。她驕傲地說：「看！細
吧！又細又長又直，真不容易找到。」
她獨個兒笑着，讚歎這倆玩意兒才配得
上上海這等大城市，不知城裡人隨便搭
兩條鐵線也能晾衣服。
後來，我搬家了，在收拾行李時，兩

根竹竿實在帶不動，便把它拐到街頭的
垃圾場扔了。正當原途折返時，走着走
着，頭頂紅彤彤的烈日被突如其來的驟
雨所取代，我竄進平房瓦礫下避雨，小
巷裡彌漫着一層薄薄的雨霧，一聲聲吆
喝聲漸近。
定眼看到一個中年男子腳踏泥濘，手

推着一輛獨輪木車向路口駛來，車上撐
着一把大雨傘，我不經意看見車上還有
位已過耄耋之年的老人。
此刻，路旁水果攤的老闆向男子打招

呼，笑道：「今天又推老奶奶出來曬太
陽啊。」「是的，讓她多出來走動，免
得她憋壞了。卻不知為何下起這場驟雨
來，我便趕緊把她推回去，免她着
涼……」中年男子枯乾的臉頰露出淺淺
的笑容，如此甜蜜又溫暖，他隨意用手
拭去額上豆大的汗珠，或許是雨水，繼
續趕路。

孝應體現在生活點滴間
這動作很眼熟，一瞬間，我彷彿被什

麼所觸動，雙眼緊緊凝望着遠方的男
子，直到雨霧迷茫了他的身影。我心頭
一緊，淚珠不自覺地流下。這是情，是
兒子對母親的深情；這是愛，是兒子回
饋母親春暉之恩；這是孝，是作為普通
人應盡的孝。
「孝」不僅只停留在一副油嘴上，它

更應體現在生活的點滴間。有時候並不
是偉人才能觸動我們的心靈，平凡人加
上真摯的情也使平凡人變得不平凡！
現在我知道驟雨的原因了，我趕緊掏

出手電打電話給我媽，訴說掛念之情及
報備一下我要搬家了。「你要是搬家的
話，一定記得把我的竹竿帶去。」那
時，我才突然感到內疚。
我告訴她沒了。她傷心地說：「那麼

好的竹竿，你怎麼捨得扔了？」卻絲毫
不提她當年把它們帶來上海的艱辛……
想到這裡，掛線後我隨即轉身，跑去

拾回那兩根竹竿，並改變主意，放下手
頭的工作，決意做一回突如其來的
人……
雖然天仍陰陰地下着雨，但在「回

家」的路上我的心卻是暖暖的，身邊還
有給老媽的大包小包呢！一笑。

■黎美珊 元朗公立中學
（本文為新聞聯主辦「愛、傳、城

Love Is All Around」第一屆全港中英文
徵文比賽中學中文組亞軍作品。）

（標題及副題為編輯所加）

距離暑假尚餘大概一
星期，學生終於能夠暫
別測考壓力，享受假

期。想讓孩子享受不一樣假期體驗，啟發對
社會、身邊人和事的關注之餘，提升學習動
機？家長們不妨考慮「翻轉」暑期活動，鼓
勵孩子投入「動手、動身、動腦」的活動之
中，透過豐富的學習歷程，培養孩子建立21
世紀技能。
筆者在此分享為女兒設計的暑期計劃，

讓孩子能夠在假期中兼負家庭成員及社會
公民責任，裝備良好的處事態度以迎接新
學年。

教細路動手做家務
孩子在上課日中，未必有時間處理家務，

家長正可以趁着悠長假期，與孩子一起制定
家務時間表及分配項目，協助他們養成做家
務的良好習慣。不要以為家務只是勞動工
作，當中其實大有學問。
在買餸過程中，由選擇菜式、挑選食材至

購物付款，正是讓孩子學習規劃、靈活理
財、分析及觀察力的良好時機；在烹飪過程
中，能夠訓練孩子的時間管理概念，而餸菜
的賣相擺設，則可鍛煉美感；在洗衣服的過
程中，可以學習程序分配及善用餘暇；在清
潔地板過程中，能夠理解工作的先後次序，
以及不同潔具的用途，學會適時適用。

