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大在2011年向全港13間中小學發出問卷，訪問了
9,432名小三至中五學生的家長，量度他們眼中子

女的「自戀指數」，逾3分屬於「有自戀傾向」；而8分
或以上更屬「病態自戀」，最極端者可達14分。

家長評估 分數超英美澳

受訪父母要利用「反社會篩選表」評估子女的「自戀
指數」，包括7大範疇，例如情緒表達、會否戲弄別人
等。調查發現，受訪者對子女評分平均為3.89分，比起
美國(2.9分)、澳洲(2.81分)及英國(2.36分)明顯高出不少。
調查又發現，在9,432個樣本中，有1,558個受訪者的孩
子曾在校園欺凌別人，屬「操控型攻擊者」，有關家長
對孩子的評分更高達6.23分。

父母縱容：我的孩子當然醒

城大應用科學系副教授馮麗姝分析指，港生的「自戀
傾向」嚴重，與部分父母變成「怪獸家長」、「直升機
父母」有關。她指「怪獸家長」多用權威式管教，過分

重視子女的成績和課外活動，其高要求容易導致子女對
自我形象理想化，「家長常跟他們說『你得 ，你咁
醒！』，會增加他們自戀感覺」。

至於常常保護子女的「直升機父母」，將同樣令子女
自戀。她指有些父母溺愛子女，事事給予最好的照顧，
將令這些小孩有強烈的優越感，過度以為自己無比重要
和尊貴，以為自己配得上最好的特殊待遇。

富家女自我中心致朋友少

馮麗姝進一步警告，自戀源於自我中心，過分自我膨
脹會演變成「操控型攻擊者」，即會因私利而主動去欺
凌別人，甚至犯罪。他們通常會善於觀察和精密計算，
犯罪後又不形於色，外人難以察覺，對社會構成威脅。

青協資深社工吳錦娟透露，曾有高中女生因社交問題
向她求助。該女生家庭富裕、讀書成績不錯，卻沒有朋
友。再三細問之下，吳錦娟才發現該女生十分自我中
心，對朋友要求很高，如生日時要求朋友在凌晨12時致
電道賀，又不准好友有其他朋友，結果令原先的朋友全

被嚇跑了。

專家：聽子女需要 須設底線

吳錦娟亦遇過1名家長求助，指自己20多歲的兒子，
出來工作四五年，卻沒有1份工作能做滿1個月。她後來
發現該男生常常埋怨工作不如意，吳遂提出改善建議要
求家長轉達，卻被家長以「他承受很大壓力」為由拒
絕，盡顯保護心態。她建議父母多以開明權威的方法管
教子女，既聆聽子女需要亦要設下規範和底線，發展子
女獨立理性分析能力，也要讓子女嘗試代入他人角色思
考，培養同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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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克儉：一機構退出 無礙電子書試教

15%屬「校園惡霸」級數 指數超美加少年犯
或易變潛罪犯
港童多自戀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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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香
港大學和花旗銀行昨日舉行銀行實務
課程「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itibank University Banking Course
2012-2013」畢業典禮，49名完成為
期3個月課程的學生獲頒發修業證
書，其中4位獲頒「傑出學生獎」學
生有機會於今年暑假到花旗集團實
習。

港大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院長張介
表示，在課程期間，學生參與了13節
由花旗銀行資深銀行家親自講授、內
容涵蓋不同銀行業務範疇的課堂，又
參觀了花旗銀行位於旺角的旗艦分
行，並通過了中期測驗以及完成一份
期終小組專題報告。

花旗銀行及港大最後根據參加者的
出席率、課堂表現、中期測驗及期終
小組專題報告的成績，選出4位「傑
出學生獎」得主，分別為韓家暹、梁
棋 、夏璐瑩和葉熾發。

閱讀非只看書
重吸收與反應

港大與中學師生「談情說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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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書局推出《香港散文典藏》系列，邀請多位著名本地散文名家，包括金

庸、小思等，精選他們多篇散文名作，輯錄成書。此系列更請來本地文化界重

量級人物、著名作家劉紹銘教授和陳萬雄博士作顧問，主編則為香港浸會大學

中文系黃子平教授，其選篇嚴謹準繩不在話下，導讀更是水準之作。

《那一塊錢》 怎比人生理想重要
這本書涉

及親情、愛
情及工作等
範疇，情節

易明吸引，讓生活在繁華社會的我們
都能拋開包袱，享受閱讀的愜意。

先談論本書的結構和寫作手法，故
事主角是景桐，以她的經歷作為情節
主幹，令整體故事發展得流暢清晰，
做法老練。作者又把一些方言及生活
用語融入故事，除增加情節的真實
性，還能突出輕鬆這個特點，足可見
其心思。

