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與很多家長
傾談，才發現他們
都為家中幼兒一些
奇怪行為和反應感
到煩惱。有一位母
親，她的兩歲孩子

總是用腳尖走路；另一位母親就讀幼兒園的孩
子，每次洗頭都好像世界大戰一樣，無故哭鬧。
媽媽威迫利誘，仍然無甚幫助，其實這可能跟小
朋友感覺統合出現問題有關。

洗頭時害怕 或觸覺敏感
小孩子不喜歡放平雙腳，可能是因為腳部觸覺

反應比一般小朋友遲鈍。當小孩子在一些凹凸不
平的地面上行走，反過來就會放平雙腳，因為他
的腳掌接收到較大感覺刺激，有助走路。孩子害
怕洗頭，有機會是因為害怕花灑的水濺到臉上的
刺激。這可能是孩子的觸覺較其他小孩敏感。

面對觸覺感統合出現問題，家長可多讓孩子接
觸不同質感的物件，增加對孩子的觸覺刺激。例
如可以撒一些豆在地上，讓孩子在上面走路，又
或製作放滿米或豆的小膠箱，裡面放 不同質感
的物件，讓孩子伸手進內取出物件，這樣都有助
訓練小朋友的觸覺。

統合出問題 照顧或欠佳
小孩出現感覺統合問題，很多時候都跟成長階

段中的家長照顧方法有關。現代很多家長都是雙
職父母，照顧年幼小孩責任都落在年長祖父母、
外祖父母又或是外傭身上。較年長的照顧者，很
多時候都會因為自己體力有限，不願意帶小朋友
外出到公園玩。至於一些由外傭照顧的小孩，家
長很多時候會擔心外傭是否能確保孩子安全，因

而盡量減少他們帶孩子出外，以避免發生意外。而且現在
很多小孩的時間表都擠得密密麻麻，家長都喜歡讓小朋友
參加興趣班，到公園遊玩這些活動，在父母眼中似乎意義
不大。

鞦韆搖搖板 訓練前庭覺
玩鞦韆、搖搖板、平衡木等，其實都有助訓練孩子前庭

覺。有些小孩甚或是大人，對於盪鞦韆甚至是乘電梯都感
到異常害怕，又或是有些小孩總是坐不定，經常把頭或椅
子搖來搖去，數十分鐘也不覺得累，這些都可能是前庭覺
感覺統合出了問題。

要訓練小孩的感覺統合，家長就要多讓小孩接觸外界，
千萬不要只把小孩子關在家中，多帶小孩子到公園或其他
地方遊玩，接觸不同的人和事，多做運動。這樣除了可訓
練小孩子感覺統合外，亦可使他們身體更健康，同時亦能
提升社交技巧。

當小朋友出現行為問題，家長切記保持冷靜，不要遷怒
於孩子，應先找出行為背後的源頭，對症下藥，有需要可
尋求專業協助。

撰文：
香港家庭福利會

全人專業服務註冊社工張雅琳
查詢電話：2527 3171

網址：www.hkfws.org.hk  www.wellnesshk.com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李惠利地建中醫院 政府不支持

不奢望一試即入大學 盼證明「今時不同往日」
重回正軌邁首步

「鐵窗生」迎文憑試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劉景熙）

香港正邁向知識
型經濟社會，年
輕人持有學位證
書或更有利就業
及未來發展。職
訓局轄下才晉高
等 教 育 學 院

（ S H A P E ），
2013/14學年將會
開辦至少18個獲
香港政府認可的
非本地大學銜接
學位課程，包括工商管理、中藥、室內設計
等，提供最多約2,300個學額，其中最多1,000個
將首次公開，供非職訓局副學位學生報讀。由
於成本上升，學院各課程學費將上調平均3%。

供2,270學額 千學額開放

才晉高等教育學院昨日舉行傳媒茶敘，院長
黃倩瑛表示，2013/14學年，才晉高等教育學
院將提供最多2,270個非本地大學銜接學位課
程學額，它們來自18所非本地大學課程，全部
已獲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HKCAAVQ）
評定，為有志升學的本地副學位畢業生提供多
一條出路，其中最多1,000個學額會向外校生
開放。

黃倩瑛續指，學院銜接學位課程過去只供
職訓局副學位學生報讀，但校方留意到社會
對年輕人學歷要求提升，故有此決定。一年
學費約5.8萬元至約10萬元，修讀年期1年至2
年8個月不等。學校會提供獎助學金。為方便
學生了解詳情，學院將於3月23日在香港知專
設計學院舉行開放日。

