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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星期發生的兩宗逆子殺父母慘劇震驚全港。亡羊補牢，中文大學副校長兼教育心
理專家侯傑泰認為家長必須改變子女怕見精神科醫生的羞恥心態以免積重難返，他直指
不能將這類極端個案簡化為 「宅男打機失常」 ，至於學校社工則必須切實負起轉介臨床
心理學家的責任，及早介入。剛結束美加訪問返港的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則稱，希望透過
推行資歷架構，令年輕人看到清晰前路，避免悲劇重演。

本報記者 胡家齊、呂少群

家長須正視精神治療
倫常慘案顯示港青心理問題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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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線城市赴港讀研倍增
【本報記者袁秀賢廣州十八日電】內地赴港讀研究生增

加，成都等二線城市尤其明顯，杭州更增加一倍之多。華南
理工大學大三學生曾玉城表示， 「香港與國際接軌，赴港讀
研究生可擴大視野，增廣見識，亦有機會留在香港發展，對
自己日後發展有很大幫助。」

啟德教育集團歐亞教育中心（香港）經理洪麗娟表示，
2012年經該集團辦理的內地赴港讀研究生3300人，比前一年
同期增加逾三成。北大、清華等名牌大學赴港讀研究生也逐
年增加。深圳大學讀工科的曾先生，2009年赴香港科技大學
讀研究生。畢業後，留港發展，目前已調到深圳分公司工作
，並晉升到管理層。

洪麗娟稱，過去赴港讀研究生以北京、上海、廣東等大
城市居多。目前，長沙、武漢、杭州、成都等二線城市赴港
讀研究生明顯增加，杭州去年赴港讀研究生超百人，比上年
同期增加一倍多。

「三三四」學制改革已在去年九月
，隨中六、中七兩批學生同時入讀大學
而順利落實。為迎接雙班年，教資會屬
下八大院校早於六、七年前，已經手
準備相關配套。中學則更早重組課程，
尤其是去年中六、中七的學生，同時經
歷不同的學制，走入大學後亦產生迥然
不同的特徵。早有教職員反映：經歷過
中七的學生比中六文憑試來得成熟，中
六學生較中七學生更為活躍。對此，港
大學生事務長周偉立表示： 「如果單獨
拎出一個文憑試考生和一個高考考生，
我一定分不出他們有什麼分別。」浸大
余堅文教授則認為，表面上兩批學生不
會有太大分別，更不會有中七學生質素
高於中六畢業生的差距。 「不過經歷過
會考後又經高考進去大學的學生，的
確比只經歷過文憑試的考生要成熟得
多。」

高考生較文憑試生成熟
大學老師或許只是看到 「結果」，

前線中學教師則對學生內在的變化深有
體會。講者之一、培僑中學助理校長伍
煥杰坦言： 「舊學制是學生忙死，新學
制是老師忙死！」由於舊學制要求學生

中五參加中學會考，成績達標才能繼續
修讀中六、中七課程，進而參加高考升
讀大學。會考成績不足則只能就業或修
讀毅進課程。所以學生升讀高中一年半
就面臨升學壓力，多會自覺讀書，為以
後打算。 「會考不理想也會對學生有一
個警示作用，令其在中六中七有足夠的
時間彌補不足。」

相反，文憑試學生不會剛升上高中
便面臨 「升學壓力」。 「很多學生認為
反正文憑試在三年以後，離得很遠。實
際上落後很多距離都不知道，直到最後
考試才發現已經晚了。」伍煥杰表示，
改制後高中老師要做很多功夫，不斷為
學生開講座，督促用功學業。 「升中選
科學生總是心不在焉，好像事不關己。
大學能報讀的方向在升中選科時已經定
下了，但學生意識不到這個問題。」他
調侃，有學生甚至交JUPAS（聯招申請
）都會遲。不過，余堅文認為中四選科
，一方面令學生為自己的發展方向早做
打算，另一方面也因為過早選科而必然
忽略了其他領域學科的學習。 「現今社
會越來越注重跨學科研究及綜合分析問
題的能力，過早分科不利於學生綜合基
礎和視野的開闊。」

