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網絡色情陷阱
男孩也會中招

「下午3時公園見！」在政府宣傳提防網絡陷
阱的廣告中，女孩與網友相約公園見面，畫面
一轉，女孩在後巷即遇上「色狼」。現實生活
中，網絡色情陷阱其實不勝枚舉，而且受害人

不僅僅是女孩，男孩亦有機會「中招」。筆者將分享數個輔導個案，希
望大家引以為誡。

阿文（化名）是中三生，一直缺乏自信，不善與人溝通，尤其是異
性。阿文的知心友大多在網上認識，課餘沉迷上社交網站。某次網友
在網上介紹一個女孩給阿文認識，兩人在網上談得很投契，經常聊到
天亮。

約女孩外出 被索取千元
一星期後，女孩主動約阿文見面。詎料初次見面，女孩已主動挽阿

文的手，使他受寵若驚。但約會完結後，女孩卻向阿文索取1,000元。
阿文不知就裡，又因不想失去這位「好友」，便取出錢包，把內裡的錢
悉數交給女孩。

往後數天阿文繼續與女孩約會，每天付上數百元至千多元。女孩赴
約時，多次主動與阿文作出與性相關的親暱行為。又過了一星期，阿
文自覺與女孩關係奇怪，於是找社工商量。

親密關係多 不止他一個
另一位中三男生阿駿（化名），同樣在網上結識了女網友，彼此以

「老公仔」、「老婆仔」相稱，「親密關係」維持了3個月，曾多次外出
見面。女孩對阿駿一切了如指掌，他卻對女孩認識甚少，只知道她處
於「雙失」狀態。她與不少網友一樣，有 與阿駿同樣的「親密關
係」，當中更包括阿駿的同學。

阿駿感到不是味兒，於是主動提出「分手」。女網友開始發起一連串
報復行動─致電阿駿學校及家中，聲稱懷有身孕，投訴阿駿不負責
任，讓阿駿被老師及家人查問。她又於網上對網友「哭訴」阿駿種種

「惡行」，使他被孤立。阿駿自問沒有做過她所講的「惡行」，也從未與
該女網友發生性行為。他不知如何是好，於是向社工求助。

分享色情片 或犯淫褻例
中一生阿強，同樣是標準網民，經常流連網上人氣討論區。有次他

在網上發現了一段疑似在連鎖快餐店拍攝的色情短片，於是下載至手
機，帶回學校與同學「分享」。同學要求保存該影片，他就立刻把該影
片傳送到對方手機。後來事件被一名家長揭發並報警。警方抵校後，
把阿強及他的同學帶到警署，並到他們家中帶走手機及電腦作調查。
阿強並不知道他的行為可能觸犯「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直到社
工介入事件，他才恍然大悟。

以上3個事例，反映網絡色情陷阱層出不窮，若大家對任何網絡問題
有疑問，歡迎致電香港家庭福利會健康上網熱線：2922 9222。
撰文：香港家庭福利會 註冊社工吳浩希
網址：http://www.hkfws.org.hk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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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搭尾班「舊毅進」 學障隱青拾自信

業界願出6萬元請人 學院嘆缺人培育下一代
累科研青黃不接
藥劑師起薪倍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熙）香港演藝學院3
名獎學金得主，之所以踏上藝術路，各有前因。
有人當初抱 做「明星夢」心態入學；有人本來
一心一意考主流大學，視演藝學院為後備；也有
瑞典讀障生，在朋友介紹下，決心來港一闖。各
人因緣際會，聚首演藝一堂，立志在演藝路上繼
續努力再創高峰。

插班讀證書 盼入娛樂圈
今年23歲的劉俊謙主修表演，獲頒「迪士尼獎

學金」。他從小有強烈表演慾，加上多愁善感的性
格，中六接觸戲劇後，便愛上這項表演藝術。高
考後他當上廣告模特兒，時薪逾千，曾2日賺得2
萬元。後來在模特兒公司游說下，他插班報讀演
藝戲劇學院證書二年級課程，為進軍娛樂圈作準
備。

完成證書課程後，他沒有投身娛樂圈，但卻再
修讀學士課程。他現在已經畢業，稍後將用獎學

金和積蓄到台灣進修舞蹈碩士。他指自己情感豐富，技巧
卻不足，希望修讀舞蹈後，令表演形式更上一層樓。

瑞典讀障生 全班考第四
患有讀寫障礙的Eva Linda BERGLUND JANSSON，現

為舞台及製作藝術學院學士二年級生，主修舞台及服裝設
計。她來自瑞典，經男友的朋友介紹來港求學。入讀演藝
後，她每天只睡6小時，其餘時間均刻苦學習，結果GPA
達3.68（滿分4分），全班53人中考第四。她希望畢業後留
港發展一段時間，再回瑞典成立製作公司。