除文學層面外，本書也給予我一番

反思。故事不折不扣地反映出現今香
港社會的現實，城市人為生活忙得透
不過氣，連與家人相處的時間也變得
少之又少，只顧拚命賺錢，甚至為金
錢問題而發生爭執，到底人是為生活
而工作，還是為工作而生活？或許有
人認為，當然是為生活才工作，人工
作正是要維持收入、養家餬口，工作
是被迫的。而真正的生活則在工作過
後，即與家人、朋友共處共歡的時
刻，我倒不認同。

以愚之見，工作也是生命中的重要
部分，與其強忍捱苦，何不好好享
受？現代人因工作而不快樂，整天怨

天尤人，原因真是工作量過大嗎？我
認為是他們沒有目標、失去理想、喪
失拚勁，並被世俗的膚淺觀念—利益
主義所渲染。他們只會以「這就是現
實」來說服自己，殊不知自己只往一
條絕路前行，還把怨氣向至親發洩，
這是再愚蠢不過了。

抱有理想、信念可令人保持對工作
的熱情，令人年輕；喪失理念只會帶
來悲怨，令人年老。金錢在生命中只
佔一小席位，人的品德情操卻是無價
之寶，讓人超脫世俗，不受外來
因素影響太深，保持心靈
恬靜。因此，現代人該做

的不是埋頭苦幹地工作，而應留時間
予自己思考，時而拭洗自己
心靈上的塵埃，及為自己訂
立人生目標，抱有遠大理
想。

曾子（即曾參，孔子弟子）
曰：「吾日三省吾身。」除反
思自己可改進之處外，亦應留
意所努力拚搏的事情是否有助完
成大方向。只有這樣，才可保持
心境處之泰然，不受世俗薰陶，

活出自己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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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稿啟事本報教育版最近新增投稿專欄，廣邀全港中學

生撰寫書評，藉此推動學界閱讀風氣。投稿作品

每篇介乎500字至800字，須為原創，不得一稿

兩投。作品一經刊登，可獲由中華書局贈送50元

書券乙張，以及《香港散文典藏系列》(平裝)一

本，價值88元。投稿者請把書評電郵至wwp.edu@gmail.com。

電郵標題請註明「書評專欄投稿」，並列明學生

姓名、就讀年級、所屬學校、住址、聯絡電話和

電郵，以便編輯跟進。

中華書局總編輯李占領點評：工作是一種
歷練，也是發揮所長的地方。要在工作場所
中活出自己的人生，需要好好裝備自己，努
力！

學生：鄭領
學校：聖公會林裘謀中學

本 內容：文匯教育 社團新聞 中國新聞 國際新聞 副刊 娛樂新聞 體育新聞

人人都知道「閱讀」的好處，
而其實閱讀並非單純「閱覽誦
讀」，也可以是「對於他人的敘
述，或從事件中能有效吸收與反
應的能力」。舉個例子，有時足
球評述會以「閱讀比賽的能力」
去評價一位球員，意指這位球員
對於球賽的局面吸收與反應都很
好，往往能夠作出適當的表現。

在幼兒階段，閱讀能力是學習語言重要的一環。

讀後能表達獨到見解更佳

有些家長為孩子提供很多閱讀的機會，每年7月書
展會攜 到歐洲旅行用的那一種大型旅行箱去買書
給孩子看，不少家長甚至分3天去買。每年筆者都在
會場見到「書比小孩高」的情景，知道這些小孩的
未來一年都會很充實。另一方面，筆者也會想，我
們讓孩子學會閱讀了麼？理論上，好的閱讀方法即
指很快看懂文章，並抓到重點，然後正確且清楚地
表達自己的想法。這種想法要合乎邏輯且不自相矛
盾；如果閱讀後，可以表達出獨到的見解就更佳
了。所以要求小朋友寫閱讀報告是一件有益的事，
可以訓練他們以上提及的能力。久而久之，他們就
會體驗到瀏覽、提問、閱讀、複述及評論這5個閱讀
的階段。

幾個月前，筆者曾在專欄中提到多元智能評估中
的「閱讀能」，就是指擅長閱覽誦讀資料的能力。

「閱讀能」分數較強的人，必能勝任文字資料的校
稿、企業的知識管理部門、學術單位的研究工作、
圖書資訊的行業及文字資料的翻譯。

勿扼殺不同觀點與想像力

不要對閱讀有認知錯誤，讓孩子只追求標準答
案，扼殺了不同觀點和想像力。也不要誤會筆者在
此文要求大家限制小朋友的閱讀習慣，閱讀應該是
不受任何的限制，隨興自在地看自己想看的書或文
章。小朋友的閱讀不夠，學習將不佳，因為抓不到
課文主旨也看不懂題目。情況就是讀了一本書或一
篇文章後，小朋友卻弄不清楚裡面在說甚麼，這就
是缺乏閱讀能力。這是頗為嚴重的問題。

