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鮮魚行校擲11萬
助舊生赴美留學

■右起：副校長江佑伯、英國語文學系系主
任陳彥康及英國語文學系高級講師李雪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歐陽文倩 攝

盼開拓視野 綜援家貧生立志當會計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勞雅文）學生主要來自基層家庭的鮮魚行學校，經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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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糧食、生活用品等幫助貧困學生，今年更首次豪擲11萬元，資助舊生到美國
留學一年，不但期望讓同學開拓視野，更希望長遠助他們脫貧。是次幸運兒是
中五生黃嘉暉，來自綜援家庭，他坦言「連發夢都無想過」赴美讀書，未來會
好好珍惜學習機會，決心留在當地「半工讀」至大學畢業，立志成為會計師。

每

年獲外界不少捐助的鮮魚行學校，去年
通過撥款11萬元，資助1名現於中學就
讀的舊生到外國留學一年，款項包括學費、
生活費及機票，成功申請人將獲安排寄宿於
當地義務家庭。

校長望自力更新讀上去
校長梁紀昌表示，知識可改變命運，有關
計劃有望助貧困生打破困境，「雖然資助只
得1年，但學生靠當地獎學金自力更新讀上去
最好。不然一年交流回港，至少可打好英文
基礎」
。
經過筆試及面試，現年16歲的聖文德書院
中五生黃嘉暉成為幸運兒，最快今年7月可衝
出香港赴美留學。直言現時成績「麻麻」的
嘉暉，形容自己留港不可能升讀大學：「文
憑試太難了，要跟數萬人爭，輪都未輪到我
啦！」

父腸癌病故 母子補家計
嘉暉5歲時與較他年長1歲的哥哥嘉俊，隨
母親從內地來港與父親團聚，其後父親於嘉
暉四年級時患上腸癌，自此臥病在床無法工
作，一家依靠綜援維生。為幫補家計，每當

紅館舉行演唱會，母親會率領兩兄弟到場外
叫賣熒光棒，靠當日賺來數百元開飯。父親
隨後於嘉暉讀小五時病故，生活更捉襟見
肘。
在困境中成長，嘉暉從未想過到外國升
學。他坦言，「屋企負擔不起，連想都無想
過」。現在母校鮮魚行學校給他這個黃金機
會，嘉暉笑言，「知道成功申請後，好開
心」
。

兄擬考消防供弟讀書
為做好留學準備，嘉暉預先搜集資料，了
解美國教育情況。他表示，獎學金雖然只會
資助他留學一年，但他已計劃留在美國完成
大學課程。嘉暉表示，當地有大量獎學金可
供申請，加上大學時可「半工讀」
，家人亦支
持他的決定，「哥哥稍後考到消防員，都會
供我讀書」
。
從未踏足美國的嘉暉，對前路充滿信心，
「那邊並非單靠考試，我在其他方面會加倍努
力，相信可以入到大學」
。熱愛打籃球及對經
濟科充滿興趣的他表示，最希望考入密歇根
州立大學讀體育，又或到史丹福大學讀經
濟，將來要成為會計師。

請借我一根鐵棍（上）
午飯結束的鐘聲剛剛響
起，外邊即傳來咚咚的敲
門聲。女孩背 書包斜對
我，靦腆地問我借一根鐵棍，
好讓她逃離學校。我心裡嘀咕：從未聽過她說出
這樣的話，但細心一想，微笑禁不住從心發出。
小麗在這所學校經已有4年了，每天從夢裡醒
來，她習慣告訴自己，今天一定要逃學，或者找
個藉口遲到，就算一秒也好，只要能夠延遲踏上
那像伸出鬼爪似的學校大門，也是好的，可是她
其實卻是一位從沒缺席或遲到的乖學生。

自小患怪病 相貌不討好
她自小患有怪病，臉形扭曲，相貌怪異。「曾
向醫生打探，但醫生指暫未有任何醫療技術可改
善小麗情況，這副面相可能跟隨她一輩子」
。她
爸爸用平和的聲線告訴我有關小麗的病況。
他印象中的女兒，自小害羞，從不主動跟人聊
天，在家裡也難得和父母說上幾句話。女兒不喜
歡照鏡，總說自己樣子醜陋，不照也罷。有時買
了新書包、新眼鏡，她只在家裡才敢戴，因為她
知道身上任何轉變，都能惹來同學目光─不好
的目光。

社工盼約見 總推說沒空
認識小麗，是在她剛入學那年，但要見她，並
非想像般容易。每天早晨，我習慣把一堆約見紙
交到校務處，再交由校工分發給學生。一般情
況，學生都會按照紙上安排時間前來。不過小麗
不是訛稱收不到，就是說她沒空。在取得她的信
任前，我必定直搗課室。當不得已時，更要用極
端奇怪的溫柔腔調哄她出來。

