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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思擬今遷界限街校復課
教師普遍拒過檔崇正 中學部續停課研去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詹漢基）朗思國際學校於崇正中學校舍內違規營

運中小課程，事件曝光後，原屬崇正中學的長沙灣廣利道校舍及位於九龍

塘的朗思國際學校小學部，自周一起連續停課3天，影響逾200名學生。

昨日朗思舉行小學部家長會，向家長解釋學校現況，擬今日遷往界限街校

舍復課；而朗思教師疑因擔憂崇正仍有「違法」風險，故拒絕與崇正簽署

新合約，令崇正中學要繼續停課商討去向，廣利道校舍復課無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泰
晤士報高等教育」（THE）公佈2018
年度全球大學畢業生就業能力排名
（Global Employability University
Ranking），來自各地的150所大學上
榜。香港有4所大學入圍，其中香港科
技大學排名雖然下跌，但仍為今次唯一
打入全球20大的本港大學，亦為繼日
本東京大學及新加坡國立大學之後的亞
洲第三。
THE排名經過一項大型調查產生，
由法國人力資源顧問公司Emerging和
歐洲招聘研究機構Trendence 合作進
行，訪問來自全球超過22個國家及地
區，包括美國、中國、日本、英國等約
7,000名招聘顧問與行政人員。受訪者
根據其招聘經驗，投選他們認為可培養
出最優秀畢業生的150所大學。

港大升上63 中大跌至88
今年排名前10位的依舊由美國大學

佔多數，首3位分別為哈佛大學、加州
理工學院及麻省理工學院。日本東京大
學延續去年亞洲一哥地位，本屆排名維
持第九；新加坡國立大學則一口氣跳升
6級，本屆排名第十，同時亦在香港科
技大學手中搶去「亞洲二哥」地位。
科大排名下跌，由去年12位跌至今

年16位，但仍為本屆唯一打入全球20
大的本港大學，亞洲排名第三；香港大
學排名錄得上升，由去年71位升至今
年63位；中文大學則由去年82位跌至
今年88位；理工大學則首次上榜，排
名137位。
《泰晤士報高等教育》分析指，亞洲

地區中以內地坐擁最多上榜大學，當中
包括本屆排名19位的北京大學及排名
36位的上海交通大學等。

韓國6校上榜進步明顯
報告並提到，香港與台灣地區的整體

表現近年亦見改善，但亞洲地區中以韓

國進步最為明顯，
入圍大學由2011年
只得 1所，至今年
已有 6所大學打入
排名。
香港科大發言人

表示，校方在排名
中連續六年位列大
中華之首及全球首
20名。作為一所只
有 27 年歷史的年
輕大學，科大對其
畢業生長期獲評為
環球人力市場中最
具競爭力及受歡迎
的僱員之列，感到欣慰，這亦是對科
大畢業生個人素質及工作能力的肯
定。
發言人續指，為了讓同學畢業後覓得

更佳出路，科大一直致力為學生提供不
同實習與開拓視野的機會，當中包括與

全球逾270間頂尖學府和機構合作推出
的交流、實習與義工服務計劃，以及特
別為大學一、二年級學生尋找實習機會
的「HeadStart卓越領先計劃」等。今
年參與暑期海外實習的學生，遍佈全球
約20個國家及地區。

畢業生就業能力 科大列全球16

我們先後
談過家長在
子女作生涯
規劃時可擔
當的角色，

這回我們來看看更重要的事情──有關
父母知悉子女對將來的看法後，所呈現
的反應與態度。

反對前先多了解想法
所謂「養兒一百歲，長憂九十九」，

就算子女已經長大，為人父母者還是習
慣照顧自己的兒女，也是人生經驗使

然，看見子女選擇一條看似「不會成
功」的路，往往會反射性地反對子女的
意願，「我也是為了你好！」，結果往
往造成無法逆轉的傷害。不過，家長若
在表態反對前，願意花時間去了解並提
供支持，往往能轉化成青年的勇氣與決
心，將原來的死胡同變成一條康莊大
道。
就像年輕人靜子，完成高級文憑課

程後才發現自己很想當護士，無奈本
身的英文成績未能達到入學要求。因
此，她決心今年重考英文科，但這就
代表她必須停學自修。對只有媽媽工

作養活一家的靜子來說，這不是一個
容易的決定。她的母親未有怪責她的
左搖右擺，反而贊成她全力追求人生
目標，並予以支持，這樣靜子有了無
比勇氣前進，比從前更用功以報答母
親。
不是人人都能得到父母的支持，另一

