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青品德遜美青 調查揭「關顧式」勝事事「箝制」

家長越控制
子女越無品

香島資優日營發展學童潛能
香港文匯報訊

（ 記 者 馮 晉
研）由香島教育
機構主辦、天水
圍香島中學承辦
的優秀小學生獎

勵計劃「資優新體驗日營2014」，
上月假天水圍香島中學舉行。活動
當日，小學生與家長一同參觀設備
完善的校園，並參與資優課程，包
括「茶道：香在心神，醇在喉
間」、「運動攀登全接觸」、
「Ukulele夏威夷小結他」、「DNA
工作坊」及「English Mini Sports
Day」，對發展學生創造力、高層
次思考等技巧甚有裨益。

伍學齡：精益求精惠社會
主辦機構今年第二年舉辦日營，活動獲元朗、
屯門、上水及粉嶺多間小學校長、教師及家長支

持及認同，反應熱烈，參加人數是去年3倍。天水
圍香島中學副校長伍學齡致辭時表示，會繼續精
益求精，以更優質教育服務社會，與社會大衆共
享資源，發展學生潛能。他又勉勵小學生積極參
與不同活動，發展多元潛能。

中大專院增社工課 23人搶一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文憑試下周放

榜，很多考生心情十分緊張。新鴻基地產旗下港
鐵屯門站商場V city與香港青年協會合作，昨日
舉行「V cityDSE放榜齊Say Yes」記者會暨青協
《那些年……升學夢》新書發布會。青協單位主
任吳錦娟表示，6月共接獲780宗文憑試考生求
助個案，他們面對放榜感到壓力，擔心升學出
路。青協呼籲考生做好放榜準備，搜集資料，了
解各種升學及就業途徑。

過來人四度夢碎仍追夢
昨日兩位「過來人」分享升學經歷。自小學習
鋼琴的Nick視音樂為夢想，但會考中文科不合
格，無緣入讀大學音樂系，其後補考再次「肥
佬」。他第三次自修中文雖然合格，並符合兩所
院校報讀資格，最後卻不獲取錄。及後，他在私
人機構修讀一年電腦音樂文憑，再報讀香港演藝
學院，依然失敗收場。縱然4度落空，他從不氣
餒，決定向親戚借錢籌學費和生活費，遠赴美國
修讀音樂副學士課程。現在Nick繼續追夢，感到
滿足。
另一名分享者Doris，當年公開試成績較預期

佳，自言在虛榮心驅使下，選讀收生門檻高的科
技大學工商管理課程，卻未有考慮能力及興趣，
入讀後才發現未能追上進度，受苦後幾經挫折才
轉讀心儀的社會科學課程。她提醒考生選科時，
細心考慮興趣和能力，又鼓勵他們升大學後要爭
取機會認識不同的人和參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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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科技大學物理學系團
隊研究「拓撲超導體」，取得突破性進展。透過接合
兩種新型物料，團隊發現在接合界面上出現罕見的
「二維超導現象」，有望成為「拓撲超導體」新材
料，將令量子資訊處理變得非常穩定，對科學家實現
具備超快運算速度及儲存量極高的超級量子電腦起關
鍵作用。

論文刊國際權威科學雜誌
相關科研論文近日獲刊登於國際權威科學雜誌《自

然通訊》。
是次研究項目名為「Bi2Te3/FeTe異質結界面的二

維超導現象」，由科大物理系教授蘇蔭強、王建農、
副教授Rolf Lortz、助理教授羅錦團、他們的研究生
等負責。研究團隊以分子束外延技術，成功接合拓撲
絕緣體碲化鉍（Bi2Te3）和鐵基碲化物（FeTe）。前
者擁有內部絕緣但表面含有類金屬自由電荷的特性；
後者則是一種鐵基超導體的母體化合物，兩者本身不
具超導特性。但把它們接合後，界面上即出現非常罕
見的「二維超導現象」，變成「拓撲超導體」，擁有
零電阻下導電的性質。

可穩定保存量子訊息
根據理論物理學家預測，「拓撲超導體」對探測和

捕獲一種名為「馬約拉納費米子」的神秘準粒子起關
鍵作用。後者更是理想中的量子電腦主要建成元素，
可讓量子訊息非常穩定地保存。蘇蔭強表示，只要能
透過「拓撲超導體」操作與調控「馬約拉納費米
子」，將大幅提高量子電腦數據儲存和計算能力。科
大團隊研究有助「拓撲量子電腦」的實現。

