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 「未來之星．從香港出發——冬聚浙江」 交流團近日在浙江傳
媒學院桐鄉校區舉行結業儀式，並頒發證書，香港學生與傳媒學院的學
生一起製作金釵、沖印照片、繪製面具，體驗了手工勞作的樂趣。香港
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副董事長、總經理、未來之星同學會主席歐陽曉晴表
示，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明年同學會將組織更多的交流實習團到內
地，讓港生增加對國家的理解和觀念，提升社會責任感。

六天的行程中，未來之星來到杭州與
嘉興兩地交流探訪，參觀浙江大學，聆聽
國情講座；參觀阿里巴巴和夢想小鎮，體
驗浙江創業創新氛圍；參觀G20杭州峰
會會場，感受最美小鎮烏鎮、夜遊西湖
、參觀嘉興南湖、浙江清華長三角研究
院等。

歐陽曉晴說： 「除了感受祖國大地的
秀美風景和創業創新氛圍，我們還希望同
學們能在內地廣交朋友，收穫情誼，將這
份不捨化作對祖國的熱忱，並將你們的所
見所想帶回去與家人朋友分享，動員更多
的年輕人參與到我們團隊中來。」

「浙傳」冀與港形成合作格局
浙江傳媒學院副校長楊榮耀表示，該

學院是一所專注於培養大量應用型人才的
高等院校，這幾年來學校在全國各地與各
類文化企業、各地政府、社會團體一共建
立了兩百多個實踐基地。

「今天香港未來之星的同學們走進了
浙江傳媒學院，也為我們這所學校與香港
兩地的青年搭建起了溝通的平台，為大家
提供了很好的學習交流的機會，讓彼此都
能真誠地體驗不同教育背景帶來的文化差
異和文化融合。希望我們今後在人才資源

，信息資源，硬件軟件資源等方面能實現
更好的互補和共享，建立起穩定特色有效
雙向培訓協作研究學生實踐的一種合作機
制，形成多層次的合作格局。」

另外，嘉興市政協副主席、統戰部部
長朱靜綺亦向未來之星細說該巿的發展，
她說嘉興作為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地，秉承
沿海改革開放風氣之先河，成為國家級、
省級發展戰略的實踐地。

嘉興是國家創新型城市的試點城市，
也是全國新型智慧城市的建設標桿城市，
中國科學院、清華大學、上海交通大學等
著名院校在嘉興都建有研發機構，工程中
心和培訓基地。

嘉興歡迎港生創業生活
「特別是近兩年我們借了烏鎮世界互

聯網大會的東風，使信息經濟成為了嘉興
的第一經濟，第一產業。」朱靜綺說， 「
嘉興與香港之間也有着密切的往來，我們
有不少的鄉親居住在香港，在那裏工作、
生活、學習，也有不少香港的同胞來嘉興
投資興業。希望大家能夠今後多來嘉興走
走看看，能夠更好地認識嘉興，了解嘉興
，並真誠地歡迎大家有機會選擇嘉興進行
創業、生活。」

皇仁貼士：面試切忌背答案
【大公報訊】記者劉家莉報道：九

月新學年入學的中一自行派位昨起接受
申請，家長可不受地區限制、最多向兩
間心儀中學提交申請。名牌官校皇仁書
院首日收到20多份申請，該校今年調整
收生準則，將面試表現比重調高15%，
由去年的30%增至45%，面試亦首次增
加考核學生數理能力，而學業成績比重
則調低至40%。校方提醒，面試時切忌
背誦答案，以及不要參加坊間面試班。

教育局預計全港約有4.78萬人參加
升中派位，較本學年增加2200人，推算
英中學額競爭將轉趨激烈。在自行分配
學位階段，官津中學預留不多於30%學

額供自行收生，各校可自訂收生準則，
主要是學業成績、面試、課外活動表現
、操行等佔不同比重。

家長為子鋪路：不會特別催谷
其中，皇仁書院提供43個中一自行

派位學額。家住沙田的戴太昨早跨區到
皇仁替兒子交報名表，稱兒子成績列全
級頭三名，報讀皇仁是聽從小學建議。
戴太說， 「兒子很自律，沒有參加補習
及面試班。」灣仔區家長林先生亦前往
遞表，他說多年前已為兒子報讀與皇仁
有聯繫的軒尼詩道官立小學，以作鋪路
。他坦言競爭很大，成績很重要，但會
盡力而為，不會特別催谷及給予兒子太
大壓力。