個個案權仔，早年未能適應新高中課
程，原計劃轉讀酒店營運課程，卻被父
母堅決反對，認為酒店行業不適合他，
建議權仔若不繼續升學，可先找工作賺
取經驗，於是他便於一間物流公司工作
至今。

太多意見反進退失據
最近，他對自己的現況感到憂慮，擔

心沒有工作前景，希望找些合適課程增
值自己，但父母的反應卻讓他進退失
據，至今仍在原地踏步，「父母現在說
放手讓我選擇，我曾考慮修讀一些晚間
電腦課程，希望日後可於公司轉換到其
他崗位，但當我向父母提及進修時，他
們的反應卻相當冷淡，甚至認為對我沒
有幫助。」
誠如作家龍應台所言，父母的最終修

煉，或許就是學會放手，也只有在沒有
限制的情況下，子女才能成就夢想，高
飛翱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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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題和小標題為編輯所加）

學懂放手讓子女擇前路

崇正中學校長董福日前稱，廣利道校園
可以原址接收朗思國際課程的中學

生，課程、教材、課室等安排一切如常運
作。但據了解，原執教朗思的10名外籍教
師，有7人不願簽署以崇正為新僱主的合
約，主要是擔心崇正仍未符合教育局營運要
求。
董福昨日回覆香港文匯報查詢時承認，廣
利道校園今天不會復課，又稱已經很長時間
沒有收到朗思校長蔡麗如的答覆，「不想永
遠拖下去」，而崇正中學一直有IGCSE課
程，歡迎朗思學生隨時加入。

家長會談新安排 校長潛水
另一方面，朗思國際學校昨日於明愛服務
中心公眾會堂舉行家長會，但校長蔡麗如缺
席，只有副校長在場解釋狀況。有家長引述
校方指，小學部今日會於界限街校舍復課，
廣利道校舍的小學生將全數遷到界限街校
舍。
兒子正於該校就讀Year 5的江先生表示，

當初不清楚廣利道校舍的課程原來是與崇正

中學合辦，「家長本身被動，但也不能將所
有問題歸咎於蔡麗如。」他認為朗思既然在
崇正中學範圍內舉辦課程，崇正校長不可能
不知道，需要負上一定的責任。

家長憂變「大班」影響教學
兒子就讀Year 4的家長葉先生指，原以為

孩子能在廣利道校舍升讀國際課程，現在可
能要另找學校，他認為教育局需要負責，
「既然一所學校能營運超過兩年，為何當局
一直不解決問題？」
他引述校方稱，界限街校舍能容納311

人，現學童遷回界限街校舍後，人數共為
294人，無超過上限，但界限街校舍空間較
小，學生需由三班合併為兩班，每班人數要
增加10人到26人或27人，估計教學質素會
下降。
教育界立法會議員葉建源昨早聯同約40

名朗思家長，與教育局副秘書長胡振聲、首
席助理秘書長李錦光等會面。
會後家長代表林小姐表示，朗思管理出現

問題，但家長希望能在原校復課，以免影響

學生的學習。

教育局：需安排學位可求助
教育局發言人表示，教育局知悉相關的小

學生會獲安排於朗思國際學校在九龍城界限
街的註冊校舍繼續學業，並擬於今天復課。
至於中學生方面，崇正中學表示未能與有關
教師就聘任事宜達成協議，惟學校願意取錄
學生入讀其已獲批的課程，就此家長如需要

教育局提供學位安排支援服務，可聯絡教育
局，電話為3698 4196。
發言人又提到，根據教育局的記錄，界限

街的朗思註冊校舍範圍是地下及一樓，局方
已提醒校方不得在非註冊範圍內營辦，至於
該校的懷疑僭建物，教育局已轉介相關政府
部門跟進。
長沙灣廣利道校舍原屬私立崇正中學的

校舍，2015年朗思與崇正達成合作協議，

將其中一座校舍交予朗思營運國際課程，
其後雙方曾向教育局申請改校名，同時包
含「崇正」及「朗思」字眼，但最終未有
完成，早前並撤回申請，維持以崇正中學
營運。
教育局9月接獲投訴，指該校址以「朗

思」名義同時進行中小學教學活動，認為事
涉違規需要停止，要求中學部需要沿用「崇
正中學」運作，小學部則需遷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柴婧）2018/19學年
香港博士研究生獎學金計劃今學年共有近
6,000人申請，申請人數較去年增加近千人，
最終來自全球46個國家及地區的231名申請人
獲選。本港正積極推動科研創科發展，希望網
羅全球相關人才，有來自海外修讀生物工程的
得獎者分享指，相關研究領域在香港正快速發
展，未來會考慮留港做研究或工作，並對香港
創科領域進一步提高充滿信心。
上述計劃於2009年成立，旨在吸引世界優

