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大哲學生贏國情知識賽
勝後感言中華五千年文化很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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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記者劉家莉報道：一項調查發現，有
55.8%受訪青少年直言曾遭受性騷擾，最常見是談論
色情話題、評論胸部。除言語性騷擾外，嚴重者更曾
被要求拍裸照和性行為，但絕大部分也啞忍了事，多
達45.5%受害者無處理，24%人寧願忍受。

觀塘區外展工作服務協調委員會於6至7月期間
，訪問了 414 名 11 至 17 歲的青少年，了解他們對性
騷擾接受程度及被性騷擾現況。結果發現，55.8%受
訪者曾遭性騷擾，當中女生有 60.4%、男生則有
51.2%。在曾遭受性騷擾的受訪者中，多達 72.2%人
半年內曾被人在身旁講鹹濕話題，其次 67.8%是評
論胸部和身材，亦有是藉故觸摸身體或胸部、將面
部貼近、耳邊吹氣、被彈胸圍帶及以猥褻眼神打量身
材等。

僅15%會報警或求助社工
調查亦指出，在曾遭受性騷擾的受訪者中，逾

30%曾被要求發生性行為、交換裸照、藉故脫衣服等
嚴重性騷擾行為等。調查又發現，53.7%的受害者只

會向朋友傾訴，24.2%會盡量忍受，只有約 15%人會
報警或向社工求助。

負責調查的社工龔偉森指出，有46.9%的女生早
於11至13歲已遭性騷擾，男生亦有39%。他說，即
使是男生亦會受到性騷擾，例如男校會 「玩閹」、即
抓着男同學下體，其實亦涉及性騷擾，但社會往往只
鼓勵女性求助，令男生只好盡量忍受， 「他們怕講出
來沒有人相信，又怕尷尬所以無求助。」他指出，不
少青少年對言語性騷擾警覺性低，建議政府應就性騷
擾提供多些資訊，家長及學校應多下功夫，提供合適
的教育、輔導及情緒支援等服務。

此外，男性受訪者對交換裸照、要求發生關係等
性騷擾行為的接受程度，較女性高 4 至 12 倍不等
，有 5.8%男生接受交換裸照。龔偉森指出，不少
男生會互相交換女性的色情照片，而網上 「裸聊」
或公開裸照已非新鮮事，但提醒青少年應提升自我保
護意識及拒絕技巧，預防性騷擾，並應三思而後行
，校內老師及家長亦應觀察學生及子女有沒有異樣
等。

56%青少年曾被性騷擾

本屆國情知識大賽由香港新華集團基金會、文匯報及未來之
星同學會聯合主辦，教聯會、國民教育中心等二十個團體協辦，
新華社、大公報等二十一家傳媒為合作夥伴。決賽以必答及搶答
形式進行，範圍涵蓋中國歷史、天文、地理、文化、古代文學，
搶答環節競爭激烈，大學組比賽甚至要加題來決出最終勝負。最
終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的鍾健文、東華三院黃笏南中學雷頌德、
沙田官立小學滕思攀分別獲得大學、中學和小學組的冠軍。

競爭激烈加題分勝負
小學組冠軍得主沙田官立小學的六年級學生滕思攀來香港才

一年時間。這次的比賽對他來講就像坐過山車，有驚險，但最後
都化為驚喜。滕思攀說，他平時很喜歡看歷史書。但對於這次比
賽，卻並沒有花大力氣準備，只是每周五的時候看書複習。在大
學和中學組比賽的時候，他也認真聽了，發現那些題目有1/5左
右他會答。對於這次比賽中出現的個別題目的爭論，他表示
，贊同事情有爭論，爭論可以讓我們更了解歷史。滕思攀還說，
以後也要參加國情知識大賽，如有機會，將來讀中學及大學都會
參加。

自小就熱愛中華文化的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一年級學生鍾建
文奪得大學組冠軍，他說，中華五千年文化很精彩，有很多智慧
、價值觀都值得後世認識和宣傳。

教育部港澳台事務辦公室常務副主任趙靈山表示，孩子從小
到大，國情教育是貫穿始終且終生需要的，國情知識大賽的舉辦
促進了大中小學生對國家的認識，從而能產生民族自豪感。

姜瑜：我也來上了一課
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副特派員姜瑜表示，中華文化是中華

民族屹立於世界民族林之本，國情大賽的舉辦十分有意義。她同
時指出今天同學的表現超出預期，希望香港的學生們內知自己的
文化歷史，外知世界的形勢變化，把自己培養成對社會有益對國
家有益的高素質人才。她更謙虛地表示： 「今天我自己也來上了
一課。」

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部長郝鐵川則說： 「香港學生知識面很廣
，記憶力非常好，比賽中充滿風度，彬彬有禮，氣質文雅，體現
了香港學生的獨特風采。」