皇仁副校長周根雄表示，去年自行
收生階段收到約600份申請，平均14人
爭一個位，預計今年情況相若。校方會挑
選200多名學生在三月面試。根據該校
網頁資料，校方今年調整自行階段收生
準則，面試表現比重調高至45%，學業
成績比重則降至40%，課外活動表現則
維持15%，並剔除往年佔5%的操行表現。

為配合政府推動STEM（科學、科
技、工程及數學），周根雄表示，面試
會加入數理內容，約佔5%，問題會從日
常生活入手，考活學活用能力， 「看一
下學生在家中會否由外傭過分照顧，導
致什麼都不懂，皇仁則希望學生有獨立
能力。」今年課外活動只會集中計算表
現，不會計參與程度多少， 「不希望學
生為儲cert（證書），而報大量興趣班
，如街坊福利會畫畫班又參加，陶瓷班

又參加，羽毛球班又參加，變相沒有一
個專長」。

此外，沙田區有多達14間英文中學
，過往也吸引不少家長跨區申請。沙田
培英中學、沙田崇真中學及聖公會林裘
謀中學列明收生準則中 「教育局成績次
第」佔45%至50%。沙田崇真中學校長
張文偉表示，去年收到約630份申請表
，競爭48個自行分配學額，估計今年申
請數目相若。校方會對一些體育、藝術
或音樂有成就的學生加分，並面見所有
申請者，面試時同學應注意基本禮貌、
自然即可，校方會考核一些時事及日常
生活問題，但較少會問及如 「港獨」等
政治議題，畢竟小六生只有11、12歲，
他提醒同學切勿 「機械式」對答，毋須
報讀面試班。

行萬里路 廣交朋友 開拓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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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中學自行分配學位概況
學校

皇仁書院

香港華仁書院

英皇書院

英華女學校

港島民生書院

庇理羅士女子中學

喇沙書院

瑪利諾修院學校（中學部）

道聯會鄧顯紀念中學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沙田培英中學

中華傳道會安柱中學

沙田崇真中學

自行分配學位數目

43

43

43

50

38

43

76

54

40

48

38

38

48

收生標準及比重

面試表現45%、學業成績40%

面試表現50%

面試表現50%

學業成績50%、面試表現30%

學業成績60%

學業成績45%

面試表現40%

面試表現40%

成績、操行30%、成績次第排
名表20%

操行25%、成績25%

教育局成績次第45%

學業成績50%

教育局成績次第45%

中一自行分配學位時間表
申請日期

申請條件

收生準則及
比重

面試日期

公布結果

1月3日至18日

不受地區限制，最多向
兩間中學直接交表

由學校自訂

三月展開
（視乎校方而訂）

7月11日（自行及統一
派位結果）

▲皇仁書院副校長周根雄表示，為配
合政府推行STEM教育，面試將首次
增加考核學生理數能力，但他提醒家
長不要參加坊間面試班

【大公報訊】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與《大
公報》合辦 「教師眼中2016年十大教育新聞」
選舉，邀請全港中小學和幼稚園教師，從20則
候選新聞中選擇10則認為對本港教育界較為重
要的事件。請將填妥的參賽表格傳真至教聯會
（2770 5442），1月27日截止。

