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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國榮 中六 患有無法根治的腸胃病，無法從口進食及正常排便，去年需進入深切治療部
進行輸血和大腸切除手術。

何欣倩 中六 兩年前患上急性淋巴性白血病，承受化療及停學的煎熬。她勇敢面對一年的
密集式化療，重新投入最後一屆的會考。

李信華 中七 母親有抑鬱症，更反對他讀書，令他長期難以專心學習，他選擇了獨自租住
環境惡劣的地方，繼續面對人生挑戰。

余海彤 中五 自小與媽媽寄人籬下，為掩飾自卑，開始以歪理逃避責任，並刻意混進有背
景人士的圈子。她現已改過，重新努力讀書。

李美貞 中五 子宮出現腫瘤，需休學及做手術。痛楚令她無法正常生活，但她堅持努力學
習步行，期望盡快出院與家人團聚。

黎　潔 中四 曾失去人生目標，初中時曾放棄學業兩年，期間她開始發掘自己的興趣，嘗
試學習舞蹈，重新投入學校生活。

陳培欽 中五 骨枯病，需長時間留院，影響學業。他不斷努力，主動發問以求追上進度。

尹浩名 中四 初中時無心向學，勉強地升讀中四，開始修讀喜歡的科目，他最後明白老師
的心意，決定珍惜學習機會。

顏煒諾 中四 經常欺凌同學及與老師衝突，更愛上賭博及沉迷電腦遊戲，成績一落千丈。
經過努力，終獲得「全港學界最佳進步獎」。

余卓隆 中五 有嚴重讀寫障礙，肌肉不協調，勇於接受自己先天的不足，透過運動來改善
肌肉協調。

蔡婷玉 - 初中時經常與朋友到的士高吸毒玩樂，後因刑事恐嚇被判接受感化。她開始
反思自己的行為，決心戒毒，選擇入住戒毒寄宿學校。

姚浩光 中五 中四時學業成績一度令他感到沮喪，後來用意志克服學習的問題。

季櫻翹 中一 於父母分居期間，她處理家庭大小事務，慢慢變得成熟懂事。

何素燕 中二 3年前由內地來港，面對家庭各種問題，她獨自處理困難，生活態度積極。

林小雲 中五 新來港人士，她一邊要照顧患病的母親，另一邊照顧年幼弟妹，同時又要面
對蠻橫的繼父，感到心力交瘁。她學懂調整心態，為自己減壓。

蔡佩珊 中五 出生於破碎家庭，與父親同住但並不融洽。去年兩人的關係陷入僵局，她曾
產生尋死的念頭。後來她解開了心結，積極面對生活。

任皓欣 中四 有焦慮及抑鬱徵狀，不願與人溝通，有自殺念頭，最後憑 個人意志回復正
常的校園生活。

楊　悅 中五 新來港人士，因自卑感及學習壓力患上抑鬱症，曾用刀片傷害自己。她主動
尋求輔導，以積極態度克服情緒困擾。

梁震雄 中二 腦部出現腫瘤，需動手術及接受化療。身體機能和靈活度大不如前，記憶力
較差，要花更多時間學習，但他無放棄自己。

周桐羽 中四 遇上交通意外，需進入深切治療部並依靠機器維持生命。手術完成後，每天
均需要進行物理治療，意外令她覺悟到要珍惜生命。

資料來源：青協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歐陽子瑩

堅毅獲黃寬洋獎學金 唐國榮備戰明年末代高考

切腸難食過會考
吊奶續命挨劇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目前本
港少數族裔由3年前約1萬人增至現時
約1.2萬人，但各人入讀大學的比率僅
是本地生的1/7。平機會昨發表《少
數族裔教育工作小組報告》，指這與
教育局對有關學童缺乏有效的支援措
施有關，也反映融合教育失敗。該會
向教育局提出9項建議（見表），包括
為少數族裔學生制定中文能力課程及
測試系統，並提供一站式的教育及職
業輔導服務，若當局拒絕改善，不排
除按照法定權力採取行動。

林煥光指融合教育失敗
平機會主席林煥光表示，少數族裔

不少學生無讀過幼稚園，加上老師缺
乏教授中文為第二語言的訓練，影響
了教學質素，同學也難適應小學普遍
使用中文教學。由於無法融入主流學
校課程，很多學生遂「倒流」到取錄
大批少數族裔的「指定學校」完成小
學，這些學校以英文為授課語言。這

類「指定學校」由06/07學年的15間，增至今年的
28間，林煥光指這反映香港融合教育失敗，教育局
責無旁貸，而外國有案例，指「指定學校」的出
現，可被視作「非正式歧視」，教育局應正視有關
問題。