秀的研究生來港，修讀八大資助院校的研究
博士學位。教資會轄下的研資局昨日安排了
得獎者茶敘。教資會於本學年增加超過25%
計劃津貼額，故今屆得獎者可獲得為期3年
合共90.36萬元津貼，以及每年會議及研究
活動交通津貼1.26萬元。

46國家地區231人獲選
今年來自超過120個國家及地區、5,955人

提出約7,900份申請，申請人數較去年增加
近千人，經研資局評審後，最終共有來自46
個國家和地區的231名申請人獲選。研資局
主席華雲生表示，今年得獎者中，有約51%
來自海外國家和地區，內地生佔39%，香港
本地學生佔10%。
他認為，內地學生佔比創歷屆最低，並不

意味着局方不歡迎內地生，只是說明全世界
有更多高質素學生競爭獎學金。
至於香港得獎者佔比依然較少，華雲生
指，當局正努力提升港生的申請意慾，包括
本學年起推出「本地研究生學費豁免計劃」
等。他又提到，首五屆獎學金得主畢業後，
有42.3%留港做全職工作，反映計劃十分成
功，他指研究人才是否留港發展多視乎研究
領域，相關情況在全球都十分相似。

得獎者看好港科研前景
來自墨西哥的科大生物工程博士研究生Alan Fernan-

do兩年前曾來港做交換生，此次重回香港是因為「這裡
總是讓你很想進步、探索、嘗試新鮮事物。」被問到未
來是否願意在港工作，Alan指，生物工程研究在香港正
取得快速發展，研究機會愈來愈多，他相信香港在創科
相關領域能進一步提高，故會考慮留港發展。
第十屆香港博士研究生獎學金計劃於今年9月接受申

請，下月1日截止，明年4月公佈結果，預計下屆將選
出約250名獲獎申請者。

博
士
生
獎
學
金
申
請
人
數
增
近
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港浸
會大學將於2019至2020學年於理學士
課程中新增「生物資源與農業科學」主
修，是全港首創兼唯一一個融合生物資
源管理和農業科學的政府資助本科課
程。課程現正等待大學正式審批，學額
初步設為15個。
浸大生物系系主任兼該課程課程主任
黃煥忠表示，由於特首在2018年施政
報告中提出政府將繼續推動「新農業政
策」的措施，包括於明年開展農業園第
一期工程，又建議促進漁業的轉型和可
持續發展，所以可持續農業能為香港帶
來新經濟機遇，以支持經濟產業之多元

化發展，而本港極需培訓相關的專才以
執行政策。
同時，本港、大灣區，以至全球都對

優質新鮮蔬果的需求持續上升，從事農
業商貿、農業生產、農業技術和品種開
發研究的人才需求殷切。
他介紹，新課程重點是培育學生的生

物資源及農業科學必需及基礎知識和技
術，例如農業科學基礎、自然資源基
礎、土壤肥料學、植物病理、害蟲及雜
草管理等，並會提供生物資源及農業相
關的專業培訓，包括生物資源及農業科
學實驗課，以及國際有機檢查員協會專
業有機檢查員證書課程等。

為學生設本地或海外培訓
課程會為所有學生提供實習機會，例

如於漁農署實驗農場接受農業技術訓
練，以及在本地或海外實用技術培訓。
浸大理學院顧問委員會主席、前漁農

自然護理署署長黃志光表示，隨着世界
對新鮮、健康、安全食品的需求日增，
現代農業發展趨向科學化、企業化和環
保化，加上有機農業和優閒農業等發
展，預計課程畢業生不愁出路。
在內地經營農場的浸大校友楊曉華認

為，現時供港的農產品中，約一半是由
港人投資的農場生產，香港畢業生佔有

一定優勢，而隨着現代農業發展，新工
種和機遇不斷出現，例如農業保險，從
事農業相關行業可說前途無可限量。

浸大擬首辦「生物農業」課

■黃煥忠（中）、黃志光（右）和楊曉
華介紹浸大全港首創「生物資源與農業
科學」本科課程。 浸大供圖

■朗思國際學校擬今日遷往界限街校舍復課，有家長擔心校舍空間不足。
香港文匯報記者詹漢基 攝

■葉先生憂影響教學質素。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有家長擔
心復課安排
會「有點混
亂」。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劉國權 攝

■江先生認為，崇正校長不
可能不知道違規情況。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科大排名雖跌，仍力保亞洲第三。圖為科大畢業生。
網上圖片

■來自墨西哥的科大生物工程博士研究生 Alan
Fernando（左一）對香港創科領域進一步提高充滿信
心。右三：華雲生。 香港文匯報記者柴婧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