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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經驗
助爭海外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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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科技暑期進修
搶吸中國優才

圖文：本報記者孫銘雪

加國不少高科技領先
全球，吸引了不少國
際學生在暑假前來進修。有來自中國
的大學生獲邀與卑詩大學(UBC)學者
合作，撰寫學術論文並考慮前來加國
留學。而為國際生提供學習項目的機
構Mitacs指出，在全球人才競爭激烈
的形勢下，加國亟需致力爭取海外人
才，以提高競爭力。

在中國北京師範大學唸念大三、修讀環境科
技的郭賢達，正在考慮究竟在中國讀研究

所，還是出國留學。她決定善用今年暑假到外
國看看，瞭解情況。當她在學校網站看到Mitacs
Globalink項目時，立刻就很感興趣。
郭賢達周一接受《星島日報》記者
訪問時表示：「首先，這個Mitacs
Globalink是與中國國家留學基金管
郭賢達(右)
理委員會合作，較有保障，而且每
和博士生夏瓦迪，
月提供1,500加元費用，也是公費。 合作撰寫學術論文。
更重要的是，這是以研究為主的實
習，而不是夏令營或是國際課程之
類，將能學到真材實料的東西。」
郭賢達還對加拿大大學和不同教授的研究
Adem）表示：「在全球激烈的人才競爭及本國人
方向都做了詳細調查：「這是雙向選擇，不僅教
口老化的情況下，加國更要抓緊時機爭取海外人
授選我，我也希望瞭解哪些方向是我真正感興
才。要知道我們選中的這些學生，是可以達到麻
趣的。」最後，她把目光鎖定在卑詩大學（UBC） 省理工大學（MIT）的層次，加拿大要與美國、歐
林木系通過樹木年輪，尋找山火對全球環境影
洲、亞洲等競爭，加國的大學現在要設法吸引優
響的研究項目。
秀人才，我們要提前爭取他們選擇留學加國。目
前約有10%至15%的往屆學生，最終成為加拿大
考慮大學畢業後赴加進修
留學生。」
郭賢達形容此行收穫豐富，遠超她的想
嚴格篩選候選人
像：「我6月底來到這裏後，就參與實驗室多項
工作，從處理樣本、數據分析、到文獻綜述，
他還稱，Mitacs Globalink嚴格篩選候選人，
學習到全面知識。」而更讓她意外的是，她還
對於吸納哪些地區、多大年齡的學生都是經過調
獲得同事、UBC林木系博士生夏瓦迪（Raphael
查後才決定。發現高年級本科生、或是剛就讀研
Chavardes）邀請，共同撰寫一篇關於厄爾尼諾等
究所的學生是關鍵人物，他們處在未來職業的轉
天文現象與本省林火關係的學術論文。
捩點上。對於哪些國家的學生，我們也有聯邦政
郭賢達說，原本是對美國的研究所更有興
府提供的指引。他還表示，印度、中國等地都是
趣，但因為本次加拿大經驗，她現在更熟悉加
該計劃在2009年創立時已經看中的候選國家。
國學術環境、研究方向，而且她在加國申請研
曾多次到訪中國北京、上海、香港等地的阿
究生時還有機會獲得獎學金。她稱，現鄭重考
德姆對中國學生讚不絕口：「我知道中國有很多
慮大學畢業後前來加拿大留學進修。
優秀大學，中國大學生的能力無庸置疑，他們英
此外，來自中國山東的國際生李文靜研究
語能力也很好，唯一需要的就是要鍛煉口語，熟
編寫節能電子遊戲程式，她讚揚加國學術環境
悉加國的大學環境，因此我們很希望看到中國的
開放(詳另文)。
優秀學生，最終選擇加拿大。」
而這也正是Mitacs Globalink所希望看到的。
在2009成立的Mitacs至今共吸引來自全球
Mitacs的行政總裁兼科學總監阿德姆（Alejandro
2,058個學生，而來自中國的有326人(詳另文)。

來 自
中國、研
究編寫節
能電子遊戲程式的華裔學生讚揚
加國學術環境開放，人們熱情友
善；但也有學生表示，感覺無聊
孤單。
來自中國山東、20歲的李文
靜就讀中國海洋大學教育科技大
三年級。為繼續這方面的研究，
她 看 中 了 西 門 菲 沙 大 學（ S F U ）
互動藝術與科技學院（Interactive
Artsand Technology）副教授巴特
拉姆（Lyn Bartram），所從事的節
能電子遊戲開發技術。