20則候選2016年的教育新聞：1.港府落實
免費幼稚園教育半日制幼稚園將八成免費；2.
「一帶一路」設10億獎學金吸引沿路學生來港

升學；3.TSA檢討報告出爐建議全面恢復小三
TSA；4.學生自殺潮政府成立 「防止學生自殺
委員會」；5.天文台被轟作風官僚未有適時改
發紅雨；6.屯門學校反對群育學校遷址被批負
面標籤學生；7.城大塌天台三人傷無入則綠化
超重；8.教院獲正名為教育大學；9.爭取小學教
師公平待遇政府取消小學校長署任安排；10.教
育局取消 「廣泛閱讀計劃津貼」；11.立會教育
界功能組別蔡若蓮高取18,000票；12.修訂初中
中國歷史科課程諮詢首加入 「香港史」；13. 「
跳船」棄讀新高中上學年比例創新高；14.學券
資助升至2.3萬幼稚園仍面對經營困難；15.教師
批政府對 「一國兩制」教育支援不足；16.吳克
儉民望淨值跌至-43%屬於 「表現失敗」；17.
九成教師帶病上學教聯會促檢討病假安排；18.
教聯會促請現屆政府重設資助中學 「肥雞餐」
；19. 「港獨」進入校園教師缺乏指引；20.2016
選舉委員會選舉 「泛民」全奪多個專業界別的
席位。

（各則新聞背景詳見網站：https://goo.gl/
forms/pDbkGLQFj6YDVRdu2） ， 查 詢 請 電
2963 5162聯絡郭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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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滿

結業

結業儀式當天，一眾 「未來之星」先
來到浙江傳媒學院桐鄉校區裏的設計藝術
學院，該學院的學生早在門口等候，期待
與港生互動交流。

70餘名香港 「未來之星」分為五個小
組，體驗設計藝術學院裏的幾大特色項目
：體驗化妝、暗房沖印、首飾製作等手工
勞作，其中首飾製作小組因製成品可帶回
港，特別受歡迎。

記者所見，在製作金釵的小組裏，老
師先給大家講解了 「釵」的來歷與故事，
再讓同學在一張畫有金釵圖案的白紙上發
揮創意做設計，最後在傳媒師兄師姐的幫
助下，將設計圖變為金釵，並用精美的禮
盒包裝好，給港生帶回家。香港理工大學
四年級學生黃寶恩就將金釵小心放入包內
，高興地表示，將好好珍藏這份代表兩地
友誼的禮物。

香港科技大學二年級學生葛文英坦言
， 「在所有參觀行程中，最印象深刻的便
是造訪了阿里巴巴，因為阿里巴巴是中國
最著名的電子商貿公司，裏面的工作環境
和場地，都是我一直想知道的，今次有這
個機會來到平常不會開放的地方，還聽了
對於這間公司的歷史和營運策略，揭開了
它的神秘面紗，獲益良多。」

藉交流認識中國歷史
「從香港出發」系列活動是未來之星

同學會在2015年十周年之際，在持續多年
的 「中國國情教育培訓班」、 「香港傳媒
專業大學生國情課程班」、 「星動杭州實
習計劃」的基礎上，所籌劃組織的文化交
流活動，帶領香港青少年深入內地多個省
市，以不同角度及層面了解中國歷史，認
識祖國日新月異的發展變化。

2016 「未來之星．從香港出發——冬
聚浙江」交流團的成功，全賴浙江海外聯
誼會、浙江大學、浙江傳媒學院、浙江音
樂學院等鼎力支持，並獲中聯辦、香港特
區政府、香港各專上院校的大力協辦，同
時也得到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華東新聞
中心、浙江記者站及多位當地著名專家學
者的全力協助。浙江省委統戰部聯絡處處
長李小平、嘉興市委統戰部常務副部長張
穎傑、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華東新聞中
心主任兼總編輯楊明奇，亦出席了結業儀
式，令活動生色不少。

教師眼中
十大教育新聞選舉

設計製作金釵帶回家

造訪阿里巴巴
港生最難忘

▲2016 「未來之星．從香港出發——冬聚浙江」 交流團舉行結業儀式

▲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副董事長、總經理、未來之星同學會主席歐
陽曉晴（左一）與浙江傳媒學院副校長楊榮耀（右一）為未來之星頒
發結業證書

兩地情 ▲香港學生與浙江傳媒學院學生熱情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