中文成績低令升學困難
林煥光續指，目前公開評核的制度不利少數族

裔，他們中文科成績低，影響到整體評分，故升中
時，少數族裔學生很少獲派英中，被逼入讀中中，
同學就更難跟上進度，結果惡性循環，很多同學未
完成高中已經輟學。雖然大學招生近年已接納
GCSE中文科成績，但有收生自主權的學系卻不將
之列入收生標準，令學生對升學大感困難。
協助少數族裔的融樂會對平機會的報告表示歡

迎，並要求教育局認真看待及接納建議，制訂具體
的執行計劃及時間表。

教局擬推職業中文計劃
教育局發言人表示，當局會整體檢視支援少數族

裔措施的發展及推行，以加強在學校層面的支援，
幫助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同時，亦會蒐集學校就
教與學效能的評估，考慮進行研究追蹤非華語學生
在學習和個人發展的表現，以便提供適切的支援。
發言人又指，為協助非華語學生達到職場上中文能
力的要求，現正計劃推行「職業中文先導計劃」，
課程內容將與資歷架構掛 。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歐陽子瑩) 突如其來的重病，猶如

人生路上遇上天降的巨石攔路，但只要意志堅定，肉體的

苦楚不足以阻止人邁步向前。5歲時腸臟突然失去蠕動功

能的唐國榮，童年時幾乎每天都經歷令他「咬牙切齒」的

劇痛，連牙齒都被他自己咬掉；14年來都是靠吊鹽水及奶

水維生。今天，已切除大腸的他，每日只能活動半天，但

他仍相信世上無難事，去年不但跨過了末代會考，現在他

更積極準備明年再戰末代高考，向磨人的命運宣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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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9項建議
1.讓少數族裔進入主流學校前，接受密集式基本

中文課程

2.在課程設計上為學校提供更多支援，教育局亦
應成立中央質素保證制度，確保支援的資源發
揮作用

3.及早識別有特殊需要的少數族裔學童，並修訂
現行的支援計劃

4.為少數族裔學生制定中文能力課程及測試系統

5.進行研究追蹤非華語學生在學習和個人發展的
表現

6.提供一站式的教育及職業輔導服務

7.持續舉行公眾教育活動，推動多元化種族共融

8.趁人口普查蒐集少數族裔資料，制定適切教育
政策

9.教育局應審視現有政策，以確保符合反歧視條
例的精神及法律責任

資料來源：平機會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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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婷）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
昨日討論英基轄下學校的資助問題，議員普遍認為英基
具有其獨特性，若繼續接受公帑資助，就應該接受政府
監管。教育局副秘書長陳美寶表示，當局正考慮以直資
學校的模式監管英基，同時保留學校在課程、教學方面
的彈性。英基學校協會主席唐家成同意若學校接受更多
政府資助，需要受到相對程度的監管，相信能與當局協
商彼此可接受的模式。

保留課程教學方法自由度
英基一直受公帑資助，但近年遭審計署質疑財政混

亂，加上該校逾6成學生為本地學生，有議員質疑此舉
違反該校「為非華語公務員、海外招騁人員子女提供可
負擔英語教學」的辦學宗旨，故教育局將檢討英基的資

助模式。
在昨日會議上，教育界議員張文光指，英基有必要進

行全新定位，但須以不影響在讀學生、家長為大前提。
陳美寶回應指，當局研究其中一個可行的模式，是以直
資學校的模式監管英基，但不將英基歸納為直資校之
一，並保留學校在編排課程、教學方法的自由度及獨特
性。

英基贊同受資助需受監管
對此，唐家成坦言，不清楚當局的說法是指如何監

管，但對於學校受公帑資助同時受一定程度監管的原則
表示贊同，「（日後的資助模式）可能性有很多，未來
數月會與當局繼續商討，平衡納稅人、政府、學生及家
長的利益。」

早前有英基學校家長投訴校方加學費，唐家成表示，
英基於過去10年的資助額維持於2.84億元，但學生人口
增長了26%；而去年學校雖有約8億元儲備，但大部分
用於提升校舍設施，故提出加學費，望家長體諒學校資
源有限。

留120位予外資員工子女
另有議員質疑，英基學校本以海外聘請的公務員、外

資公司員工的子女為取錄對象，質疑學校未有「留
位」，確保這類學生能夠入讀。英基發言人表示，英基
早於2007年已推出「企業保證計劃」，在轄下學校12,000
總學額中，預留120個學額，讓企業於海外招聘的員工
子女入讀。據了解，計劃每年吸引逾200人申請，但學
校一直未能完全取錄，落選者可能歸入後補名單，或待
下學年再次申請。
對此，唐家成指英基現階段無能力增加學位，以吸納

此類學生；至於「留位」做法則可能變相增加其他學生
的競爭壓力，令本地家長不滿，故仍須尋求更完善的解

決方法。
教育局預期，2012/13學年前會就英基學校的資助問

題，與校方達成共識，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將於今年
12月，再就英基學校的資助問題作出討論。