注重批判性思維
李文靜對加拿大開放的學術 ■李文靜(中)，與巴特拉姆(左二)及同事正在動腦筋，解決問題。
李文靜還讚許加國學者的熱情友善：「我有
環境感受深刻：「加國學生注重批判性思維，經
次站在地圖前查找路線，這時另外一個人就主
常會問出一些出人意料的問題，而且當我們感
動問我是否需要幫助，讓我很感動。而且我現
到沒有思路時，我們還會經常動腦筋，我發現
在的研究工作，需要重新學習一些電腦知識，
這對我的工作非常有幫助。」

來自海外的國際生，
現已成為推動加國經濟的
動力。自2009年起，來自
全球的優秀學生在暑期期間，通過Mitacs
Globalink項目，到加國各大學修讀12周實
習，協助解決研究項目。
獲聯邦、省府資助的全國性非牟利組織
Mitacs Globalink所推行的優才計劃，在2009
年只有17個學生參加，但今年有750個學生在
加國40家大學，參與研究實習。這些學生分
別來自中國、巴西、法國、印度、墨西哥、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及越南等國家。學生
在教授指導下，展開包括衛生、科技、教
育、林木業、可持續發展、環保等領域的複
雜研究課題。
Mitacs Globalink更與中國國家留學基
金委合作，該委員會直屬中國教育部，專為
優秀中國公民出國留學和非中國公民到華留
學，提供獎學金。中國的實習學生每月可以
收到700元住宿費、800元伙食費合共1,500元
的資助。
Mitacs的行政總裁兼科學總監阿德姆表
示，目標就是讓加拿大成為海外優才的中
心，他打算在未來，可以讓更多該項目的參
與學生，不僅能夠展開研究，還可以真正參
與相關領域工作，同時也讓加拿大學生「走出
去」，到海外取經。
自2009年迄今Mitacs Globalink共吸引全
球2,058個學生，中國學生有326人。今年就有
134個中國學生參與該項目（見附表）。

話你知

地區

人數

SFU

4

UBC

13

卑詩省

26

其他

91

全國總數

134
資料來源：Mitacs 提供

名跑車遭不慎撞毀
法院判車行賠1.5萬

■阿德姆對中國學生讚不絕口。

受訪者提供

■暑假進修有助外國學生，瞭解加國專上教育。

而我的教授和同事都非常樂
意幫忙。」
不過，首次出國的李文
靜同時表示，由於不太認識
其他人，所以在本地主要過
著學校、家這樣「兩點一線」
的生活，因此偶爾會感覺孤
單。
然而她樂觀指出，相信
在這裏時間更久，就可以結
交更多朋友，到時起居生活
也會變得更加豐富。

偶爾感覺孤單
同樣，郭賢達也稱，生
活簡單平靜的溫哥華有時讓
人感覺有些無聊，但卻是從
受訪者提供 事學術研究的理想環境：「這
裏反而更堅定了我出國求學的想法，因為我看
到這邊的人對學術的追求，他們讀書不是為了
學位或是更好的工作，而是因為真正熱愛這個
專業，這都讓我深受觸動。」

溫哥華一個臨床心理學家心愛的法拉利跑
車，遭汽車經銷商不小心撞毀，要求賠償8.5萬
元，卑詩最高法院判原訴人獲得1.5萬元賠償。
據《溫哥華太陽報》(The Vancouver Sun)報
道，心理學家米勒(Lawrence Miller)在2013年5
月，把他的2005年款法拉利F430 F1(小圖為同型
號)跑車，拿去汽車
經銷商作年度檢查
和保養。該汽車經
銷商一個合資格的
法拉利技術員在路
面測試期間，在一
條巷道上不小心把跑車撞向一部停泊的貨車。
事發後，汽車經銷商經理通知米勒，他的跑
車「刮花」了，該公司會負責維修。當時米勒不在
溫哥華，他於是告知汽車經銷商，待他看過損
毀情況後才維修。到去年5月他取回維修後的跑
車，並以以近一年時間失去駕駛該部法拉利的快
感及維修費等，提出訴訟，要求賠償。原訴人在
2011年以134,288元購買該車。
不過，法官指原訴人也要為維修延遲負上部
分責任，同時原訴人並非每天都駕駛法拉利，最
本報記者
後判原訴人得到1.5萬元賠償。

