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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匯要聞

北上開學靠搖號
北上開學靠
港生隨時無書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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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設計：余天麟

◆港生在內地大學拍攝畢業照
港生在內地大學拍攝畢業照。
。

資料圖片

限期內未返校或當自動退學 議員倡納「人文關懷」名額
則要被迫申請休學一年，
則要被迫申請休學一年
， 甚至會被當作自

院校新學年開課的日子。受新冠疫情影

動退學處理，
動退學處理
， 令他十分徬徨
令他十分徬徨。
。 另一名到北

響 ， 已獲內地院校取錄的香港學生
已獲內地院校取錄的香港學生，
， 由於

京升學的港生表示，
京升學的港生表示
， 由於香港與北京的直

並未涵蓋在深圳市政府「
並未涵蓋在深圳市政府
「 人文關懷通道
人文關懷通道」
」

航航班大減，
航航班大減
， 唯有在深圳檢疫後北上
唯有在深圳檢疫後北上，
，但

的 8 類人之中，需要和數萬名旅客透過

得知有港生「
得知有港生
「 搖號
搖號」
」 一個月都未抽中
一個月都未抽中，
，擔

「 搖號
搖號」
」 抽籤
抽籤，
， 爭取深圳
爭取深圳「
「 健康驛站
健康驛站」
」每

心影響升學，
心影響升學
， 或要被迫花費高昂價格購買

天 2,000 個名額
個名額，
，才能順利到當地檢疫
才能順利到當地檢疫，
，以

機票到內地其他城巿，
機票到內地其他城巿
，檢疫後再到北京。
檢疫後再到北京。

便如期開學。
便如期開學
。 然而
然而，
， 搖中幾率低
搖中幾率低，
， 大批港
生連日來撲空。
生連日來撲空
。
香港文匯報昨日訪問了部分受影響的港
生 。 有在廣州就讀中醫的港生原定下月初
回內地升讀大二，
回內地升讀大二
， 倘未能在限期前返校
倘未能在限期前返校，
，

協助這些港生的立法會議員楊永杰促請
香港特區政府與深圳巿政府協商，
香港特區政府與深圳巿政府協商
， 將內地
升學港生納入「
升學港生納入
「 人文關懷
人文關懷」
」 名額
名額，
， 讓他們
可以趕及在限期前回內地報到。
可以趕及在限期前回內地報到
。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明
劉明、
、張弦

廣州中醫生：或被迫休學一年
則開學後就會因為缺席部分課堂而影響學習，故
寧願建議學生暫時休學，「若然未能報到又沒有
申請休學，超過報到限期兩個星期，校方就會當
作自動退學個案處理。」
胡同學表示，輔導員透露校方也知道港生面對回
校困難的處境，也在想辦法解決，「輔導員指校方
亦曾與香港方面聯絡了解情況，希望容許港生使用
『人文關懷』名額到深圳，無須與其他旅客爭『搖
號』，但目前未有任何消息，校方暫時亦未有公布
任何方案。」

冀校方提供補課不用休學
他表示，為期 5 年的中醫專業課程畢業後擬回港發
展，相信中醫前景良好，若最終要被迫休學，將荒
廢一年光陰，其間只能在香港自學，「如果真的趕
不及回校，希望校方有特別安排，能為延期上學的
學生提供補課，補回課堂，不用我們休學。」

步驟 1：在「健康驛站」預約系統註
冊登錄
步驟2：填報旅客個人資料
步驟3：個人資料審核
步驟 4：報名「搖號」，每天早上 9
時至下午 6 時開放申報，可選擇單個
及多個日期參與「搖號」，選擇多個
日期將增加當期中籤幾率
步驟 5：「搖號」資格確認，隨機獲
取唯一報名編號
步驟 6：每天下午 6 時半系統「搖
號」，每個用戶在同一期抽籤中僅允
許中籤一次
步驟 7：每天晚上 8 時公開「搖號」
結果，系統中「預約信息」可查看
步驟 8：預約過關，「預約確認單」
不可轉讓

300

◆港生北上升學遭遇「搖號」難困境，需要與數萬旅客爭取深圳「健康驛站」名額。圖為早前市民在深圳
灣口岸過關。
資料圖片

赴京升大生：或轉飛其他省市隔離
中六畢業的Yuki，早前獲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取錄升
讀心理學專業課程，她遂放棄所有在港升學的機會，
一心準備到北京求學。萬事俱備，惟遲遲未能成功
「搖號」獲取深圳「健康驛站」名額。校方雖在註冊
限期後額外提供兩周緩衝期，但她仍擔憂未能趕及到
北京報到，未知會否失去學位。她打算若本月內仍未
能獲取深圳檢疫名額，可能要高價購買到內地其他省
市的機票，在當地檢疫後轉往北京。
Yuki表示，北京是國家的首都，學習氛圍好，故一
直嚮往到當地升讀大學。她對心理學有興趣，幸獲首
都師範大學取錄，故已放棄在港所有升學機會，「已
沒有退路。」
不過，校方規定學生必須在 9 月 3 日到校註冊，由
於她買不到香港直飛北京的機位，故要經深圳北上，
惟連日來都未能成功「搖號」獲取當地「健康驛站」
名額，令她感到擔憂，「我有朋友的一位友人，『搖
號』一個月都不成功，所以都擔心自己抽不到名額前
往深圳。」
Yuki表示，知道廣州暨南大學等院校容許學生在網