當局擬直資校模式監管英基

青協昨日向20位青少年頒發
「黃寬洋青少年進修獎勵計劃」獎
學金，表揚他們無論是經歷疾
病、家庭巨變等逆境，都以積極
自強的精神面對。其中一名得獎
人唐國榮，5歲那年，食道及腸臟
突然失去蠕動功能，至今都無法
進食固體食物及正常排便。

肚痛瑟縮咬甩牙
今年19歲的他，一直進食流質

的食物，昨日領獎時在恤衫外加
穿一件長褸外套，蓋住只有103磅
的身軀。他表示，小時候突然患
病，只知道經常肚痛，每4小時打
一次止痛針，2個小時後已失效。
唐媽媽憶述，「他經常痛得瑟縮
一團，有一次痛得把自己嘴唇咬
得流血，牙齒都甩掉。」
痛楚一直伴 國榮成長，去

年，他更染上諾沃克病毒，腸內
不停流血，先後兩次進入深切治
療部搶救及輸血。捱過了，不久
大腸又因幾乎破裂，要進行切除
手術，生命危在旦夕。經歷了10
多次大大小小手術，他現時身體
只能支撐半天活動。每天上午上
學，下午便要回家休息。
不過，憑 堅強意志，國榮去

年竟能堅持應考會考，唐媽媽
稱，「他回家後吊營養奶，休息

一下便起床溫書，有時溫習到凌
晨1時，我也不想他這樣辛苦。」
最終他考獲13分，獲原校取錄升
讀中六。
挨慣苦頭的國榮稱，世上無難

事，只要堅持向前，困難只是生
活的點綴，他甚至準備明年挑戰
高考，「我想將來從事金融或者
經濟，很有挑戰性。」

忍血癌煎熬 女生不放棄
就讀真光女書院的何欣倩，同

樣是不向頑疾低頭的生命鬥士，
中四時患上血癌，身為校內活躍
分子的她，難以接受事實，「因
為化療藥的關係，我的思想慢了
10倍，是日或夜都要思考數秒，
我好想考會考，在醫院傷心絕
望，想過放棄。」然而，家人及
學校的支持令她重新積極接受治
療，「一向不入廚的爸爸，居然
為我學煮飯。」她向老師哭訴想
返學，「老師把校服帶來醫院，
掛起來鼓勵我」。
最終，她以一年時間完成密集

式的化療，現時正在康復，「改
變可以改變的事，接受不能改變
的事。」欣倩明年將再戰末代高
考，她承諾會好好裝備自己，目
標是做一個成功的、對社會有貢
獻的人。

黃寬洋獎勵計劃的
得獎者，除了有與頑

疾對抗的「生命勇士」，亦有出身自複
雜家庭的青年人，各人透過努力，令家
庭走向光明，勇氣驕人。

遭母反對堅持學業
20歲的李信華，父親在他不足兩歲時

已去世，母親一人獨力照顧3名兒子，
最終患上抑鬱症，「她試過持刀想斬
我，也試過用棍打到我全身瘀傷。」不

介意皮肉損傷的他，最困擾是母親反對
自己讀書，「媽媽看新聞得知有學生因
為考試而跳樓或者厭食，精神很緊張，
見到我溫書時，便熄我燈、熄我電
腦。」
結果信華的會考成績不佳，他亦感到

很受困擾及難以專心學習，最終在中七
時選擇了離家租住板間房，「面積2米
乘2米，除了環境惡劣，亦因有人吸食
大麻，令我上學也昏昏睡。」他最終租
住環境較好的板間房，積極為別人修理

電腦賺取零用錢，更每月給媽媽1,000元
家用，「媽媽現時比以前開心，成效好
像比她食藥還要好。」

脫離童黨助母戒毒
今年讀中五的余海彤，自小與媽媽寄

人籬下，母親有吸毒習慣，海彤缺乏監
管，小五、六便與村內自稱黑社會的童
黨聯群結隊四周滋事，「我要飲醉、
手才感到自己的存在。」直至中二，她
認識了社工石姑娘，成功透過義工工作
重拾自信，徹底改變以往的生活，更勸
服母親入戒毒所，重過新生活。

■香港文匯報記者 歐陽子瑩

抑鬱母熄燈阻溫書 少年搬入板間房苦讀
走向光明

■唐國榮(中)5歲時腸臟失去蠕動功能，切除了大腸的他，在母親及姐
姐的支持下，準備明年挑戰末代高考。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余海彤（左）在石姑娘的感染下，脫
離酗酒、 手的生活，更成功令媽媽決
心戒毒。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英基學校協會主席唐家成 （右）同意若學校接受更
多政府資助，則須受到相對程度的監管。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 2 0 名 積
極面對逆境
的青年人，
昨日獲青協

「2011年黃
寬洋青少年
進修獎勵計
劃」嘉許。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彭子文 攝

■平機會主席林煥光表示，少數族
裔不少學生無讀過幼稚園，加上老
師缺乏教授中文為第二語言的訓
練，很難學好中文。

香港文匯報記者高鈺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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