■後排左起：羅錦團、Rolf Lortz、蘇蔭強及王建農。前排為他
們的研究生。 科大供圖

為了解青少年品格與父母教導模
式的關係，香港遊樂場協會早

前透過問卷量表，對2010年14歲至
15歲中學生品德作出評分研究，主要
研究勇敢、毅力、誠實、自制能力、
愛、仁慈、社會智慧、公平等8大品
格長處。結果顯示，以100分滿分
計，港生各項品德只達 55分至 62
分。「愛」與「毅力」分數最低，僅
僅合格。與美國同齡青少年相比，港
生多項品格平均值都明顯較低，只有
「自制」及「誠實」較美青少年略

佳。

多給關顧 品德越佳
研究又對孩子品格與父母教導模式

交叉分析，發現不論父親或母親，如
採取「關顧式」管教方式，孩子上述
8項品德評分明顯較高；相反如果對
子女事事過問、不容許做這做那的
「控制向度」越高，子女各項品格便
越欠理想。

望「子」成龍多 男品格遜女
研究項目顧問、中文大學社會工

作學系倪錫欽表示，香港社會競爭
大，家長多採用「低關懷、高控
制」教養法，以控制子女成長，確

保他們保持競爭力；這正解釋了港
生多項品格長處都比美國低的原
因。他又指，研究中男生品格長處
分數較女生遜色，亦說明香港父母
多對兒子的期望及管束較大。他直
言，「高控制」方法可帶來不同程
度的反效果，如孩子面對過分控制
和管教，會出現反叛心理，直接影
響親子關係。

子女做義工 始悟應孝順
遊樂場協會總發展主任（青少年

服務）張有勝提醒家長，管教子女
時要「適度控制」而非「箝制」，
例多給嘗試空間，有助孩子從錯誤
中學習和成長。現年18歲就讀大專

課程的阿彰分享指，初中時跟家人
關係不好，父母管教嚴厲，令他離
家出走。其後，他開始嘗試做義
工，探訪獨居老人，終於明白為人
子女應孝順和關懷父母，親子關係
才逐漸轉佳。
應屆大學畢業生Silvia表示，年少

時面對父母「高控制」教養方式，
往往不懂處理情緒，曾與雙親激烈
爭執，被父親掌摑後向其吐口水
「反擊」。對於當時對父親極不尊
重，她直言感到慚愧，後來透過義
工活動，學習到要關懷與愛護身邊
人，才慢慢了解到父母的「高控
制」教養方式皆因他們不懂表達，
緊張關係才得以紓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穎

宜）近年香港家長管教孩子方

式備受關注，「怪獸家長」、

「虎爸虎媽」當道，高度控制

子女，推動他們專注學業發

展，保持競爭力「贏在起跑

線」，但往往忽視品格德育。

研究顯示，香港初中青少年多

項品格長處包括勇敢、毅力、

仁慈、公平等平均值，較美國

同齡青少年遜色，重點原因正

是因為香港家長「高控制」教

養方法所致。研究又反映，家

長管教「控制向度」與子女品

德評分呈相反關係，說明「家

長越控制，子女越無品」，情

況令人關注。

文憑試生求助
青協上月接780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香港大學法律
學院6名高層換人。新加
坡學者何耀明(見圖)接替
前院長陳文敏，本月1日
起出任院長。同日，另
有3位副院長履新，包括
傅華伶（中國事務）、
楊艾文（研究）和溫文
灝（國際事務）。另一
位副院長（學術）李雪菁續任。另外，何錦璇
及周偉信，分別接任法律系及法律專業學系系
主任。

何耀明接替前院長陳文敏
何耀明曾任教於新加坡國立大學法律系，曾於
2008年及2013年擔任港大法律學院訪問學者，以
及擔任比較法及公法研究中心顧問。港大法律學
院讚揚何耀明學術成就卓越，並且是刑事法、刑
事程序及憲法程序專家，對其上任表示歡迎。同
時，學院感謝陳文敏過去12年的領導，帶領學院
成為亞洲和世界一流的法律學府。

港大法律學院6高層換人

筆者曾出席不少內地升學講座，得悉很多
本港家長與學生都十分關心升讀內地大學的
就業路向，在此分享自己的觀察和看法。
2012年1月，筆者回港求職，前後共投了

60多封求職信，參加約20餘場面試和筆試，
最終在5月取得首份聘書，進入外資銀行工

作。
由於內地和香港經濟往來越趨密切，不少企業擴張內地業

務，僱主對熟悉內地情況和通曉兩文兩語（英語、普通話）的
人才需求殷切。內地名牌大學畢業而成績優秀的學生，求職甚
有優勢。譬如說，很多投資銀行、基金公司和私募基金熱衷招
聘；不少國際律師樓招聘內地法學院畢業生為內地法律顧問。

