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 報 訊 】 二 ○ 一 三 年 大 學 聯 招
（JUPAS）現正接受報名，香港科技大學昨
舉行本科入學資訊日，吸引逾三萬五千名文
憑試學生及家長到場取經，迫爆校園，創下
該校歷年資訊日參觀人數新高。因應大學四
年制落實，科大改為學院收生，校方將成立
「學術支援及諮詢中心」，協助學生升讀大

學二年級時選讀主修課程。

工商管理學院要求最高
八大院校接連於周六舉行入學資訊日，

繼理工大學後，科大昨日舉行 「本科入學資
訊日二○一三」，向學生介紹四年制下的科
大課程，以及開放校園供學生參觀。科大協
理副校長及學務長譚嘉因表示，大學 「三改
四」後，科大改為學院收生，會成立 「學術
支援及諮詢中心」協助學生升讀大學二年級
時選讀主修課程。同時，校方計劃提高海外
交流比例由三成增至五成，希望學生在四年
大學生涯中，最少有一個學期能有赴海外交
流的機會。

科大設有理學院、工程學院、工商管理
學院和人文社會科學院，並按學院收生，學
生升讀大學二年級時，才按興趣和成績選讀
主修課程，但一三學年，科大將抽出環球中
國研究：人文及社會科學、國際科研和環球

商業管理三個課程獨立收生。
科大收生成績最高的課程為工商管理學

院，英文、通識收生中位數須五級，選修科
更達五*級，其餘中文及數學科則須四級。

收生成績較低則為工程學院，但數學和兩個
選修科的中位數亦要求四至五級。

此外，嶺南大學及城市大學將於下周六
（十月二十日）舉辦資訊日。

寧靜的昂船洲軍營，昨日人聲鼎沸。來自香
港大學、香港科技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等十二所
本港大專院校的逾三百七十名大學生與特邀嘉賓
，參加第六屆香港大學生與駐港軍隊的互訪活動
，切身體驗軍營生活。 實習記者 彩 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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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溫軍營生活

花絮

上午九時三十分，駐香港部隊儀仗隊舉行了隆重的升國
旗儀式，拉開了軍營參訪活動的序幕。駐港部隊副司令員董
朝大校首先致辭。他回顧了部隊進駐香港十五年來為香港繁
榮穩定擔負的職責和做出的努力，對師生的到來表示歡迎。
而在今年八月參加 「香港大學生軍事生活體驗營」的香港理
工大學黃杏嫻作為學生代表感謝部隊的細心安排，並分享了
自己的軍營生活。

隨後，駐港部隊官兵為到訪師生進行了精彩的軍樂隊列
表演和槍械團體操表演。整齊的動作，精彩的表演，贏得了
在場師生們的陣陣掌聲。表演結束後，大學生與駐港部隊官
兵進行一場激烈的足球友誼賽。

參加昨日歡迎禮的主要嘉賓有中聯辦副主任王志民、駐
港部隊副司令員董朝、香港教育局局長吳克儉、立法會議員
葉劉淑儀、香港大學校長徐立之、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國
際部主任白永潔等。

徐立之首次登昂船洲
港大校長徐立之在與學生討論交流時笑言，雖然參訪軍

營多次，昂船洲軍營卻是第一次。校長鼓勵同學： 「不要把
目光局限在校園，只從課本汲取知識。有機會應多參加社會
活動，增長見識同樣重要。」他還說： 「官兵也可到學校與
同學們交流。大家都是年輕人，有很多共同的話題。且現在
的軍人素質很高，早前就有女兵是心算天才的報道。」

與徐立之相比，來過四至五次的中大協理副校長吳基培
算是昂船洲軍營的 「常客」。 「我提倡學生要體驗式的學習
。實踐活動，學生觀點不同，但重要的是同學有新的思考。
」面對當前新學制學生人數激增，不同背景學生可能出現的
摩擦，他亦認為此類活動可以讓學生加深彼此的了解。