常自我保護 話匣子緊閉
小麗自我保護意識很強，強得像一堵無形的高
牆，阻隔我倆溝通。高牆背後的她，我看不見，
她也無意讓我看見。小麗也很率性，對於沒興趣
的話題，她從不勉強攀談。偶爾提及情緒、面
貌、社交等敏感話題，她就官腔地推說不知道，
或者否認其事。為了「博取」小麗信任，我動之
以情、誘之以利、說之以理，可是話匣子就是沒
法順利打開。

就在那一天 小麗突來訪
我知道問題在我身上，我不服氣，我絞盡腦
汁，一邊等候，等待一個可以攀過高牆窺探她另
一面的契機。那天午飯時間結束，她突然來訪，
一股興奮莫名的措動不禁在我心裡跳出來⋯⋯我
想，機會來了！（待續）
撰文：
香港家庭福利會
註冊社工 洪欣欣
網址：http://www.hkfws.org.hk
（小題為編者所加）

「夠膽」英文佳 嘉暉「輕易過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勞雅文）
鮮魚行學校首次協助家境清貧的舊
生到海外留學，雖然機會難得，但
校長梁紀昌透露，原來黃嘉暉成功
獲 選 屬 「 輕 易 過 關 」， 因 為 計 劃
「無人參加」
，「年輕人只要有勇氣
踏出第一步，就可以改變原本平凡
的一生」
。

20人合資格 僅2人報名
資助留學計劃去年推出後，梁紀
昌表示，校方曾透過電話聯絡近20
名符合資格的舊生，通知他們有關
計劃，結果卻只收到2份報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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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估計學生缺乏信心，不敢離港讀
書。嘉暉因「夠膽」，結果就有機
會衝出香港，「他的英文程度較
好，結果輕易獲選」
。
但由於資助金額龐大，受惠者單
一，梁紀昌指計劃雖然很有意義，
但暫時只能逐年舉辦。為使計劃可
持續令更多學生受惠，梁紀昌表
示，學校早前獲有心人送贈一幅已
故國畫大師張大千真跡《黃海雲
松》
，估價8萬元至10萬元，原先打
算拍賣，現希望改為送贈給支持有
關計劃的善長。梁紀昌笑言，「希
望可藉此籌得50萬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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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
「雙軌年」大專學額供不應求，報讀
珠海學院人數較去年上升數倍至
1,000多人，校方預計公開試放榜後
出現新一輪報名潮，約4人爭1個學
額。另該校籌辦多年的專業英語傳
意（榮譽）文學士課程，最近通過
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評審，
將提供額外120個學額。

英語遜挨批 推課程培訓
珠海學院早前曾進行業界調查，
發現外界普遍認為本港大學畢業生
語文能力不達標，對與外國人溝通
技巧及其文化了解不足，又不認識
行業用語，在職場上甚吃虧。該校
英國語文學系系主任陳彥康指，因
應以上問題，校方決意推出上述課
程，加強專業英語訓練。
有關課程為期4年，首兩年會修讀
通識課程及核心必修科，內容主要
與語言相關；第三年起讓學生分
流，可在「工商傳意技巧」
、「大眾
傳播」及「翻譯傳譯」中3選1。

明年搬校舍 可容4,000生

副校長江佑伯表示，校方近年積
極發展，明年底將搬至屯門校舍，
屆時學校將可容納4,000名學生。校
方會把目前課程數目倍增至約20個，包括環
保、社會科學、新媒體等課程，並把新聞系
升格成學院。校方正在申請屯門校舍附近2幅
合共逾5公頃地皮作教學和建設宿舍用途，並
將於明年底申請升格為大學，現已進入第二
輪評審階段，最快2014年中有結果。

改革教材送審制 李慧 倡中央招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勞雅文）教科書分拆問題成為
社會熱話，新學年適用書目表日前推出，書價有加無
減。在一個公開論壇上，教育界人士及家長代表均對
書價大表不滿，指擾攘多年的分拆政策徹底失敗。教
育評議會副主席何漢權建議，教育局應放棄教科書審
批權，讓學校自決，從而開放市場，打破現時書商壟
斷局面，才有望減低書價。
昨日《城市論壇》上，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主席
李慧 、香港中文大學財務系教授王澤基、油尖旺區
家長教師會聯會會長李偲嫣、教育評議會副主席何漢
權等，就教科書分拆成效問題展開討論。
李慧 指，過去收到大批家長投訴，指教科書連年
加價對他們不公，現時書價水平亦不可接受，「不夠