讓孩子動身做義工
孩子在資源充沛的環境下成長，有可能會

忽視如露宿者、獨居老人等社會上不同人士
的需要；同時，未必能夠顧及如海洋污染、
廢物亂棄、棲息地破壞等周遭的環境問題。
透過參與義工服務，如到訪老人院、兒童之
家等關愛機構，孩子可以學習關心別人，學
懂與人相處和訓練溝通技巧。
另一方面，協助環保組織進行保育活動，

如清潔海岸垃圾、植林優化等活動，孩子可
以從中了解人類對大自然的破壞，學習如何
從自身出發，愛護環境。孩子在過程中，可
享受「施比受更有福」的滿足。

親子齊動腦搞聚餐
趁着長假期，不妨讓孩子組織親友聚會，

共享假期樂趣。由設計活動、邀請親友至預
訂場地，都由孩子一手包辦。過程中，孩子
需要與不同年齡層的親友溝通，更要為他們
安排合適的活動，不但讓孩子學會服務他
人，更能學習投其所好，專注找出參與者的
共同嗜好，讓眾人投入聚會之餘，也能感受
喜悅和被尊重，涉及高階的思考及技能。
家長們不妨考慮在暑假期間，為孩子提供

一個活「動」學習平台，培養終生受用的技
能及態度，享受精彩多姿的假期！

■香港教育城高級發展經理 洪婉玲

「突如其來」的母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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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齊「動」享受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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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訓局（VTC）昨日公佈今年放榜日收
生安排，今年共開辦超過140個全日

制課程，其中THEi設20個自資學士學位
課程，提供870個學額，12個課程已獲政
府納入「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
被取錄學生可獲每年4.1萬元或7.17萬元學
費資助。
其餘課程學生則可獲3.08萬元「自資學
券」資助，以酒店營運管理、醫療護理及
專業會計學士課程最受歡迎，至今已分別
錄得數百人報名，各爭25個學額。

幼教高級文憑 平均5人爭1位
同為VTC旗下的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IVE）、香港知專設計學院（HKDI）和
國際廚藝學院（ICI）則共開辦約100個高
級文憑課程，提供近1.1萬個學額，以酒店
及餐飲業管理、幼兒教育、社工高級文憑
最熱門，後者超過10人爭1位。幼教高級
文憑提供480個學額，亦已錄得2,200人報
名，平均約5人爭1位。
VTC高級助理執行幹事余國柱補充指，

去年職訓局轄下學士課程文憑試收生平均
分為17分、高級文憑則為14分，而基礎課
程則為9分。

逾半申請者獲有條件錄取
VTC表示，今年各級課程申請人中，有

逾半獲有條件錄取，提醒有關考生在放榜
日如成績達標，須於當日上午10時至下午
4時，親身到獲派課程開辦的院校確認學
位。其他有意報讀的考生，則可由放榜日
起至7月16日中午12時前，到IVE、 HK-
DI及THEi等10個校園即場報名及面試，
所有獲取錄的考生須在7月16日中午12時
前親身前往取錄院校辦妥註冊手續，否則
所派學位失效。
此外，「檢討自資專上教育專責小組」
正進行諮詢工作，梁任城表示，VTC初步
歡迎有關檢討，亦認為資歷級別通用指標
已不合時宜，VTC內部正收集及整合意
見，計劃於8月底向政府提交建議。

■職業訓練局昨日公佈今年文憑試放榜日收生安排。左起：余國柱及梁任城。
香港文匯報記者柴婧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嘉瑤）文憑試放
榜在即，除了本地院校外，內地高等院校
也是考生一個熱門升學途徑。今年共102
所內地高校參與免試招收港生計劃，早前
已公佈申請數據，報名人數較去年升約
25%，而各免試招港生院校，也將於本月
22日起陸續公佈取錄結果。此外，為幫助
即將赴內地升學的港生更加了解就讀大學
和城市情況，負責協調免試招生的中國教
育留學交流（香港）中心，將於本月16日