中午時分，學生們來到水兵餐廳與駐軍共進午餐，一邊
品嘗戰士們的廚藝，一邊好奇地打聽部隊生活的點點滴滴。
活動中，學生們還體驗了軍營生活，他們參觀了駐軍的軍艦
、武器裝備、官兵宿舍以及學習、娛樂設施。學生們對軍營
的一切都充滿好奇，官兵們耐心解答他們的提問。不少學生
爭相與駐港部隊官兵合影。大學生紛紛表示，與部隊官兵零
距離接觸，進一步感受到祖國的變化和軍隊的不斷壯大，獲
益匪淺，不虛此行。

學生對軍營充滿好奇
港生參訪軍營的活動零六年開辦，零七年為增進相互間

的了解，駐港部隊亦會訪問香港高校。到今年為止，已經舉
行了六屆互訪活動。就在前一天，駐港部隊組織逾八十名官
兵代表走進珠海大學與大學生一起聽講座，舉行籃球友誼賽
，參觀校區，促進交流，增進了解。七年來，香港年輕人通
過互訪零距離接觸駐軍部隊。在增長國防軍事知識的同時，
也加深他們之間的交流，培養學生自律及團隊合作精神，得
到學校和社會各界的支持和肯定。據悉，今年每所大學大約
有二十到三十人的申請名額，但各校普遍存在超額申請的情
況。香港浸會大學六十人參加，遠超名額上限一倍多。

【本報訊】僱員再培訓局將會於本
月及下月，舉辦三場 「ERB20 巡迴博覽
」，向公眾展示僱員再培訓局二十年來
的發展歷程，博覽將會有多個機構參與
，提供多個僱員再培訓課程，讓公眾明
白僱員再培訓局的課程及服務。

僱員再培訓局副主席梁永祥昨在
「ERB20 巡迴博覽」致辭時表示，局方

配合社會的改變，持續改善課程及服務
，協助市民提升職業技能及就業能力，
而於未來三年，亦會重點開拓新課程及
服務，及擴展地區網絡，與區議會、地

區團體及商會等加強合作，方便市民向
上流動。他又指，現時僱員再培訓局每
年提供十三個培訓機構名額，參與的培
訓機構已增至一百二十六間，分布各區
的培訓中心達四百多個，期望為二百六
十萬名服務使用者提供合適的服務。

僱員再培訓局 「ERB20 巡迴博覽」
首站於屯門市廣場為首站，隨後會於本
月二十及下月十七日，於荃新天地及奧
海城舉行博覽，讓市民親身體驗僱員再
培訓局的課程及服務。

【本報訊】自八達通涉嫌出售客戶資料
事件後，港人日趨重視個人資料保障，但仍
有集團透過積分卡收集過多的個人資料，個
人資料私隱專員蔣任宏表示，保障個人資料
私隱，不但是捍衛基本人權，亦是現今資訊
科技年代發展的必然趨勢，署方會與各界保
持聯繫，留意國際發展及科技轉變，確保私
隱條例與時並進，有足夠規管力。

加強公署執法權力
蔣任宏為電台節目撰寫的《香港家書》

表示，本月生效的《個人資料（私隱）（修
訂）條例》，對提升個人資料私隱的保障非
常有意義。近年，資訊及通訊科技發展對私

隱及個人資料的保障構成重大風險，加強保
障個人資料私隱，與其他權利以及公眾利益
取得平衡，是社會發展的潮流。有集團透過
積分卡收集過多的個人資料，也沒清楚交代
資料使用目的及去向，事件反映出很多企業
對私隱及資料保障未有適當的重視。

蔣任宏表示，部分人士覺得保障個人資
料私隱是一種負擔和擾民，妨礙正常商業運
作，但保障個人資料私隱，不但是捍衛基本
人權，亦是現今資訊科技年代發展必然趨勢
，所有收集、使用和管理個人資料機構，有
責任盡快重新檢視私隱政策、收集個人資料
聲明及方式，確保遵守修例後的新規定。

蔣任宏指，修訂後的私隱條例加強了公

署的執法權力，提升了罰則。修訂新增了違
例的罪行：任何人披露未經同意下取得的個
人資料，意圖令本人或他人得益，或導致有
關資料當事人蒙受損失，即屬犯罪。例如，
僱員未得公司同意出售公司客戶的個人資料
，並從買家收取款項，最高可被罰款一百萬
元及監禁五年。

