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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情三月，本港五日內四名學生墮樓身亡！半年累計20個年輕生命
傷逝。一名香港大學男生，昨晚被人發現在黃大仙上邨啟善樓寓所天台
墮樓，男生當場頭爆肢折喪生，其家人認屍時傷心不已，有男親友企圖
揭開帳幕撫屍，被在場警員制止。警方調查後在現場檢獲遺書，內容大
意謂： 「我做得不好……」 疑有人因學業問題不開心而輕生，案件列自
殺案跟進。

大公報突發組、教育組

家中獨子 品學兼優
五日內第四名自殺學生姓蘇（20歲）

。現場消息稱，蘇為香港大學文學院學生
，品學兼優，曾獲取獎學金，是家中獨子
。警方在他寓所檢獲一封遺書，內容大意
指自己做得不好。消息稱，昨午他約了中
學同學到西九龍區晚飯，到接近約會時間
，蘇亦在手機通訊軟件的群組內貼文。但
過了約會時間，同學見他仍未露面，至傍
晚六時許遂致電給他，卻由警員接聽，蘇
的同學始知出事，立刻趕往現場。他們知
悉蘇已墮樓喪生，呆在現場非常傷心。據
悉，蘇曾向家人及中學同學透露感到大學
學業有壓力。

香港大學回應，該校得悉事件後，查
閱校內有一同名同姓學生， 「初步知道是
文學院的學生，校方會同家人保持聯絡，
看看可以提供哪些協助」。

年輕人有問題不懂求助
香港大學香港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中

心總監葉兆輝直言，近月學生輕生的情況
令人擔心。他指出，過去數年每年平均有
23名學生自殺，集中在15至24歲，認為可

能與年輕人經常流連虛擬世界，有問題不
懂得尋求協助有關，家庭和社會支援亦較
以往脆弱。

他又稱，香港的學制數年前改為334，
學生入大學年紀較細，未必夠成熟去處理
學習環境改變和人際關係問題，認為大學
應加強支援，讓新入學學生更快適應大學
生活。

另外，中大醫學院助理院長Shekhar
Kumta昨天在英文南華早報撰文，表示自
殺是悲劇，但如果認為自殺是源於學業困
難則屬 「天真」（naive）。他認同醫科生
學業壓力巨大，而醫科生壓力在入學前已
出現，他們先要經過激烈的競爭才可考進
醫學院，入學後難以擺脫精英標籤。他寫
道，中大醫學院有為學生提供諮詢及輔導
服務，但並非所有學生願意求助，部分人
或怕被視為失敗者而拒絕求助。他補充，
學生的朋輩支持及人生經驗，均不足以應
付壓力。

學生墮樓事件近日接連發生，本學年
至今已發生20宗學生自殺事件，連同最新
一宗，共有八名大學生喪命，分別來自中
文大學、香港大學、理工大學和樹仁大學
，其中包括醫科生。

金世杰：應共同擁護一國兩制
【大公報訊】記者黃穎雅報道：新任

科大公共政策研究所院長金世杰指出，香
港回歸以來，享有高度自治，司法獨立，
獨特優勢沒變，中央強調 「一國」，港人
要求落實 「兩制」，其實大家都應該維繫
「一國」與 「兩制」。他正在科大籌辦全

港首個兩年全日制 「公共政策研究生課程
」（Master of Public Policy），運用最新
的數據分析方法，為本港公共政策提供可
行的解決方案。

香港科技大學昨天為八位教授舉行冠
名 教 授 儀 式 。 來 自 美 國 的 金 世 杰 （
Professor Jack A. Goldstone, PhD），獲冠
以 「艾禮文家族公共政策教授」。他來港
出掌公共政府研究所至今兩個月，但對香
港近期發生的社會事件及政治議題瞭如指
掌。談及「一國兩制」，他認為港人要求的
是 「兩制」，中央政府要求的是 「一國」
，其實大家都應該共同擁護「一國兩制」。

