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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曾翠卿今生無悔

港生申研成功率高內地生1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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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模擬聯合國」11港生榮獲4獎項

「超人打怪獸」創新勿害怕

中大教授赴斯國講衛星科技

科大委邢吉天任商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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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教育心理學家
一直供不應求，不少教育界人士均指出，就
讀主流學校但有特殊教育需要（SEN）的學
生往往未能獲得適切的支援。教育局承認，
現時在「校本教育心理服務」下，共有80名
教育心理學家為學校提供服務，每人要負責
六至十所學校，只有70%、即579所公營中小
學受惠。當局期望，至2016/17學年，服務可
覆蓋全港所有公營中小學，屆時將額外需要
54名專家。
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昨以書面回覆立法會議

員意見查詢時表示，本學年，有579所公營中
小學正接受「校本教育心理服務」，覆蓋約
70%公營學校。當中有223所小學及228所中
學由獲批准開設教育心理學家職位的辦學團
體提供服務。除了支付教育心理學家的薪酬
外，教育局亦發經常性「校本教育心理服務
津貼」予有關的公營學校，以支付推行有關
服務的開支。若全面實施有關服務，將共有
134名教育心理學家。

個案評估六個月內可完成
吳克儉強調，由於不同學校需要評估的個
案數目，以及所需教育心理學家的支援層面
及程度各有不同，故教育局在編配學校予教
育心理學家或辦學團體時，會考慮各項因
素，例如學校的學生人數及有特殊學習需要
的學生數目等，藉以平衡各教育心理學家的
工作量。據了解，有關專家在接到轉介個案
後，會與有關學校安排學生進行評估，評估
工作一般會在六個月內完成；專家亦會就每
個經正式評估之轉介個案撰寫報告，以便學
校安排適當的支援服務，專家報告一般會在
三個月內完成。
另為配合擴展「校本教育心理服務」，教

育局建議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增加教育心理
學家的培訓學額，由2010/11學年開始，每年
均有15或25名畢業生。在過去5年，本地兩
所大學兩年全日制教育心理學課程（專業訓
練）的收生人數共92人。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高鈺)
香港科技大學昨宣佈委任邢吉
天(Jitendra V Singh)為科大工
商管理學院院長，任期由本年
9月1日開始。邢吉天為世界
優秀工商管理學者和教育家，
人脈遍及環球學府、政府機構
及私人企業。他現任美國賓夕
法尼亞州大學沃頓商學院
Saul P Steinberg管理學教授。
自他於 1987 年加盟沃頓以
來，一直出任不同要職。科大
表示，邢吉天乃通過公開及競
爭激烈的招聘程序而獲委任。
邢吉天對獲科大委任感到榮幸，指亞洲今日正處於

變革時代，「對我即將重臨這個充滿機遇的地方，感
到非常興奮。」科大校長陳繁昌表示，相信憑藉對方
於學術、商業策略及公共政策等範疇的成就與豐富經
驗，必能帶領科大商學院更上一層樓。
邢吉天於多家公營及私營企業出任董事會成員，並活

躍於多間機構如創業企業及創業投資基金公司等作諮詢
顧問工作，當中包括領先全球的上市軟件製造商Infosys
技術有限公司。他早前曾出任新加坡武裝部隊軍訓學院
(SAFTI)理事會成員，以及新加坡標準、生產力與創新
局董事會成員，協助管理城中所有中小企相關事務。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高鈺) 香港中文大學地理與資
源管理學系教授、太空與地球信息科學研究所所長林
琿，應斯里蘭卡國家技術與研究部之邀，日前在該國
首都科倫坡發表第六屆「亞瑟．查理斯．克拉克爵士
紀念講座」，題目為「環境監測中的衛星遙感和虛擬
地理環境技術」。
已故英國作家和發明家亞瑟．查理斯．克拉克是斯

里蘭卡國家最高榮譽Sri Lankabhimanya的六位得獎人
之一，他最早提出地球同步衛星通訊的概念，並於
1968年以科幻小說《2001 太空漫遊》拍成同名電影聞
名於世。斯里蘭卡每年邀請一位世界知名學者主持講
座，以紀念這位偉大的小說家及發明家。

林琿回顧克拉克對太空科技貢獻
林琿在講座中回顧克拉克對太空科技發展的貢獻，

並介紹當代衛星遙感科技的進展，尤其指出衛星遙感
科技對監測地球環境變化的作用與前景。林也介紹了
中大太空所在衛星遙感與虛擬地理環境方面的研究。
斯里蘭卡國家技術與研究部部長Patali Champika

Ranawaka及來自政府、軍隊及科研機構的官員和學者
出席了講座。Patali Champika Ranawaka期望與中大
開展學術交流計劃，讓當地優秀學生能到中大太空所
學習。

