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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青北上升學 有助灣區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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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院校，這是首次接觸大灣區資訊，
故未來仍會多留意內地升學資訊，作出有
利前途的選擇。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粵港澳大灣區發展
辦公室在今年的教育及職業博覽設置攤
位，以電子展板、互動遊戲等方式介紹大
灣區資訊。到場視察情況的政制及內地事
務局局長曾國衞表示，大灣區發展對於香
港的意義重大，期望青年及市民能融入國
家發展的大局。
有
■市民體驗服裝設計。

粵港澳大灣區擁有無限機遇，不少港
人都願意北上尋找升學及就業機會。香港
貿易發展局主辦的第三十屆教育及職業博
覽，昨起一連四日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
行，設不同展區及主題職業日，助年輕人
了解各行各業的發展前景。
有份參展的暨南大學香港辦事處主任
謝偉卡表示，大灣區的發展空間大，加上
內地開放港生報考公務員、成為教師的資
格，故增加了港生北上求學的意慾。另一
所參展院校、華僑大學董事會香港辦事處
主任蔡錦鐘表示，「這兩年，我校錄取的
港生有 15%到 20%的增長，現有 2,000 多
名港生就讀，其中經濟、管理、傳媒等專
業最受歡迎」。他表示，學生在內地念
書，既可開闊眼界，亦可建立更廣的人
脈，大有好處。
就讀明愛聖若瑟中學的中三學生林同
學表示，理想職業是醫生或律師，首選是

「清零」抑或「與病毒共存」

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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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碧嬌 新社聯副理事長

針，以達到群體免疫的效能。最近，
新加坡就宣布放棄「清零」的防疫目
標，改為「與病毒共存」，逐步解封
撤限。英國亦表明會撤銷大多數防疫
措施，令社會復常。
至於香港，我們一向追求「清
零」，以便與內地通關。靠着全社會
的努力，我們最近亦做到了超過 30 日
本土零確診，可見我們是有能力跟內
地一樣做到「清零」。但從現實來
看，新冠病毒難有絕跡一日，只要世
界恢復往來，病毒定必會重臨香港社
會。因此，「與病毒共存」可能會是
全球長遠策略，但我們現時是否有條
件放寬限制呢？明顯沒有。香港現時
的疫苗接種率只有接近四成，遠遠落
後於其他高接種率地區。更何況變種
病毒來勢洶洶，絕不能疏於防範。現
在我們可以做的，就是盡快令本港達
到七成接種率，否則一切都只是空
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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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頂尖航天專家團上月訪港，連日深入多所學校交
流，加上「時代精神耀香江」之百年科學家主題展展出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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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樣本，令香港掀起一股「航天熱」。多次參與國家航天
任務的香港理工大學昨宣布，將進一步針對香港青年學生
推動航天科普，於今年 9 月新學年舉辦首個專為中學生設
2021.7.16 | 星期五
計、為期 8 個月的「科學世界：探索太空 造福人類」計
2021 年 7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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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透過多場跨學科航天知識專家講座，及「實驗選拔
賽」等，選出 3 支優秀學生隊伍的實驗方案，由理大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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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國家航天團隊，未來有機會在中國太空站實踐，讓港生
科學創意再次跟隨國家航天發展「升空」。

（學生及國際事務）楊立偉表示，國家航天科技發展
理大副校長
一日千里，激發很多同學航天夢，理大期望透過這個科普計

劃，讓中學生有機會接觸太空科學中的基礎科學理論，培養他們
對航天科學的好奇心。
理大深空探測研究中心主任容啟亮介紹，科普計劃為期 8 個
月，面向全港中一至中五學生，由今年 9 月新學年開始接受報名，
至 10 月到 12 月，理大將舉辦約 11 場航天講座，公眾亦可參與。
學生還可實地參觀信息物理系統實驗室、理大機械工程學系與中
國空間技術研究院聯合實驗室等與航天相關的實驗室。
在實驗選拔賽方面，容啟亮介紹，評審團會根據實驗可行
性、創意、科學價值、團隊表達技巧四方面遴選約３個作品，由
理大科研團隊修正及指導後，上交予中國太空站進行實踐，結果
將於 2022 年 4 月下旬公布。比賽勝出的學校，冠軍可獲 1 萬元、
亞軍 5 千元、季軍 3 千元的現金資助。
青年會書院中三生陳允藍對太空有濃厚興趣，「想親身上太
空看一看壯麗景色，我參加理大項目是開啟環遊太空夢想的第一
步。」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中三生羅名琛則稱，小時候愛看太
空電影及相關紀錄片，打算從「探火」項目中設計實驗。

國情書上架即搶空
書展昨日踏入第二天，不少市民一家大小攜行
李箱前往採購心水書籍。適逢今年是中國共產黨成
立 100 周年，介紹國情的書籍今年大受歡迎。中華書
局市場統籌部、業務拓展部經理于浣君指，部分國
情書籍一放上展櫃就很快被搶購一空，不少人更買
兩三本，銷情相當不錯。有中學生指，今次逛書展
將主攻歷史書，包括近現代歷史書籍，增加對國家
的了解，更有打算長大後到大灣區發展的中學生，
希望選購相關書籍打好基礎。
書展昨亦舉辦了由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教聯
會主辦的「我們一起悅讀的日子—書展慈善活
動」，安排中小學生到場聆聽作家分享寫作心得。
教育局局長楊潤
雄向在場學生介
紹了前中大校長
沈祖堯的著作
《灌溉心靈的半
杯水》，希望學
生活出感恩珍
惜、積極樂觀的
態度。
■市民翻閱國情書籍。

中
■學校長、師生與容啟亮合影。

理大遴選 優秀作品 提交國家航天團隊

有
■家長帶小朋友到教育展捧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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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生科創方案或太空實踐

本港

六成 DSE 生
憂停課影響成績
受疫情影響，學生早前被迫
於「網課」及「半日面授」之間
不斷遊走，「學無定所」令人無
奈。香港青年協會昨公布「DSE
2021 升學規劃調查」結果，有七
成受訪應屆考生認為過去兩年上
課模式不斷轉變令人最感困擾，
六成人則感到「很多事無法控
制」。青協分析，今年近半受訪
考生自評放榜壓力「爆煲」，情
況較去年稍為放緩，但面對疫情
反覆，不少人對前景感到徬徨不
安及欠缺方向。
青協於 6 月 22 日至 7 月 12 日
以網上問卷訪問了 569 名應屆文憑
試考生，發現分別有六成及四成
考生認為，「停課關係令課堂進
度受影響」及「疫情的變化」會
影響自己在文憑試的表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