修例後的私隱條例將違反直接促銷活動
條例列為犯罪，任何機構未得到客戶同意使
用資料作直銷用途，最高可被罰款五十萬元
及監禁三年。若違反行為涉及為得益而提供
個人資料予第三者作直銷，最高刑罰是罰款
一百萬元及監禁五年。有關新規定預計在二
○一三年第二季開始生效。

資訊日3.5萬人迫爆校園
五成科大生可赴海外交流 僱員再培訓 126機構參與

留英生大增競爭加劇
【本報訊】實習記者張嘯報道：英

國文化協會昨舉辦英國中小學教育展，
逾三十所英國中小學及延續教育學院的
教育專家介紹最新升學資訊，吸引一千
多名市民到場。

該會項目主管陳淑芬指出，本港學
生赴英國留學人數持續增加，一一年較
一○年增長二成一，留學英國人數達到
二千二百多人。到場的家長李先生認為
，孩子會在英國學到最標準的英語，但
是留學人數的增加亦造成了學生之間的
激烈競爭，為此該項目主管建議學生提
前一年做好申請的準備。

參加者了解英國留學的原因各異。
到場的韓小姐表示，自己曾於英國就讀
，對英國學校有親切感，所以希望子女
就讀英國的學校。到場的范先生認為，
英國教育比較嚴格，子女能認真讀書，
否則會被開除。而到場的黃小姐則表示
，自己的女兒計劃 2014 年入學，只了
解情況收集資料，暫未決定是否留學英
國。

▼

▲

科技大學昨舉行本科入學資訊日，吸引逾
三萬五千名文憑試學生及家長到場取經

（科大供相）

▲僱員再培訓局昨在屯門市廣場舉辦 「ERB20巡迴博覽」

今屆參訪的大學生隊伍中，一群身着帥氣
藍色迷彩褲的年輕人格外引人注意。他們是學
生社團 「香港迷彩青年會」的會員。這些本港
學生來自不同院校，因今年暑假參加 「香港大
學生軍隊生活體驗營」而結識。昨日的參訪活
動讓 「老營員」重溫軍營生活。 「好懷念訓練
的時光」理大三年級生李同學看到部隊儀仗表
演，亦想起自己在營中訓練隊列的日子。 「那
時一起吃苦訓練的同學，關係更緊密，也常在
迷彩會裡聯繫。」

▲英國中小學教育展吸引逾千市民到場
實習記者張嘯攝

大學生體驗軍旅生活大學生體驗軍旅生活370
訪昂船洲零距離接觸收穫豐訪昂船洲零距離接觸收穫豐

香港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一年級的周同
學觀看升旗禮感到非常震撼。她說： 「過去都
是在電視上看，沒有現場震撼感。」另一位浸
大中藥學在讀研究生張同學感言： 「我父親就
是軍人，所以自小在軍隊長大。駐軍又讓我想
起父親的堅韌、顧大局以及強烈的責任感。」

內地高校入學後都會進行為期兩周到一個
月不等的軍訓。軍訓後部隊亦會進行儀仗表演
。所以對內地生來說，這類表演比較熟悉。但
參加活動的港大本科內地生滕同學卻表示：
「過去從未看過如此氣勢逼人的儀仗隊表演。」

■觀升旗感震撼

▲由體驗營學生組成的 「香
港迷彩青年會」 會員重返軍營，重拾軍旅
生活 本報記者黃洋港攝

▲女生對駐軍武器裝備甚有興趣
本報記者黃洋港攝

▲駐港部隊副司令員董朝致
辭歡迎學生參訪軍營

本報記者黃洋港攝

▲營員黃杏嫻分享軍營生活
感受 本報記者黃洋港攝

▲駐軍威武的三軍
儀仗隊入場 中通社

◀大學生足球隊與
駐軍代表隊（紅衫
）切磋球技
本報記者黃洋港攝

▲逾三百七十名大學生參觀昂船洲，與駐軍交流▲逾三百七十名大學生參觀昂船洲，與駐軍交流 本報記者黃洋港攝本報記者黃洋港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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