筆者早前與同事帶領26位年輕
人，到長洲一間歷史悠久的傳統
餅店參加「平安包」製作班。在
店舖裡，我們聽餅店負責人郭
先生的講解，看他怎樣把粉團搓
好，再把紅豆蓉、麻蓉等材料放

進粉團。筆者留意到這班平日上課會打瞌睡的年輕
人，此時此刻卻非常專注，彷彿他們都穿上了麵包學
徒的衣服，向師傅拜師學藝似的。看完示範之後，他
們立刻動手製作包點，有些人很快照辦煮碗地做好
了，有些人卻有點疑惑，筆者問他們是否聽不明白製
作步驟，他們搖頭，然後問道：「老師，我們可不可
以做其他形狀的平安包？」
筆者慨嘆這個年輕人為何會問這條問題，他們想發
揮創意的時候，為什麼會猶疑不決呢？就年輕人的提

問，筆者點頭示意，他們便開始製作各式各樣的形
狀，例如卡通動物和金元寶形狀等，連郭先生都讚賞
他們自創的造型獨特並且美觀。

四原則鼓勵年輕人創意
其實，人類本來就很有創意，看幾歲大的小朋友
玩耍，你會發現他們能不斷地發掘新的、與別不同的
玩樂方法，例如「超人打怪獸」的遊戲，他們可能會
說：「我用一百萬六十千百萬億五十百千萬粒超級無
敵旋風子彈打你！」又或使出古靈精怪的招數。可是
當他們進入小學之後，因為要應付堆積如山的功課和
測驗考試，或者上補習班和興趣班，遊戲時間大大減
少，久而久之，因缺少了發揮創意的機會，他們往往
變得害怕創新。
筆者參考過不同書籍以及與學生的相處經驗，喜歡

用以下四種原則來鼓勵年輕人運用創意思維：
一）不作非黑即白的判斷：鼓勵以自己的想法和角
度去構思問題，而不是單以既定答案作準則。
二）打破傳統：鼓勵改變傳統的想法，以求在慣性
中求突破，如以「穿裙子的男孩」來引發思考。
三）多角度思維：運用從多方面去聯想，引發想

像，例如「夏日炎炎，除了採用空調外，還有甚麼方
法可以使人涼快？」
四）革命性疑問：運用一些富思考性的問題，引起
聯想，如「椅子可不可以不用來坐？」無論是在課堂
裡，或是遊戲，還是戶外活動之中，我們無時無刻都
可 以 發 揮 創 意 ！
（題目和小題為編者所
擬）
■青年學院（葵芳）

教學助理 梁玉玲
（V TC機構成員）

��
��
��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田一涵北京報道）近350名內
地及港澳學生本月齊聚外交學院參加「模擬聯合國大
會」活動，扮演外交官共商國際問題。其中由外交部
駐香港特派員公署引領的11名港生藉優秀表現獲得共
4個獎項，獲獎學生指，通過活動認識到國家外交的
工作，並體會到「合作共贏的態度」和「準確簡練的
語言」的重要作用。

「世界合作、敢夢有為」
是次活動中港生朱少凡及黃宸獲得「最佳立場文案
獎」，而官宰、蔡軍恆則分別榮獲「傑出代表獎」，另
香港模擬聯合國協會奪得本次活動「傑出代表團」獎
項。連日的活動中港生參與了激烈的分組辯論，其中朱
少凡、黃宸便曾獲扮演美國外交官，在模擬聯合國裁軍

與國際安全委員會上，針對削減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問題
進行發言。參與港生還旁聽了5月12日在外交部舉行的
例行記者會，深深感受到措辭嚴謹，沒多餘修飾，直截
了當的外交語言特色。一班訪京港生昨在返港前亦獲安
排遊覽故宮，親身感受歷史建築的痕跡。
外交部部長助理錢洪山表示，本次活動的主題為

「世界合作、敢夢有為」，既是對世界的期望，也是
對青年的鞭策。希望同學們通過參加會議能夠增進對
這一主題的思考和更深刻體會，寄語他們敢夢有為，
經過實踐廣泛交流並加深友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高鈺）近期有人指
稱香地院校錄取研究生時出現比例失衡的情況，認為內
地生人數過多，更泛起「濫收」的指責。不過，教育局
局長吳克儉昨日書面回覆立法會質詢的數據顯示，在平
均「申研」成功率只有11.7%的情況下，港生的成功率
卻高出 1倍有多，平均為 26%，遠遠拋離內地生的
10.5%及其他非本地生的8.3%；而按院校計，中文大學
及教育學院港生與內地生申研成功率差異最大，前者港
生高出 2.5 倍（24.8%對 7.1%），後者更高出 6 倍
（20.7%對2.9%）。

部分人或另作發展拒錄取邀請
教育局資料顯示，2012/13學年8大哲學碩士及哲學博
士的研究生共取錄2,407人，包括1,615名內地生、531
名港生及261名其他非本地生。不過，此數字亦與申請