金世杰說，要有民主，就要建立人民

與政府間的互信，以及保障司法獨立。談
及李波事件，他不認為本港的政治受到中
央政府的左右，香港擁有獨立的司法系統
，港元有聯繫匯率，國際貿易自由，這都
是香港具有的獨特優勢。以地區來說，香
港多所大學高踞全球大學排名榜，這在世
界其他地區及城市並不多見。

建議發展其他產業
金世杰又稱，全球各國正面對人口老

化問題，香港亦不例外。他說，達退休年
齡的人士，擁有豐富的人際網絡，他建議
本港機構在員工退休後，可以兼職形式重
新獲聘，以舊帶新。人口老化亦會面對醫
療等問題，就要提升年長人士的生活質量
。要提升經濟增長，就要推動產業化，要
創新，在保留舊有行業以外，發展其他產
業，讓香港社會得以永續發展。

另一方面，金世杰說，全球頂尖大學
，均設有專門研究公共政策的學院，香港

科大亦不例外。他正為科大籌備開辦全港
首個兩年全日制 「公共政策研究生課程」
（Master of Public Policy），預計今年秋季
接受學生入學申請，明年九月開課。畢業
後，可到政府、非牟利組織等機構任職。

辦新課程教與政府建互信
該兩年制課程內容多元化，包括分析

消費者行為，如何與政府建立互信，又或
與私人機構建立合作夥伴，利用分析工具
找出市場機會。首年主要學習政策分析的
運用與方法（Method of Policy Analysis）
，第二年則集中研究特定議題的公共政策
。該課程正待審批及通過。

金世杰補充，科大公共政策研究所將
與美國芝加哥大學公共政策學院合作，在
港合辦公共政策相關教育課程。內地大學
亦成為研究所的合作夥伴，歡迎就讀機械
工程、社會科學和公共政策的內地本科畢
業生報讀研究生課程。

五日四宗 半載痛失20年輕生命

悲情學年 港大生墮樓亡

啟基允考修訂版TSA
【大公報訊】綜合報道：教育局早前發

信邀請全港約50間小學試考修訂版小三全港
性系統評估（TSA），又鼓勵學校自願參加
，學校須於本月十四日前回覆。據了解，獲
邀參加的啟基學校（港島）諮詢家長意見後
，最終決定試考。未被邀請的聖公會天水圍
靈愛小學則主動應考。

啟基學校（港島）早前向三班小三級的
家長發出通告，諮詢家長是否同意子女參加
TSA，老師接觸家長逐一解釋，最後只有數
人堅持不考。至於聖公會天水圍靈愛小學校
長孔偉成表示，以往TSA幫老師針對學生弱
項改善教學，普遍家長都認同今年應繼續參
加。

▲新任科大公共政策研究所院長金世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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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針對九月新學年開學至
今，先後已有20名大學及中學生自殺，教
育局局長吳克儉今日傍晚於政府總部召開
緊急會議，與學界代表及教育心理學家等
急謀對策。有中學校長認為，學界應提高
意識及早識別有輕生念頭的學生，並加強
生命教育，社會各界亦應建立正能量氣氛
，避免悲劇重演。香港青年協會指，每年
接獲近百宗學生自殺求助個案。

首兩月58宗求助罕見
本港接二連三發生學生自殺事件，大

多數更與學業壓力有關，令坊間不禁驚嘆
「救救孩子！」將出席會議的津貼中學議

會主席林日豐昨表示，多宗學生自殺形成
負面氛圍，連串傳媒報道對年輕人帶來很
大衝擊，容易引發模仿效應。他認為，學
生輕生原因眾多，學業壓力、家庭關係不
理想都有可能，難以作單一判斷，不能歸
咎於教育制度或新學制轉變。

林日豐又稱，現時學校識別有情緒問
題的學生並不容易，期望可以增加支援，
例如增加教師人手，為學生提供適切關顧
，分辨高危或出現情緒病徵狀的學生，跟
進學生因學業問題而出現的情緒困擾，以
及加強生命教育的工作，宣揚正面信息。
他又呼籲家長或同學，可多加留意身邊
人。

另外，青協 「關心一線」及網上平台
於過去三個學年，每年平均收到約100宗有
關學生自殺問題的求助個案，高危時期為9
至10月份開學初期，單是今年首兩個月已
有58宗，情況罕見。