我們的教育，過於咬文嚼字的專注細節，這已和
閱讀本身無關，會讓孩子失去閱讀的興趣，也會阻
礙對整篇文章或整本書的理解。 ■鄭雅迪

andy.cheng@athena

intellects.com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港大和花旗銀行昨日舉行銀行實務課程畢業

典禮。 校方供圖

■吳克儉（右二）強調有機構退出計劃，亦不會妨礙電子書進行試教。圖為

吳出席創造香港的閱讀紀錄開幕儀式。

■城市大學

昨公布香港

中 小 學 生

「自戀指數」

研究結果。

左起：吳錦

娟 、 馮 麗

姝。

劉景熙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熙）家長管教不善，容易造成港孩自戀，甚至演變成嚴重的行為問

題。香港城市大學昨日公布的一項大型研究顯示，香港中小學生的「自戀指數」高達3.89分，較

美加等多個已發展地區高出三成至六成。當中逾一成半的學生更屬「操控型攻擊者」，即典型的

「校園惡霸」，其「自戀指數」更高達6.23分，數字高過美國及加拿大青少年罪犯的指數。負責研

究的學者警告，港孩自戀而過分自我中心，將會損害其同理心，有時會為求私利而不擇手段，或

會成為社會的潛罪犯，呼籲家長要留意及加以管教，必要時向專家求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教育局局長
吳克儉昨日出席一個公開活動後表示，目前
有一間私營機構因為其他考慮而退出「電子
教科書市場開拓計劃」，另有一間機構則正在
申請成為非牟利機構，強調有機構退出計劃
亦不會妨礙個別學校及個別科目用電子書進
行試教。另外，免費幼稚園教育委員會今日
召開首次會議，他表示，會討論未來計劃的
開展和審計署報告有關幼稚園收取雜費問
題。

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昨出席一個公開活動後
向傳媒交代「電子教科書市場開拓計劃」的
最新進展。他指出，去年底13間牟利和非牟
利的發展機構已開展不同科目，目前在合約
上的編配和開展個別科目已有進展。由公布
電子教科書計劃至今，有一間機構開始轉作
非牟利，另外有一間私營機構因為其他考慮
而退出，局方現正與其他機構密切溝通。

他強調，有機構退出計劃無礙個別學校及

個別科目用電子書進行試教，而電子學習及
電子教科書對香港來說是一個比較新、初步
的發展，整個計劃的大前提是希望透過不同
計劃吸納經驗，了解各種可能遇到的問題。

免費幼教會今開會設工作小組

此外，免費幼稚園教育委員會今日召開首
次會議，吳克儉表示，會上將就有關未來的
一些計劃開展討論，包括成立四五個工作小
組的成員、涉及的工作範圍等，而近日審計
署報告揭示的幼稚園收取雜費問題，都是討
論的其中一部分。

被問及新高中課程中國語文科於新學年考
慮加入範文是否走回舊路，吳克儉表示，目
前已提供300篇文言、範文等文章作為參考篇
章交由學校挑選。至於有意見認為應在中國
語文的課程中加入範文，吳克儉指這需交由
委員會進行全面中期檢討，先了解此舉對整
體教與學的影響，再作處理。

■圖為麗澤中學交流團參觀故宮博物院後留影。 校方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龐嘉儀）香
港麗澤中學為學生舉辦「京港兩地
學術文化交流團」活動，32名學生
和4名隨團老師早前到北京首都師範
大學附屬麗澤中學進行5天交流，讓
學生走出校園，增進對祖國歷史、
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認識。

麗澤中學自2011年起和北京首都
師範大學附屬麗澤中學結成友好學
校，有關交流活動已是第三年進
行。在是次參訪中，兩地學生互相
交流，又到頤和園、萬里長城、故
宮等地觀光，藉此了解當地風土人
情和文化特色。同時香港麗澤中學
於本月18日至19日接待來自北京的
交流團，分享學校理念和教學經
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港大學數學系將於5月4
日（星期六）下午舉行「數趣漫話」講座，與中學師生們
分享有趣數學知識，今次活動主講「談情說數？跟愛情有
關的數學」，由大學學者嘗試從數學觀點去處理各跟愛情
有關的問題，如在芸芸的潛在戀愛對象中，怎樣才可揀選
到條件最好的結婚對象；如何令對方無法拒絕你的求婚；
不幸離婚時，怎樣可以公平地分配雙方的財產等等。

港大「數趣漫話」自1994年起舉辦，有效促進大學與中
學師生間交流，也能給予中學同學相當有益的啟發。是次
活動將由港大數學系副教授吳端偉主講，而學系的教授、
講師及助教也將與到場的同學們共進茶點，交流數學的教
與學方面的經驗。

講座5月4日下午2時30分至4時於港大黃麗松講堂以粵語
進行。查詢可電港大數學系：2859 22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