陳劭桐僅18歲，同時擁有巴松管、單簧管及鋼琴八級證
書，現為音樂學院學士一年級生。他憑 出色的巴松管表
現，獲頒「Bassoon Mary Bloch」獎學金。他會考21分，一
心準備考入主流大學，但暑假一次經歷改變了他的一生。

摯愛巴松管 願成演奏家
陳劭桐會考後，抱 「一試無妨」的心態，報考亞洲青

年樂團，沒想到自己竟然入選，整個暑假都與亞洲各國音
樂精英共同練習及四出表演。這次體驗令他認清未來方
向，決定報考演藝。起初家人對他的決定頗有微言，但最
終被他說服。他立志成為全職巴松管演奏家，期望將來考
入香港管弦樂團或香港小交響樂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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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思諾）世界衛生組織建議，藥劑師與人口比

例應為「1：2,000」，但香港目前只能達致「1：5,000」，藥劑師「吃香」

程度可見一斑。據了解，1998年一般藥房藥劑師起薪點為2.8萬元，現

已升至4.5萬元，更有業界開價5萬元至6萬元，近10多年間有關行業起

薪點上漲約1倍。有大學教授慨嘆，行內薪高糧準，無人欲投身科研，

學院招聘本地教員及研究生困難重重，反映藥劑範疇研究正面對青黃不

接的問題。

為紓緩藥劑師不足問題，香港大學李
嘉誠醫學院從2009年9月起，開辦

藥劑學學士課程，早前通過學術評審。
今年首屆畢業生開始，可豁免參加註冊
藥劑師筆試，只需實習1年，便能註冊成
藥劑師。系主任黃志基表示，課程按程
序進行審批，如期獲得認證許可。

藥劑師人口比例達1：5,000
隨 人口老化問題日趨嚴重，黃志基

指不少長者需長期使用「配藥」服務，
藥劑師需求大增。部分註冊藥劑師未有
留港工作，造成藥劑師與人口比例更緊
張，現時比率約「1：5,000」。黃表示，
藥劑學生畢業前景甚樂觀，他們可到藥
廠、藥房和醫院，甚至安老院工作，而
且收入可觀，「早前更有業界人士主動
聯絡我，表示開價5萬元至6萬元招聘」。

到藥廠工作 晉升機會多
港大藥劑學系助理教授梁 行表示，

自己1997年藥劑學士畢業，1998年註冊
執業，當年藥劑師起薪點為2.8萬元至3.2
萬元，「現時社區藥房藥劑師起薪點已
升至4.5萬元」。梁又補充指，畢業生到藥
廠工作，起薪點雖然較低，但晉升機會
多，因此絕對能作長遠發展。

不過黃志基慨嘆，藥劑師薪水高，對

院校發展藥劑相關科研並非好事。不少
藥劑師因為找到好工作而放棄科研。他
指現時港大藥劑學研究生只有1個至2
個，今年正招收臨床藥劑學研究生。他
舉例指，去年港大藥劑學學系聘請了9位
新教師，其中7位都是於海外聘請的學
者，「沒有人肯做研究，我們又怎樣教
育下一代呢？」黃志基表示，業界必須

重可持續發展，不能只為維持生計。

系主任倡畢業後先實戰
為了培養學生對研究的興趣，港大藥

劑學系要求學生必須修讀研究課程，並
在最後一年繳交研究報告。而每名學生
均有一位指導老師協助完成研究工作。
學系又計劃明年開設藥劑學碩士課程，
現正構思課程內容，並將於9月呈交學校
審批。黃志基鼓勵學生畢業後先吸收

「實戰經驗」，再從事研究工作，這樣才
能令行業生態變得健康。

立會申撥款 建學院大樓
黃志基又透露，港大醫學院正向立法

會申請撥款，以改建位於薄扶林沙宣道
的陳蕉琴樓為綜合醫學院大樓，當中設
有模擬病房，屆時藥劑學系學生能到病
房實習。他預計申請若順利獲批，明年4
月會開始動工。

獲150萬研鈦合金 城大助機器延壽

理大「企業夥伴獎學金」熱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
港城市大學近日獲國家科技部撥款
150萬元人民幣，以供研發高性能
鈦合金材料，滿足航空航天業、交
通運輸業、生物醫學工程等領域需
求。上述研究是國家科技部國際合
作項目，城大負責開發新物料，以
及提供實驗數據。至於試驗品生產
及性能測試，則由江蘇省丹陽市精
密合金廠有限公司負責，項目為期
約2年。