才晉高等教院
辦非本地大學銜接課

李歐梵關子尹周六演講慶中大5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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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熙）同樣在歌連
臣角懲教所服刑、同樣因反叛而誤入歧途、同
樣應考今屆文憑試，今年17歲的朱仔（化名）
父親是一所貿易公司的老闆。朱仔一家人本來
生活美滿，但他受不了學校管束，中四時因逃
學半個月被校方勸退。輟學後，他好吃懶做，
又嫌零用錢又不夠用，重遇中學時的壞朋友後
加入黑社會，打架、偷竊、帶毒無惡不作，最
後因行劫被捕。人因經歷而成長，他事後回
想，後悔至極，現在只希望好好讀書，將來協
助父親打理生意，為守護家業而奮鬥。

輟學出社會 始知搵食難

朱仔一臉稚氣，卻因「行劫罪」及「行劫不
逐及傷人罪」入獄。他指自己年紀輕輕便討厭
規條，被訓導主任召見當作家常便飯，到中四
終於忍受不了，以逃學反抗，亦被學校勸退。
少爺仔出了社會工作，才知「搵食艱難」。

嫌零用錢少 傷人偷竊搶劫

他曾任職洗頭工、侍應、快餐店店員等，3
個月內轉了5份工，「最慘一次，做跟車，因
手腳慢，被同事不斷用粗口喝罵」。他受不住
苦，跑回家問家人拿錢，但一個月只得1,500
元。他嫌不夠用，「後來重遇了一些中學壞朋
友，加入黑社會、帶K仔等，又會偷東西，最
後更演變成傷人行劫」。

進入懲教所後，朱仔思前想後，記起了以前
父親曾說過，希望未來讓他從事貿易生意，

「以前看過了父親的生意文件，全部英文，我
根本看不懂」。自知斤 不足，朱仔決心修讀
文憑試，對於他最害怕的英文，「每天讀10個
生字，抄下解釋和用法」。不過，由於底子太
差，朱仔對直接升大學不存厚望，「目前只好
盡力而為，希望英文至少有2級，其他再考好
些，目標是國際貿易高級文憑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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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劉景熙）第二屆中

學文憑試即將在下星期一開考，不少考生積

極備戰，讀書、操卷、上補習班，力求在

「一試定生死」的制度下突圍而出，奪取大學

學位。而在主流社會另一角，則有一些「另

類考生」，在學習條件欠佳的「鐵窗」下默默

耕耘，希望證明自己「今時不同往日」。他們

不敢奢望一蹴而就殺入大學，但這場文憑試

之戰，正是他們重回人生正軌的第一步。

懲 教署今年分別有7名考生來自歌連臣角懲教
所，及6名考生來自壁屋懲教所，當中包括21

歲的阿樹(化名)，他今年經已21歲，是第二屆文憑試
考生，較同屆一般考生年長一截。來自小康之家的
他，母親一直希望栽培他成才，經常督促他努力讀
書。他中學成績曾經不錯，排在班內十多名，但後來
因受不了母親嘮叨，經常玩至深夜才回家，成績變得
一落千丈，最後以5分會考成績「回報」母親。母子
拉鋸戰中，媽媽一度鎖門不讓他回家，又實施「一個
月100元」經濟封鎖，但他卻「愈禁愈反叛」。

爆竊入獄 累母自責患病

無法升上中六，母親讓供阿樹讀其他基礎課程，他
卻因「貪玩」而偷用朋友信用卡，消費9,000多元，被
判感化令、留案底。其後他又因一時興起爆竊迷你
倉，再次被捕，被判入獄。母親自責教兒不善，一度
患上焦慮症。

遇上前校長 勉重拾課本　

漫無目標進入懲教所後，阿樹遇到歌連臣角懲教所
「前校長」張俊文，沒想到這正是他的人生轉捩點。

張校長知道他曾考會考，認為他有能力讀書，便激勵
他善用光陰，「校長話，你都有中五學歷，要追返應
該唔難，就試下用10個月追返別人3年的進度」。

阿樹自此立志讀書，每天早上9時上課，4時下課後
回到住宿倉，繼續與其他一同應考文憑試的囚友努力
溫習，互補長短。他一直讀書、做功課，直到晚上10
時關燈睡覺。他過 這樣規律的生活，已有一年多。