100頁的書都要賣100元，與名作家、經典比較，都屬 國2007年曾投入21億美元發展電子教學工具，但最近
太貴」
。
亦宣布放棄，反映成效不彰。
她批評教科書分拆政策失敗，書價不減反加，令家
李偲嫣：年年加不公平
長多年減書價期望落空，建議當局循中央招標及改革
李偲嫣批評書商，教科書年年改版，年年加價，
送審制度解決問題。
何漢權認為，教育局分拆政策朝令夕改，應被問 「動輒換張照片就說要改版加價，對家長極不公平」。
責。而分拆與否並非造成書價貴的重點，關鍵是現時 她又指家長普遍同意長遠可發展電子教材，但現屆政
送審制度，「書商申請送審需時2個月，當中涉及大量 府必須先交代新學年書價過高問題。
人力物力，並非細出版商做得到」
。另一方面，學校要
王澤基：出版界無壟斷
從指定書目表中選書，造成壟斷，令書價不能下調。
王澤基堅持新學年書價並非有加無減，他解釋指，
他認為，降低送審門檻，把有關審批權轉交學界，將
在本港通脹5%情況下，書價雖然平均加幅0.5%，但實
有助開放市場。
至於教育局力推電子教科書，何漢權則引述指，韓 際卻下降4.5%。他又認為現時出版界並無壟斷。

牛津校長為港童講故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思諾）
牛津大學校長賀慕敦（Andrew
Hamilton）近日訪港，昨日出席牛
津出版社推動親子閱讀活動，為在
場小朋友講故事。適逢昨日母親
節，賀慕敦倍加思念已過世的母
親，「她是幼兒園老師，熱愛講故
事，讓我從中愛上閱讀，學會在書
本中發掘各樣知識」
。

適逢母親節 倍思念亡母
賀慕敦表示，96歲的母親2年前
離世，「即使母親已經很老，但她 ■賀慕敦昨日為小朋友講故事，推動親子閱讀。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思諾 攝
依然堅持拿 圖書，為小朋友講故
事，她熱愛這工作」。他又指媽媽一直教導 機。
他，閱讀非常重要，因此他從小就愛看書，並
稱喜愛閱讀 入大學條件
把這個好習慣「傳授」予3個子女。但他笑
他指愛閱讀絕對是入讀任何大學必要條件，
言，子女現已20多歲，不用再為他們講故事
「愛閱讀的學生，代表他亦愛探究，且具備獨
了。
身為世界頂尖學府校長，賀慕敦叮囑學生用 自尋求知識的能力」。他對在場小朋友笑言：
閱讀拓闊想像力，而不只是玩遊戲機和智能手 「我相信你們2025年必定可入讀牛津大學！」

東華張明添中學扇舞賀校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
東華三院張明添中學日前舉
行40周年校慶日典禮，邀得
教育局深水 區總學校發展
主任繆東昇主禮。校方安排多項
學生表演，包括中國扇舞表演。
東華三院主席兼名譽校監陳文綺慧表示，該
校學生除了在學業上有所增進外，各項體藝發
展及社區服務參與均有積極表現。
■該校學生傾力演出。

校方供圖

■青協舉辦
「衝出愛」計
劃以促進親
子關係，昨
日在商場發
起「 母 親 節
Post it Love」
活動。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劉思諾 攝

初中生與父母衝突 25％「扮聽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思諾）青協一項大型調查顯示，八成受
訪初中生與父母發生衝突時，不懂處理和解決問題，只會以惡劣態
度反擊或「扮聽話」
，令雙方關係變差。有社工建議，父母和子女
爭執時，應「停一停，諗一諗」
，以免家庭悲劇發生。
青協親子衝突調解中心，去年9月至今年4月，訪問來自全港20間
中學共6,294名學生，了解現今親子衝突頻率及主要成因。調查顯
示，42%學生表示，與父母甚少爭執；但超過三成學生每星期或每
3日至4日便會和父母爭執；每日與父母爭執一次，甚至數次的學生
達16.9%。

17%變「憤怒鳥」駁嘴 16%做「聾的傳人」
親子調解中心單位主任韓曄表示，僅兩成學生與父母爭執時懂跟
對方「有商有量」
。至於其餘八成受訪者，均無法適當處理問題。
調查顯示，25%學生選擇「扮聽話」
，表面屈從父母決定，實則不
會聽從；另兩成人會「啞忍」，不表達真正想法，心裡卻不住埋
怨；17％學生會化身「憤怒鳥」
，愛死撐和駁嘴；其餘16％做「聾
的傳人」
，不理會父母說話。
青協資深駐校社工劉麗霞表示，個案中兩成家庭要到雙方情緒失
控才會尋求協助。她指曾有中二男生因上網問題與母親爭執，男生
以粗口罵母親，母親最後激動得以菜刀威嚇兒子關電腦，最後要報
警平息事件。劉指香港居住環境擠迫，家人易發生衝突，但若能妥
善處理，可避免家庭悲劇發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