由於少一輪篩選，學生少了壓力的
同時也少了一次選擇的機會。文憑試考
得差，就沒有中七高考的機會了。更何
況，即使達到文憑試升讀大學的基本分
數要求，也未必能獲取錄。重讀中六還
要面臨繁雜手續，所以多數成績達到文
憑試大學取錄線的學生，會選擇自資副
學士學位。伍煥杰表示，過去選修科目
都是套餐式的，實施文憑試新制後，學
校要研究選修課開哪些，以及課程如何
設置等等重組問題。另外，新高中要求
為所有學生做校本評核及其他學習經歷
，余教授回應： 「這些評核如何採納，
一般要因應學院或者學科自身的要求，
與大學專業相關的其他學習經歷當然有
利於取錄。」

過早選科忽略其他學習
另外，周偉立提醒考生要慎重填報

志願。 「不要只看學校的最低收生要求
，很多學科提出4+x或4+2x，但很可能
收生最低分數遠高於最低收生標準。」
他強調文憑試考生在本港高校沒有所謂
「有條件取錄」。 「根據教育局要求，

放榜與取錄間隔時間短，所以很多專業
不一定有面試。有些面試也未必是篩選
過程，而是讓學生多一個機會了解所選
專業。」

（ 「大學雙班年的現況與前瞻」 三
之一）

雙班年學生 質素無差異

【本報訊】記者胡家齊報道：教
育工作者聯會屬下位於大埔的國民教
育中心租約將於今年6月底屆滿，教育
局局長吳克儉表示，教育局正檢視學
界的需要而籌備標書，期望能盡快公
開招標物色營辦者。若未能趕及招標
時間，局方會有過渡安排，但沒有透
露是否讓教聯會續租。

大埔國教中心去年6月底與教育局
約滿後不獲局方資助，但仍獲准以一
元租用會址，靠籌款營運至今年6月，
現時每日仍舉辦國教日營。為減少開
支，中心規模已縮小，並有數名員工
離職。吳克儉表示，了解全港170多所
學校對相關服務的需要，正對此進行
整體檢視，開始籌備標書的內容，完

成後便會公開招標。
教聯會主席兼國教中心董事黃均

瑜對政府即將公開招標表示歡迎，稱
會按政府要求入標。教聯會最近向全
港中學校長發出題為 「誠邀支持中心
事宜」信件，並附 「支持國民教育中
心函」邀請校長簽名支持 「國民教育
中心持續為學界服務與運作」，另有
一份課程及活動問卷，讓校長提供服
務意見和建議。黃均瑜稱，入標時會
參考相關意見。

對於教協要求國民教育中心的教
材要多元化，鮮魚行學校校長梁紀昌
建議教聯會聯繫校長會為國民教育中
心的教材提出意見，黃均瑜回應稱 「
任何有利於國教的都會考慮」。

小班教學影響學生行為
【本報訊】實習記者陳晨報道：倫敦大學教授皮特昨在

香港教育學院與師生分享班級大小的重要性。面對多年來關
於班級大小與教學品質孰輕孰重問題的困擾，他說每個人都
做過學生，對這件事情都有自己的評判標準，而他們的研究
表明班級大小不影響學生的成就，但是會線性影響學生的行
為。

皮特的研究指出，小班教學對低年級學生，增強了個體
關注，減少了課堂干擾，學生大可從中受益。對於稍大的學
生，更適宜於針對性的CSR，尤其是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
生。皮特呼籲教育學家應該發展與評估更有效的與小班教學
相關的教育學策略。無論是在英國，還是在其他地方，基本
上沒有經驗數據指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須在主流教室上課
，而對老師來說，把有特殊教育需求的學生與普通學生同等
對待在一個大班級是一個挑戰。在一組由683名同學參加的
實驗中，得出結論班級大小會影響教師處理學生負面行為，
在相對大的班級裡，低達到學生（low attainers）將受到概
率是0.07的機會被照顧。

香港自2009年開始分階段實施20至25人的小班教學，如
何在小班教學中更有效的教學，倫敦大學教育學院研究建議
，首先需要教學關注個人，其次需要區分多元化的課堂，最
後一定不可以沉迷於小班教學所帶來的種種好處中，如提高
個性化教學的機會，學生一起學習的快樂，也要知道小班教
學讓學生失去了一部分小組合作的機會，讓學生不能從更多
的同學那裡學習、獲取。所以，小班教學並不是萬能的。