負面氣氛易引發模仿
青協督導主任徐小曼昨出席電台節目

時指，除個人情緒問題，不排除社會瀰漫
負面氣氛，出現 「漣漪效應」令學生模仿
，建議學生如對自殺報道感到不適，應不
理會該類消息。她提醒，青少年遇到失意

或情緒問題時，應停一停、諗一諗，及早
找親友或專業人士求助。

因應接二連三學生自殺事件，明愛青
少年及社區服務鼓勵公眾人士對青少年的
情緒及精神健康多加關注。

為回應社會需要，明愛於今日起至本
月23日，設立緊急青少年網上情緒支援熱
線，為24歲以下有情緒困擾青少年提供支
援服務。（Whatsapp或電話：5134 5514
Facebook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
caritashotline 網站：http://it.caritas.org.hk）

林日豐：應建立正能量氣氛

【大公報訊】記者張琪報道：本港文
化導賞行程中 「孫中山史蹟徑」佔重要一
環，但部分設施管理不善，令史蹟徑與垃
圾堆為鄰，乏人問津致難成旅遊景點。其
中，史蹟徑中的百子里公園獨特的革命歷
史元素亦未能完整展示，有團體建議政府
改善園內紀念設施，包括增設英文版展板
，及豎立全港首個辛亥革命先烈楊衢雲銅
像等。

2012年落成的百子里公園屬於 「孫中
山史蹟徑」中一部分，是輔仁文社舊址，

但園內關於輔仁文社的歷史元素並不足夠
，及沒有中英文介紹；臨近的楊衢雲被暗
殺地點紀念牌，則由結志街52號正門附近
遷至後巷，令遊人遊覽史蹟徑容易忽略。
該兩處境點不僅被塗鴉，周邊衛生情況亦
欠佳，慘變垃圾崗。

促檢討園內紀念設施
香港楊衢雲紀念協會理事長楊丕漢稱

，輔仁文社，及其創辦人楊衢雲對辛亥革
命有一定影響，屬於 「孫中山史蹟徑」重

要的歷史元素，希望政府能檢討園內紀念
設施，包括在百子里公園當眼處加設輔仁
文社名字，楊衢雲被暗殺地點紀念牌遷回
較多人流的結志街52號正門附近等，及於
園內豎立全港首個辛亥革命先烈楊衢雲銅
像等。出席活動的立法會議員郭偉強表示
， 「孫中山史蹟徑」是豐富的歷史教育及
文化旅遊資源，但仍有許多地方需要完善
。至於財政預算中提及政府將會撥款完善
史蹟徑設施，他估計，當局撥款800萬元
難以滿足改善工程需要。

孫中山史蹟徑欠管理乏人問津

郭位新書談高教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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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大學生自殺事件
日期

2016年3月

2016年3月

2016年1月

2015年12月

2015年11月

2015年11月

2015年11月

2015年9月

學生

20歲港大男生

22歲中大女生

21歲中大女生

22歲中大男生

18歲中大女生

21歲樹仁女生

21歲理大男生

21歲中大男生

自殺方式

墮樓

墮樓

墮樓

墮樓

墮樓

墮樓

墮樓

墮樓

懷疑原因

學業壓力

學業壓力

學業壓力

不明

學業壓力

學業壓力

家庭問題

學業壓力

▲史蹟徑中的百子里公園獨特的革命歷史
元素未能完整展示 網上圖片

【大公報訊】香港城市大學校長郭位（
圖左）在兩岸三地推出新書《高等教育的心
件》，商務印書館率先舉行香港版首發式。
該書直指兩岸三地大學追求國際化和英語教
學，硬件和軟件也許不差，但成效未盡人意
，緣於 「心件」（heartware）不全，只有當
局、大學管理層以至師生心態調整才有望改
觀。郭位還和近百位文教界人士對談，又三
度籲請對話會主持人、地鐵主席馬時亨，促
請特區政府繼續推出十億配對基金。馬時亨
宣布，新書版稅全撥設城大學生獎學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