大賽評委之一、北京師範大學第二附屬中學高級教師紀連海
盛讚國情知識大賽是一個很好的比賽，了解國家文化、民族歷史
，無論是對國家、香港地區還是參賽學生個人，都是一件有意義
的事情。他還表示內地與香港間互相的了解是必須的，這也是彼
此合作的基礎。

頒獎禮主禮嘉賓還包括中聯辦教育科技部巡視員紀建軍、新
華社亞太分社社長俱孟軍、民建聯主席譚耀宗等。

第二屆 「全港學生中國國情知識大賽」 決賽暨
頒獎禮昨日舉行。是項旨在提高本港學生對國情和
中華文化的了解及認識的賽事反應熱烈，共有15名
大專院校及中小學學生參加了決賽，大、中、小學
三組各自決出冠亞季軍。最受注目的大學組賽事，
由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學生鍾健文技壓群雄奪得。

實習記者 朱永瀟 周 涵

▲第二屆 「全港學生中國國情知識大賽」 決賽昨日舉行。圖為大學組賽事在激烈進行
本報記者蔡文豪攝

▲觀塘區外展工作服務協調委員會的調查發現，
有55.8%受訪青少年曾遭受性騷擾。（左起）社
工李文浩、黎洰源及龔偉森 本報記者劉家莉攝

【本報訊】毒販利誘中學生在長假期販毒，兩名中學生
昨 「帶貨」至長沙灣澤安邨時，當場被埋伏的探員拘捕，搜
出四包市值12萬元的 「K仔」，毒品將在聖誕及新年長假期
供應西九龍娛樂場所，警方高度重視毒販荼毒青少年犯案，
正設法追緝幕後主腦歸案。

被捕兩名中學男生年僅15歲及16歲，現正被警方通宵
扣查，翻查紀錄，兩人均無案底，至於他們是否有黑社會背
景，警方將作進一步調查。

旺角警區特別職務隊第1隊主管劉曉徽督察表示，聖誕
及新年長假期臨近，毒販向西九龍包括油尖旺等娛樂場所
「散貨」，需要大量人手協助運毒，不排除利誘青少年參與

犯案活動。
警方旺角警區特別職務隊探員根據線報，得悉有中學生

牽涉販毒，昨晨派出多名探員掩至長沙灣澤安邨麗澤樓附近
埋伏，當兩名目標青少年現身時，探員認為時機成熟，一擁

而上將兩人截停，結果
在其中一人手持的膠袋
內，檢獲 4 包共重 1 公
斤的 「K仔」毒品，市
值約 12.1 萬元，兩人
當場被捕帶返署調查後
，其中一名被捕少年昨
午被探員押回麗澤樓樓
上一單位搜查，約半小
時後押走並無檢獲其他
涉案證物。

警檢12萬K仔
兩中學生被捕

▲

（左起）新
華集團主席蔡
冠深、教育部
港澳台事務辦
公室常務副主
任趙靈山、文
匯報董事長兼
社長王樹成、
外交部駐港特
派員公署副特
派員姜瑜、中
聯辦宣傳文體
部部長郝鐵川
等在台下聚精
會神觀看參賽
學生的表現

本報記者
蔡文豪攝

【本報訊】 「天人樂動」，昨日在天水圍啟動
。由和富社會企業主辦 「天人樂動」是天水圍區首
個大型社區藝術活動，目的是透過音樂將快樂和正
面思想帶給天水圍區的青年，提高音樂素質，並會
招募天水圍區學生參加，於明年開始接受為期一年
的音樂藝術訓練。

訓練課程包括創意動感聲藝團，利用透過多元
化的人聲、節奏、語音及身體發出的各種聲響作多
姿多彩的創意混聲演繹，讓參加者體驗合作精神及
互勵互勉態度，及傳授中國鼓演奏技巧。

立法會議員田北辰、中聯辦教育科技部紀建軍
、教育局總學校發展主任（元朗）余羅少文、香港
教育學院代表曾葉發教授、聖公會聖約瑟堂牧師湯
顯森、和富社會企業會長李宗德擔任主禮嘉賓。

天人樂動揭幕

【本報訊】衛生防護中心昨日調查一宗涉及兩名分別
18歲及47歲的女子，懷疑進食被化學物質污染的蔬菜後中
毒個案。兩人於本月21日在家飲用自製曬乾的蔬菜煲湯約
15至30分鐘後，出現嚴重暈眩、虛弱、嘔吐、心悸及呼吸
困難，即日到屯門醫院急症室求診，並於同日入院接受治療
。中心發現涉事的蔬菜是從元朗區一名流動小販購得，兩人
現時情況穩定。

衛生防護中心呼籲市民應保持個人、食物及環境衛生，
以預防經由食物傳染的疾病。為避免因進食被化學物質污染
的蔬菜而引致食物中毒，市民不要購買明顯帶有異味的蔬菜
及不要光顧無牌小販，同時煮食前將蔬菜清洗乾淨和徹底煮
熟。市民若出現嘔吐、腹瀉、肚痛、作嘔、暈眩和身體麻木
等徵狀，應立即向醫生或醫院求醫。