城大負責該計劃的大學傑出教授
劉錦川指，鈦是世界近20年來科技
發展中最重要金屬，由於愈能抗高
溫的物料愈能夠承受高的熱效率，
科學家都在研究又輕、又耐高溫的
金屬，以求減輕機械重量，從而減
少能源消耗，延長機器運行壽命。

劉錦川補充指，工業中經常使用
鈦合金，強度高、耐高熱，又能耐

腐蝕，適合各種環境、各種溫度，
是新時代工業發展中最重要尖端材
料。據了解，現時鈦合金強度是
1,000MPa，研究計劃目標是進一步
優化合金成分和熱處理技術，從而
增加強度至1,200MPa至1,400
MPa，延伸率則要由5%增加至
10%。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勞雅文）

香港理工大學近日推出「企業夥伴
獎學金計劃」，已獲逾75個本港工
商專業團體及其會員機構參與。而
由各團體資助成立的獎學金，今年
將令近200名理大本科生受惠。

計劃啟動儀式上周五在理大校園
舉行，香港工業總會主席鍾志平、
理大校長唐偉章及行政副校長楊偉

雄擔任主禮嘉賓。多間參與計劃的
機構亦有派代表出席接受感謝狀。

儀式完結後，校方安排眾嘉賓參
觀最近翻新的「創新館」。重開的

「創新館」除了於大堂展區展出理
大不同範疇的創新科研項目外，尚
有3個特別專區，分別展示理大紡
織及製衣科技、太空科技，以及結
構健康監測科技的成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勞雅文）在學制改革
下，主要為成績未如理想的會考生提供升學出路
的毅進計劃，今年9月將劃上句號，變身為「毅
進文憑」。作為最後一屆「舊毅進」學生的曾子
穎，稱出生時因腦部缺氧，長大後仍有手腳不協
調及口齒不清的後遺症。他感到十分自卑，中三
輟學，當了5年「隱青」。他指若非在偶然機會下
趕上「舊毅進」尾班車，或許他不會有重返校園
的機會，也不會重拾自信。

出生腦缺氧 長大後遺症
現年28歲的曾子穎，說話比一般人吃力，只能

從口中艱辛地吐出單字和短句，即使努力地配合
手勢比劃，仍然難以表達自己，故訪問輔以電腦
進行。他坦言從小就害怕與人溝通，怕看到別人
奇異的目光。

面對身體缺陷，他總是把自己關在房間裡，拒
絕接觸外人，「不知道像我這樣的人，能做甚
麼？社會好像根本不是我可以涉足的地方」。他
擔心無法於中五會考取得合格成績畢業，寧願提
早在中三輟學，然後每日在家中上網，形容自己
是「十足十的隱青」，一「隱」就是5年。

有一天母親突然向子穎遞上一本毅進小冊子，
鼓勵他報讀，令他有點錯愕，「當時已經幾年沒
有讀書了，突然叫我讀書⋯⋯但想到可能一輩子
都躲在家裡，我又不敢再想下去」。

母勸讀毅進 終如夢初醒
這時子穎如夢初醒，原來在心底裡，他仍然想

像普通人一樣，在社會上自力更生，「當時心
想，試試自己的能力，又有甚麼損失呢？」子穎
終於鼓起勇氣，認真翻閱小冊子，報讀嶺南大學
持續進修學院「活用心理學」課程，展開重返校
園的旅程。

「無法take two，只能向前」是子穎的座右
銘。他當初沒料到自己報讀的是最後一屆兼讀制
毅進課程，意味他不能「再hea」，必須於2年內
完成課程，才可順利得到相等於中五畢業的學
歷。

學習過程中，子穎面對不少挑戰。在硬件方
面，學校為他安排了特別座椅及電腦，但是他寫
字及用電腦較一般人慢，只好把老師課堂上的說
話牢記腦海，回家再整理筆記。縱使困難重重，
但子穎說：「我沒有過放棄的念頭，因為這裡的

老師和同學都沒有放棄我。」

願過新生活 盼自食其力
子穎目標是10科合格畢業，現時距離目標仍欠

3科，但有信心於本學期完結前達標。在課程劃
上句號時，他打算展開新生活，包括升讀與電腦
相關的文憑課程，日後不單要自食其力，更要

「賺錢給家人」，報答他們一路上的支持。

■藥劑師「吃香」程度急升，起薪點升至4.5萬元，更有業界開價5萬元至6

萬元請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思諾 攝

■黃志基(前中)和梁 行(前左)表示，港大藥劑學學士課程早前已通過學術

評審。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思諾 攝

■曾子穎即將成為末屆

毅進計劃畢業生，希望

稍後可銜接電腦相關文

憑課程。 校方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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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錦川指，研究計劃目標是進一

步優化合金成分和熱處理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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