上註冊，但首都師範大學的港生不多，「今年港澳台
（學士）加上研究生，都只是取錄了 48 人，校方未
有提供網上註冊。」

校方
「死線」
後設兩周緩衝期
如果未能在限期前親身辦理註冊手續，她需要作書
面解釋，校方亦提供兩個星期的緩衝期，若此「死
線」前仍未辦理，未知會否失去學位，「其實都須
趕，不知何時成功『搖號』，就算現在可以到深圳，
當地檢疫監測期要『7+3』，完成後已到月底，屆時
才能到北京，幸好校方有安排宿舍，無須到北京後再
找地方居住，否則更加麻煩。」
Yuki 表示，若 9 月初仍「搖號」失敗，則無奈要兜
路北上，「例如有機位到重慶、到杭州，就會先到當
地，檢疫後才搭飛機或高鐵到北京。」不過，由於往
內地的機位需求大，所有地區的機票價格高昂，她相
信這種迂迴北上的方法會花不少金錢，「有一些港生
到內地升學，是因為夠分數獲取錄，且學費便宜，未
必每個人也有能力花費如此多金錢返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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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9： 在口岸通過掃碼方式核驗預
約旅客資料，與證件資料一致後安排
實施轉運和隔離醫學觀察

議員接近 求助 多途徑助港生過關

在廣州中醫藥大學就讀的胡同學昨日接受香港文
匯報訪問時表示，由於自己對中醫藥感興趣，相信
中醫發展前景良好，因此選擇到內地就讀中醫課
程，下月將升讀二年級。不過，由於深圳檢疫酒店
名額有限，他至今未能成功「搖號」取得「健康驛
站」名額，因此極為擔憂無法在下月初如期返校，
迫使他休學一年。
「學校約在 9 月 5 日開學，我要 9 月 1 日或 2 日回校
報到，就算成功『搖號』可以到深圳，仍要在深圳
經過 7 天隔離檢疫和 3 天居家監測，目前時間已十分
緊迫，但很多人也未能成功『搖號』抽到深圳檢疫
酒店的名額，相信有好大機會趕不及在限期前回
校。」胡同學說。
他表示，自己曾與院校的輔導員聯繫，對方表
示若無法如期回校報到，按規定就要主動申請休
學，「休學期是一年，即明年才能再回校上
課。」他相信校方是因為不想學生延期到校，否

「搖號」
預約流程

星期日

北上升學成為港生新出路，
北上升學成為港生新出路
， 下月就是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弦）香港目前有超過 1.6 萬名學生在
內地高校升學，數字近年仍有上升趨勢，但今年港生北上成為
大難題。立法會議員楊永杰昨日向香港文匯報表示，其議員辦
事處為有關求助港生開設的群組近 300 人，大部分對未能取得
驛站名額心急如焚，怕未能趕及註冊會失去內地大學的學額。
他要求香港特區政府與深圳市政府協商，讓港生可獲恩恤過
關，如期北上開學。
楊永杰指出，在各內地院校中，只有暨南大學和華僑大學因
為接收了不少港生而作出特別留位安排，容許港生可以在香港
網上註冊，無須在限期前親自到內地學校報到。不過，其他內
地院校並沒有類似安排，令不少要到內地升學的港生，由於未
能取得深圳「健康驛站」名額，擔心未能在限期前到內地院校
報到，從而有可能失學。
同時，有部分在內地醫學院就讀臨床醫學專業的港生，之前
未能回校時能上網課，但新學年需親身返回內地實習，否則就
不能畢業。

8 月往內地機票炒至 1.2 萬元

楊永杰透露，不少港生為求如期往內地，向黃牛黨尋求協助
「搖號」，費用動輒 5,000 港元，黃牛更聲言不一定成功。他此
前致電深圳「12345」查詢及協助部分港生購買機票，但情況並
不理想，目前機票系統內前往內地的航班，8 月份基本無位，只
能跟航空公司申請「追位」，但「追位」成功率低且機票價格高
昂，平日正價單程票大約 4,500 元至 5,500 元，目前已炒至 1.2 萬
元。
他表示，正向航空公司爭取加開更多往內地的航班，但能否成
功仍是未知之數。由於學生人數眾多，基層亦難以負擔高昂的機
票費用，始終要靠政府力量解決學生過關問題。
為此，他日前還聯同立法會議員梁文廣，立法會議員兼教聯會
副主席朱國強、鄧飛，地區幹事李超宇，以及往內地升學港生請
願，要求特區政府加緊與深圳政府協商，將「人文關懷通關」涵
蓋往內地求學的港生，又希望珠海市政府及金巴協商專為港生增
加往珠海的巴士班次，讓他們透過不同途徑回內地。
朱國強表示，不少學生都感到非常徬徨，抽籤抽唔到，無法回
校註冊，學位分分鐘無埋，促請特區政府即刻行動，協助港生回
內地註冊入學。
梁文廣表示，收到不少內地大學學生求助，表示抽不到深圳驛
站名額，擔心無法如期到內地完成入學手續。部分學生須在演藝
或藝術方面有優異成績方能被取錄，如因此而失去學位，將影響
將來北上發展規劃，影響深遠。他建議香港特區政府跟內地有關
部門商討在不影響防疫前提下，盡快安排這些學生到內地註冊升
學。
鄧飛表示，為促進兩岸教育學術交流，以及本地港生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擴大本地港生「人文關懷通道」實刻不容緩，希望內地有關部門體恤這些港
生面對的困難，提供便利港生北上求學的安排，以免其錯過入學機會。

倡河套方艙改作
「在港驛站」
日前，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公布會研究將隔離設施作其他用途，包括
與內地有關部門溝通，將之轉作「在港驛站」。楊永杰建議將河套區的方艙
醫院改為「在港驛站」，由深圳市政府派員管理。驛站的檢疫要採取內地較
高的標準，例如出院的 CT 值等。市民在驛站檢疫後取得陰性核酸證明，就
由香港特區政府安排專車接送往返驛站及過關，以減低播疫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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