母喜見子長進 辛勞助備戰

看到兒子開始長進，原本傷心透頂的母親，決定重
新接納兒子。阿樹指，由於同住的婆婆早前身體變

差，母親已辭工全職照顧，目前要靠積蓄過活，平時
母親會定期探望他，奔波勞碌。為了支持兒子應考文
憑試，母親買了十多本練習、參考書給他，更定期剪
了70多份剪報，並試 自己做分析，把消化了的想法
告訴阿樹，助他應考通識科。

立志做社工 盼幫後輩

阿樹特別感謝家人、懲教所各位教師及朋友支持，
立志成為社工，希望將來可修讀與社工有關的專上課
程，「我希望出到去，用自己的經歷幫助有相同情況
的年輕人」。

迎戰文憑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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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政府昨日發新
聞稿回應浸會大學爭取前李惠利校舍整幅用地一
事。政府發言人表示，現時沒有政策向個別團體
提供政府土地，以發展自資中醫院用途，因此並
不支持在前李惠利校舍用地南面部分興建私營中
醫院。

至於浸大與尖沙咀街坊會合作的中醫院計劃遇到
「技術困難」，如校方仍對計劃有興趣，政府部門會
繼續協助浸大跟進該計劃。

稱浸大說法與事實不符

政府於新聞稿表示，浸大在爭取李惠利地皮上部

分說法不符事實，故發表「嚴正聲明，以正視聽」，
例如對於浸大指，校園土地面積在8大院校之中最
小，政府指校園土地面積難作簡單化比較，又指浸
大「人均校園面積」在4所市區院校中排第三。對於
浸大表示自2009年已向教育局提交在李惠利地皮建
中醫教學醫院計劃，政府則表示浸大確實於2009年
提交報告，但指該校近年就該用地先後提出多個不
同用途建議，但部分建議只有簡單文字描述。

尖沙咀計劃 政府願協助

不過，有見浸大爭取中醫教學醫院心切，政府表
示，有關部門會協助浸大跟進尖沙咀方面的計劃，

同時表示不希望有關團體爭取李惠利用地時影響學
生正常學習。

用地建豪宅 浸大憂浪費

浸大昨晚回應指，政府指浸大對校園空間的需求
中有93.6%已獲滿足，是因為浸大在334學制中，校
園擴建計劃最早完成的院校，「政府的說法似乎是
計算了浸大完成擴建的部分，而不計算其他未完成
工程院校的擴建後面積，浸大的數字自然較高」。該
校強調反對政府把教育用地改作豪宅用途，認為這
無助解決社會基層市民住屋問題，亦浪費了一幅珍
貴的教育用地，是雙輸的方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為了慶祝創校
50周年，中文大學以「傳承、開創」為主題，舉辦
一連串活動，當中的「50周年博文公開講座系列」
共設有8場公開講座，由中大各學院傑出學者主
講。

首位登場講者為李歐梵教授及關子尹教授，題目
為「大學教育的理念與現實」，活動現已接受報名，
巿 民 可 致 電 3943 8893， 或 網 上 登 記 留 座 ：
www.50.cuhk.edu.hk/anniversaryfair。

其他講座報名詳情將陸續公布。

回顧創校理念 談「洪堡特模式」

講座將於3月9日（本周六）晚上7時正，假香港銅
鑼灣中央圖書館地下演講廳舉行。李歐梵將從他自
身於上世紀70年代在中大的經歷，回顧中大創校理
念，將之與現況作出比較。關子尹將重點介紹現代
大學發展史中的「洪堡特模式」，除了簡述其歷史緣
起、基本理念、對後世各地大學教育影響外，將循
洪堡特觀點對今日普世大學教育的教育實踐作批判
性反思。

城大探索創新節 展教學成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港城市大學3月3日
至7日舉行「2013城大探索創新節」，向公眾展示該
校教學成果，並介紹獨特的「重探索求創新課程」
等多項課程。校方昨日舉行開幕典禮，主禮嘉賓包
括環境局副局長陸恭蕙、香港海洋公園主席及城大
榮譽博士盛智文、校長郭位、副校長李博亞及林群

聲。
另該校6位模範教師，在開幕禮上獲頒2012/13年

度傑出教學獎，表彰他們為提高城大卓越教學質素
作出的貢獻。典禮結束後，盛智文舉行講座，分享
自己以創新和創意達致成功的經歷，並鼓勵學生以
創新方法探索未知世界。

■黃倩瑛表示，校方將提

供最多2,270個非本地大學

銜接學位課程學額。

校方供圖

■阿樹及朱仔曾經誤入歧途，現痛改前非，為未來奮鬥。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偉邦 攝

■朱仔每天學習13小時，希望未來繼承家業。 黃偉邦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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