本報與香港學者協會、教聯會聯合舉辦的新一期教
育沙龍上周五舉行，本次沙龍以 「暢談大學雙班年的現
狀與前瞻」 為主題，講者包括立法會教育界議員葉建源
、香港大學學生事務長周偉立、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
院教學部副主任余堅文、培僑中學助理校長伍煥杰，教
聯會副秘書長林樂主持。本報今起一連三期詳盡報道。

本報記者 彩雯

本港上周一連發生兩宗倫常慘劇，包括八十後肢
解親生父母，九十後殺父斬母，涉嫌人等已被警方落
案控告謀殺。事件令人恐懼，傳媒更疾呼 「社會病了
」，曾任中大教育心理學系主任的侯傑泰，有關個案
屬於精神病，其偏激程度明顯是病態， 「這絕不是平
時多與對方傾談，朋友開解可以預防或處理，必須鼓
勵有關人士見精神科醫生，就像西方人士那樣開心見
誠地見醫生，不要再抱持見心理或精神科醫生就等於
有病好羞恥的心態。」他強調，極端個案絕不是普通
人可以改變。

極端個案有跡可尋
翻閱近日報章報道，普遍將兩宗事件歸納為宅男

孤僻、沉迷打機以至情緒失控，侯傑泰認為有關說法
未必太簡化。 「這類極端個案的當事人一定有跡可尋
，不會無跡象，大家不要輕易說他們孤僻，然後就視
為平常或等閒視之，一定要重視他們，對他們言行敏
感。千萬不要只停留在知道這個層面。」據了解，個
別極端個案當事人可能腦結構有障礙，功能不完整，
亟需要介入，包括定期服精神藥物以控制病情，同時
配合輔導，以紓緩病症。

侯傑泰呼籲家長和學校踏入關鍵一步，就是讓極
端情緒者盡快見精神科醫生，以求醫治。他承認精神

科醫生供不應求，兼且培訓需要，假如今年招收學生
入讀，由於屬於專科中的專科，估計最快也要十年八
年。唯今之計就要靠父母和學校敏感，改變見精神科
醫生就是有病的心態，既要對有關人等敏感，又不能
把他們標籤，學校社工更要善用轉介機制，先是臨床
心理學家，其次是精神科醫生。

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昨天主持 「讓人才全球流動」
資歷架構會議開幕禮後，談及上述兩宗倫常慘案，表
示在報紙上看到接連有年輕人涉及倫常命案感到很難
過，指出青年人問題複雜，需要家庭、社會一同關心
，給予青年人多點支持。他續稱，局方希望透過推行
資歷架構，令年輕人對自己的前途、學習、培訓、職
業前途管理等方面了解更深入。

資歷架構讓人認清前路
談及其中一名涉案青年沉迷網上遊戲，吳克儉認

為，上網是現代青年人的生活模式，因此特別鼓勵青
年人在學校上網學習，在老師輔導下與同學互相交流
，得到正面的效果。他否認香港的德育 「真空」，表
示高中通識教育的其中一個範疇與有個人發展有關，
中、小學都有性格培育活動，學校有社工學生提供心
理輔導，老師也會為學生規劃職業生涯，加上家長教
師會的培訓活動，各方面的配合都不錯。

另外，為期兩日舉行的資歷架構國際會議，吸引
逾400名海內外教育院校、培訓機構、商會、工會和
政府代表參加。吳克儉稱，今年的《財政預算案》建
議每年撥款1,000萬元，以支持諮委會在資歷架構下
開展新措施，進一步提升從業員的知識、技能、在勞
動市場的競爭力，他說政府會與諮委會緊密合作，也
會聯同教育及培訓機構和質素保證機構協力推行新措
施。

▲ 教育工作
者聯會屬下
位於大埔的
國民教育中
心租約將於
今年6月底
屆滿
資料圖片

▲教育沙龍上周五舉行，本次沙龍以 「暢談大學雙班年的現狀與前瞻」 為
主題 本報記者黃洋港攝

國教中心將公開招標

▲侯傑泰認為家長必須改變子女怕見精神科醫生
的羞恥心態以免積重難返，他直指不能將這類極
端個案簡化為 「宅男打機失常」

清貧生自設遊德獲資助職訓局周六辦家長講座
【本報訊】職業訓練局及香港青年協會，本周六舉辦第

二場 「停一停……聽聽子女的心聲」家長講座，鮮魚行學校
校長梁紀昌應邀分享如何引導新一代學習感恩、關愛和體諒
的心得，並會剖析子女遇到有憤怒情緒時，父母如何教導子
女，將負能量轉化為正能量的方法及技巧。費用全免，歡迎
家長參加。