至18日舉行「香港學生內地升學行前輔導
講座」，屆時將有27所高校的教師為港生
介紹大學情況及入學標準。
中心主任鞏萬昨日與香港傳媒舉行午餐

會，他引述免試招生3月份的申請數據表
示，今年共有3,216名文憑試考生確認報
名，較去年同期升約25%，各所內地院校
中，以中山大學、暨南大學和廣州中醫藥
大學最受學生歡迎。
他提醒指，由於港生報選的大學集中廣

東等沿海地區，學位競爭較激烈，或不利
學生獲心儀院校及學系取錄。
鞏萬續指，根據免試招生計劃日程，各內
地大學將於本月22日起陸續公佈首輪取錄結
果；而未獲取錄的學生，須於本月27日至28
日提交補錄志願，有關結果會於月底公佈。

放榜後可報讀暨大華大
他又提醒在文憑試放榜後，未有申請免

試計劃但有意內地升學的港生，亦可透過

自主招生報讀暨南大學及華僑大學。
此外，中心將於本月16日至18日舉行多

場「香港學生內地升學行前輔導講座」，
共有27所內地院校代表向港生提供入學準
備所需資訊。
另一方面，中心亦將於8月6日、9日及

10日舉行「內地高校香港學生回港就業輔
導講座」，邀請公務員事務局、香港會計
師公會及行業代表等，為有意返港就業的
學生提供職業輔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
本屆特區政府致力推動優質教
育，先後增加70億元「教育新資
源」經常開支，其中36億元已落
實。教聯會5月底訪問了1,200位
中小幼及特殊學校教師，結果顯
示教育界對於餘下34億元待分配
資源期望甚殷，最多前線教師
（92%）認為應用於「增加學位
教席，推動教師全面學位化」。
同時，分別有近九成人支持

增撥資源以改善班師比，及全
面推行小班教學。

教聯會促優先六訴求
教聯會綜合是次調查結果，

要求教育當局應增撥資源優先
處理六大訴求，包括落實教師
全面學位化、推動「一校一行
政」措施、加強支援融合教
育、改善教師病假安排、調高
幼 稚 園 資 助 額 ， 以 及 增 加
STEM教育撥款。

92%
教
師
挺
教
席
全
學
位
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
為了解文憑試考生升學及就業意
向，優才資源中心去年訪問了
4,945位來自49間中學的應屆考
生，當中約六成指計劃升讀大
學，較去年約四成大增，大部分
人表示升學選科時最重要考慮對
學科的興趣。
而在不同學科中，心理學最受
考生歡迎，其次為酒店及旅遊管
理和護理學，而將來最希望從事
的行業則為教育、醫療服務、酒
店及旅遊。
調查結果顯示，中文大學、理
工大學及香港大學為最多考生希
望升讀的大學；而心理學首次成
生最受考生歡迎科目。
至於最不受歡迎科目為機械及

電機工程，其次則為歷史和英國
文學。

考生揀好工 做公僕興趣低
擇業方面，考生主要根據個人

興趣及工作能力，當中教育、醫
療服務、酒店及旅遊等行業最受
歡迎，而紀律部隊受歡迎程度較
低。
中心指出，雖然香港致力發展

創科，但今次結果反映，機械及
電機工程為最不受考生歡迎科
目，而資訊科技亦為不受歡迎的
職業之一，認為教育當局應加強
向學校增加STEM撥款，並讓老
師得到基本培訓，幫助學校更有
系統地推行STEM教育，提升年
輕人的興趣。

六成DSE生計劃升大 心理學最搶手

■教聯會調查顯示，92%教師認為應增撥
資源，讓中小學教席全面學位化。圖左起
教聯會副主席林翠玲、主席黃錦良、副主
席梁俊傑。 教聯會供圖■一項調查顯

示，約六成應屆
DSE 考生計劃
升讀大學，其中
以心理學最受考
生歡迎。
優才資源中心

供圖

本疊內容：文匯教育 中國新聞 台海新聞 神州大地 社團新聞 國際新聞 文匯副刊 娛樂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