兩女子疑食物中毒

【本報訊】記者劉家莉報道：規劃署建議將毗
鄰浸會大學的九龍塘前李惠利分校南面用地改劃住
宅，浸大日前發表聲明表示震驚，重申大學一直極
力爭取該幅土地。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昨表示，前李
惠利用地規劃上會考慮浸大的實際需要，並形容香
港地方珍貴，在土地資源非常缺乏之下，需要作平
衡及計劃。

浸大目前欠缺逾千個宿位，一直無法覓地興建
宿舍。規劃署日前向城規會提出修改土地用途，將
佔地1.52公頃的李惠利分校用地一拆二，0.88公頃用
以興建 15 層樓高的中密度住宅，提供 495 個單位，

市場估值達 78 億元，餘下保留作教育用途。但浸大
日前發聲明指出，不會放棄整幅用地作大學永久用
途。

吳克儉昨表示，政府及教資會會根據公平機制
，考慮院校額外對教育空間及學生宿舍需求，作出
整體規劃及支持，而城規會將會繼續就前李惠利校
舍的用地用途再作討論。

他表示，局方一直支持浸大校園擴建計劃，包
括今年九月才啟用的十三層高主體大樓及三層高附
翼大樓，至於前李惠利校舍計劃，一定要根據額外
教學空間，以及宿舍的實際需要作規劃，並要保留

合適大小的土地進行發展。
另外，對於有報道指政府考慮擱置粉嶺

皇后山地皮，用作發展私立大學的計劃，轉
為發展住宅。吳克儉回應時表示， 「不想就
揣測性問題作無謂及無根據的回應。」他強
調，政府就國際教育及自資教育等方面有整
體規劃的政策，並會不變繼續進行。

吳克儉談浸大地皮
資源短缺需作平衡

【本報訊】就貧窮家庭難以負擔在學子女參加課外活動
費用，關注學童發展權利聯席昨在政府總部廣場發起集會活
動，建議當局每月資助基層家庭學童200元作課外活動費用
，約百名家長參加集會。

關注學童發展權利聯席發言人表示，不少中學將課外活
動表現列為收生標準，但本港 30 多萬基層家庭學童中，不
少因家境清貧無法負擔課外活動費用，以致影響升讀機會，
容易造成 「跨代貧窮」，為此聯席要求當局向每名基層家庭
學生派發每月200元的課外活動補助費。

扶貧委員會成員蔡海偉出席活動並接收請願信。他認為
各樣資助模式都可考慮，並要取得平衡。

他續稱，教育局及社署每年合共撥款逾2億元，資助課
外活動，承認部分活動未必切合學童興趣和因為其他原因而
不能延續，建議政府檢視資助金額，做好協調工作，善用資
源。

團體促資助貧童課外活動

【本報訊】記者林丹媛報道：十年人事幾番新，中西區
區議會昨日舉辦 「中西區時間囊2012」，將10年前埋在中
環茶具文物館對出草地下的時間囊出土，亦把新的物品放置
到時間囊中，以見證香港未來10年的轉變。

民建聯中西區區議員及立法會議員葉國謙就當年對中西
區經濟及交通發展的期望，寫了一封信放到時間囊。如今重
閱昔日冀望，葉國謙表示： 「有達成一些願景」，包括興建
港鐵西港島線、中西區海濱長廊亦逐步落成。對於未來 10
年期望，葉國謙說，中西區作為本港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算
是香港的縮影，希望中環灣仔繞道落成後，紓緩該區交通擠
塞情況，帶動經濟發展。

適逢今年香港回歸15周年，活動也特別將有關書刊及
照片封存於時間囊中，作為慶祝回歸15周年紀念活動之一。

中西區區會開封時間囊

◀探員在被拘捕兩學
生身上搜出四包市值
12萬元 「K仔」

▲探員將其中一疑犯帶返警署調查

▲中西區區議會將十年前第七屆中西區區節埋下的時間
囊出土 本報記者蔡文豪攝

▲規劃署建議將毗鄰浸會大學的李惠利舊址一拆二，其中一
半興建住宅 資料圖片

踏單車發電，燃亮聖誕裝
飾……在綠色聖誕氣氛中，90

後單車導賞員身體力行宣揚環保生活習慣和低碳
旅遊方式的訊息，這是昨日在將軍澳MCP新都城
中心上演的 「環保動力閃耀聖誕卡」活動上的一
幕。據介紹，單車生態遊已列入不少注重健康旅
遊概念的香港家庭的出遊計劃，單車生態導賞員
也成為90後追捧的新興行業。

單車生態遊

▶

吳克儉
表示，香
港土地資
源缺乏，
需要作出
平衡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