省聞簡訊
警籲助尋老少2失蹤者
溫哥華及高貴林分別有75
歲男長者及13歲少年失蹤，警
方呼籲公眾協助，尋找他們的
下落。
白人男長者本茲(Arthur
Benz，圖)最後一次露面是在8月7日早上，
當時他在位於乃街(Knight St.)夾愛德華國王
路(King Edward Ave.)的寓所附近，登上巴
士，之後就音訊全無。
本茲身高6呎，重206磅，蓄棕色花白
髮，藍眼睛，失蹤時穿黑白格子襯衫、藍色
牛仔褲及棕色鞋。
而13歲的白人少年羅費
(Trent Roffel，圖)，由家人在7
月15日報稱失蹤至今已經差不
多一個月。他身高6呎，重229
磅，棕色短髮，棕色眼睛，失蹤時穿灰色連
帽外套、藍白色短褲及灰色襪。

喬市兇案3疑人落網被控

公開要求校董會 解釋離任原因

UBC學院協會:校長辭職不尋常

會解釋顧愛文辭職的真正原因。而在過去10年，
卑詩大
學（ U B C ） 加國總共有18個大學校長於任內辭職，此現象愈
趨普遍。
校 長 顧 愛
文（ A r v i n d
辭職代表UBC行政管理失敗
G u p t a ）上
麥克萊恩表示，顧愛文原本任期為5年，但
周五突然辭
上任短短13個月就辭職並不尋常，對顧愛文指想
職，任期至
重返電腦科學系任教並作學術研究的解釋存疑：
本 月 底 結
束 ， 重 返 「顧愛文的辭職代表UBC行政管理上的失敗，
我們需要知道真正的原因，否則難以繼續向前
校園執教。
走。」
代 表 該 大
麥克萊恩又指出，顧愛文辭任校長對UBC
學 教 員 的
是嚴重損失，因而要求校董會作出詳細解釋。
UBC學院
UBC周一以電郵回覆《星島日報》查詢時則
協 會（ U B C
■顧愛文上周五突宣布辭任卑詩大 F a c u l t y
覆述上周五發出的聲明，指顧愛文希望重返學術
學校長，重返校園執教。資料圖片 Association） 研究工作。
根據加新社報道，過去10年本國共有18
主席麥克萊恩（Mark MacLean，小圖）要求校董

聯邦省府共同發功

今年 Mitacs Globalink 中國學生人數

加國學術環境開放 國民熱情友善
華生心聲

A4

個大學校長在首個任期結束
前離任，加拿大公共政策
論壇（Canada's Public Policy
Forum）副主席卡弗里（Julie
Cafley），目前正研究大學校長
提早離職問題，她指出這個現
象愈來愈普遍，除了本國外，
其他國家如美國、澳洲以及英
國的大學都出現同樣情況。
卡弗里表示，校長未完成任期就辭職對大學
影響很大，校方需要再花金錢和時間投資在新校
長身上，但她相信以UBC的經驗和實力，能夠
順利過渡。
顧愛文上周五宣布辭職，任期至本月底結
束，校董會委任派珀（Martha Piper）為臨時校
長，任期至明年6月30日，期間會在全球物色新
本報記者伍皚婷
校長人選。

警方偵破喬治太子市(Prince George)男
子麥克勞德(Jordan McLeod)遇害案，拘捕
了3個涉案男子，並落案控告他們一級謀殺
罪。麥克勞德最後一次露面是在今年1月，
他的屍體在2月被人發現，這是該市今年首
宗謀殺案。
3個被捕者分別是33歲的達倫森德曼
(Darren Sundman)、26歲的柯蒂斯森德曼
(Kurtis Sundman)及42歲的馬丁(Sebastian
Martin)。

針筒傷人漢 判囚31個月

承認在今年3月以針筒傷人的42歲甘
碌(Kamloops)男子費爾南德斯(Jonathon
Fernandez)，周一被卑詩最高法院法官判處
入獄31個月。
案情透過，被告企圖偷竊，被一個店員
發現，被告逃走，店員從後追上，兩人糾纏
期間，被告以針筒刺向店員的左手掌。被告
最終被制伏，控以嚴重襲擊傷人罪。
患有丙型肝炎的被告有多次案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