「停一停……聽聽子女的心聲」家長講座，將於本周六
（3月23日）下午3時至5時，在青年學院（葵芳）禮堂（新
界葵涌興盛路85號）舉行，網上登記：www.vtc.edu.hk/ero/
talk，查詢：2836 1098。

講者梁紀昌為全港知名的鮮魚行學校校長，接手這間基
層小學以來，他努力爭取資源改善基層學生的學習條件、打
破跨代貧窮的宿命，希望孩子雖不是富人的後代，但可以成
為富人的祖先。

【本報訊】記者呂少群報道：來自十間中學的清
貧學生，抱持 「人窮志不短，我要闖世界」的理想，
組隊並自行設計德國遊學行程和開支計劃，獲慧妍雅
集支持於暑假展開兩星期的《TES德國創遊樂》之旅
，石硤尾上智英文書院將走訪《小紅帽》等格林童話
的故事發源地，上水鄧顯中學則會踩單車遊歷德國多
個城鎮。

由歷屆香港小姐組成的慈善團體慧妍雅集，今年
第二度主辦學生學習計劃，永遠名譽會長朱玲玲近日
公布經評選的10支中學隊伍。他們既來自將軍澳，又
有天水圍，以至東涌、葵涌等，都是經由學校推薦的
綜援或領取全額書簿津貼的清貧子弟。他們根據大會
主題健康生活，自行設計從未踏足過的德國兩星期之
旅的路線和開支。除了單車上的十四天，還有細看德
國樂活（LOHAS）生活的兒童文化，以至於走訪童
話故鄉領略童話智慧。去年贏得最佳隊伍獎的天水圍

羅桂祥中學，今年以追尋發明軌跡的 「創新時代」再
度入選。

朱玲玲表示，上屆許多參加者對當地環保回收深
有感觸，反思為何香港做不到。鑑於反應良好，隱名
捐款人提高資助金額，受惠隊伍也由八隊增加十隊，
遊歷城市更由七個加到二十四個，雖說獲得德國駐港
領事館、航空公司等機構和企業支持，以至提供價格
優惠，但捐款人仍須平均津貼每隊旅費十萬元。

一如去年，參賽者須依行程行事和記錄遊歷感受
，同時每天透過臉譜這最潮的社交網絡等分享心得，
大會有專責小組每天上網與他們聯繫，以便必要時提
供醫療或交通等緊急支援。回程後，每隊須提交中英
文報告和旅途留影，並角逐最佳隊伍、相片等四項大
獎，優勝作品將在九月初在又一城商場展出。說得一
口流利德語的慧妍雅集前會長莫可欣表示，期待同學
們把握機會感受德國文化。

▲朱玲玲與獲得第一屆TES德國創遊樂最佳隊伍
的天水圍羅桂祥中學學生合影

公大公證行辦研討會
【本報訊】實習記者陳晨報道：香港公開大學與香港通

用公證行（SGS）昨聯合舉辦認證新趨勢及投身專業審核員
研討會，據了解，由於近兩年香港與內地食品安全、環境污
染嚴重等問題的出現，現今學生選擇審計專業亦迎合市場需
求，SGS現在最火的是為期19天的能源、碳審計員課程，為
期111個小時的健康安全審計員課程。

香港公開大學科技學院客席教授陳楚文預計， 「將來的
認證發展趨勢不僅僅會受到監管立法的影響，也會受到市場
喜好的影響。」SGS開設三種培訓課程，分別提供國際標準
訓練、管理發展訓練、個人化定制訓練。在美國，學院偏愛
自願認證，而隨認證訓練公司的增加，競爭愈加激烈。陳
楚文表示， 「對未來驗證人的考驗是能創作總結出一套基於
消費者的完善制度與評分標準，同時也要加強認證機構的監
管。」

SGS國際認證服務部認證部經理潘正德表示，審計員資
格包括教育成就，管理經驗，相關的訓練以及審計員的工作
經驗，一個專業的有資格的審計員的職業道路必須要經歷訓
練審計師、審計師以及主任審核員三個階段。香港公開大學
副校長黃錫楠表示，兩家的合作，培訓協議的簽訂將會推動
SGS各個專業更好的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