研究院港生較少有關，8大共只收到2,040宗申請，以一
般每名港生提交兩宗申請計即涉及約1,020人，申請宗數
與人數成功率分別達26%及52.1%。內地生方面，其申
請多達15,451宗，是港生的7.5倍，最終收生人數雖較
多，但成功率卻明顯較低。
對部分港生「申研」而沒獲取錄，吳克儉表示當中包

括最終決定不接受錄取邀請而另作發展者，亦有因學業
成績而未獲選。他表示，港生大學畢業後於升學及就業
有多元選擇，他們是否報讀香港院校研究院屬個人意
願，亦受當時市場就業機會、本身職業志向及教學／研
究範疇的前景等不同因素影響，而各大學也未盡用研究
院超額收生上限，如有傑出港生報讀，院校仍有充分空
間擇優而取。他重申，不為研究院設定非本地生上限，
有助從世界各地吸納頂尖人才，提升香港研究質素，與
國際做法相符。

2012/13學年八大學生申研成功率
院校 本地生 內地生 其他非本地生 平均
港大 31.4% 11.1% 8.2% 12.9%
理大 29.4% 15.2% 29.7% 18.1%
科大 29.2% 15.8% 9.3% 15.5%
中大 24.8% 7.1% 3.1% 8.3%
教院 20.7% 2.9% 2.1% 5.5%
浸大 17.1% 9.9% 7.6% 10.6%
嶺大 17.1% 11% 7.4% 11.3%
城大 14.2% 10.6% 11.5% 11%
整體 26% 10.5% 8.3% 11.7%

資料來源︰教育局答覆立法會議員質詢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歐陽文倩

葉太當年甫畢業便到津校任教師，2年後加入
當時的教育署，晃眼一過便35年。她曾管

理地區教育服務，經歷局署合併，服務過20多個
不同的專業崗位，對家長教育、縮班殺校、特殊
學習需要等一系列教育議題，幾乎無一不曉，身
為局內專業職系首長，她特別關心同事的專業發
展，並以自身經驗寄語，不要將工作上的艱辛困
難視作不幸，應正面面對，透過克服挑戰才能真
正成長。

難忘加拿大國際書院停辦風波
葉太日前應邀與一眾資深教育記者聚會，亦特別
分享了自己經歷的艱辛挑戰，2001年加拿大海外國
際書院停辦，便是由負責地區教育服務處的她處
理。當時面對憤怒的家長、傳媒以及社區的質詢追
問，葉太與同事連續十多天頻撲應對，形容是置身
於激流中。事件後來在當局及英基協會合作下，由

後者接手籌組「鳳凰國際學校」安頓受影響學生作
結，當中深刻經驗讓葉太終身受用。

未能繼續免費幼教工作感不捨
至於去年北區幼稚園「排隊潮」，及研究中的免

費幼教，亦是葉太有份主理的大挑戰。前者促使葉
太等與幼稚園界協商無限派表、一人一位等措施，
並在今年推廣至全港，讓問題得以紓緩；後者更涉
及資助模式、校舍等錯綜複雜問題，相關的免費幼
教委員會明年始能完成研究提交報告。
葉太坦言，免費幼教是重要的藍圖規劃，非常享
受當中工作，因退休而未能繼續有關工作而感到不
捨，但卻不覺可惜，因她深信相關委員會能妥善處
理，依時提出理想方案。她又透露，「免費」的定
義是當中先要解決問題，當中是否只免學費，而全
日制及包括託管服務的「長全日」是否也屬免費，
會否引起公平的問題也需要作討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任智鵬）經歷37年教育生涯，今天是教育局副秘書長葉曾翠

卿最後一天上班。她是教育專業職系官員的首長，歷任20多個不同的專業崗位，被譽

為對教育「最熟書」的其中一人。葉曾翠卿笑言，曾以為自己能灑脫面對退休，但臨

別在即，卻發現對籌劃中的免費幼稚園教育仍然感到不捨，不過，她亦對負責的同事

充滿信心，深信明年能看到當局有效的免費幼教方案。回望多年來在教育界的點滴與

及風風雨雨，她平和但堅定地說：「今生無悔！」

■葉曾翠卿日前與多名資深教育記者聚會，分享37年教育
生涯點滴。 香港文匯報記者任智鵬 攝

■斯里蘭卡國家技術與研究部部長致送紀念品予林
琿。 中大供圖

■科大委任邢吉天為科
大工商管理學院院長。

科大供圖

■香港學生參加外交部例行記者會。 記者田一涵 攝
■模擬聯合國活動開幕，近350名內地及港澳學生參加是次活動，扮演外交
官共商國際問題。 記者田一涵 攝

「教育最熟書」臨別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