4年清華經歷 求職面試優勢
在內地讀書的港生，優勢在於了解內地文化及經濟情況，以
及通曉普通話，亦熟知如何與內地同事相處合作。這些優勢在
與內地緊密往來的行業得以發揮，如物流業、金融業等。這些
行業的僱主考慮是否僱用時，上述因素在評分表上佔相當程度
比重。面試時，筆者被要求用普通話自我介紹，被問及關於內
地市場及銀行在內地的經營情況。筆者在清華的4年經歷，在考
核時發揮關鍵作用，這並非其他港生在內地半年交流計劃或為
期數月的實習所能得到。

數學艱深 培養商業分析力
如果希望將來在商界大展拳腳的話，可考慮到內地名牌大學
修讀工商管理等商業課程，如北京大學或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
院。因為在內地接受教育能建構人脈，亦能了解內地經濟情況
和風土人情，對從商十分有幫助。另一方面，內地大學數學課
程較艱深，能培養商業分析能力，提高對公司數據的敏感度，
讓人掌握管理商業機構技巧。筆者身邊就有不少傑出的師兄，
在跨國投資銀行和企業從事金融工程及商業管理。
當然，讀大學是為了開闊眼界、訓練思維、培養溝通能力和

自學能力。如果希望體會內地文化，了解不同處事方法，擴闊
視野的話，到內地升讀大學，無疑是明智選擇。
■翁華國 清華大學法學院畢業生（2008-2012），現從事銀行
合規工作。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內地升大建人脈 有利商界展拳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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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大生辦「見行」義教弱勢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中文大學信息工

程學及中文系3名學生發起義工團體「見行」
（See You），為本港傷殘人士、低收入家庭子女
或在學業上有困難的學生提供義教及技能興趣班服
務。「見行」今年1月至4月，在香港耀能協會高
福耀紀念學校及基督書院進行活動，由中大I．
CARE博群計劃及愛鄰「社」服務學習計劃贊助及
支援。

經驗尚淺 向駐校社工求教
活動籌備委員之一、信息工程學系三年生陳謝天
表示，「見行」有「視而應見，見而應行」的意

思，見到有需要幫助的人，應盡力伸出援手。「見
行」義工曾面對不少挑戰，如不少參與的同學尚未
有接觸特殊學校學生經驗，溝通及設計合適教學方
法成為一大難題。因此，事前投入很多時間準備，
並向駐校社工求教，例如詳細了解學校運作和各班
學生身體情況，包括輪椅操作細節，以及個別學生
接受物理治療的時間編排等，以確保照顧到參與學
生的需要，擬好教案。
陳謝天表示，服務期間，一位學生跟他說將來要
上大學幫助別人，這是在活動中的最大收穫。他認
為，活動讓受惠學生和義工明白到關懷別人的重要
性，期望這信念薪火相傳，發揮互助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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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參與「English Mini Sports Day」。 受訪者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穎宜）文憑試放榜在即，不
少考生正在計劃升學出路。提供逾30個高級文憑課程
的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CUSCS），至今已透過

E-APP接獲6,200人次申請，以新增的「社會工作」最
受歡迎，競爭激烈，平均23人爭一個學位。學院計劃
於3年至5年內邁向國際化，包括善用網絡平台與海外
大學合作推出新式課程，方便海外學生獲取香港資歷。

E-APP收6,200人次申請
中大專業進修學院日前舉行傳媒茶敘，副院長（學術）

伍文亮介紹，新學年除了原先28個高級文憑課程外，將
增設「社會工作」、「時尚商品展示設計」、「英文」以
及「國際商業」4個新課程，並增加「專題報告」、「實
習機會」、「海外交流」等實務科目，期望實現「學習不
只在班房」目標。至今學院已透過E-APP收到6,200人次
申請，以社工高級文憑競爭最激烈。
伍文亮表示，除了高級文憑外，學院今年會新增一年

制基礎教育文憑課程，包括「個人及生涯規劃」、「生

活模式與健康」等創新科目，供文憑試5科6分或以上
者報讀，修畢可銜接學院高級文憑。

盼3至5年內邁向國際化
院長陳寶安透露，學院國際化計劃目標是在未來3年

至5年，與海外大學合作推出嶄新網上平台學習模式，
內容包括由學院課程結合海外大學導修及評分，提供全
面和完整的學習過程，方便海外學生獲取香港資歷。學
院又將積極把中國文化，例如中醫、書法等推廣至海
外，達致互相交流的學習成果。
伍文亮又提醒，學院早前已向部分學生發出「有條件

取錄」通知，考生放榜當日若成績合乎條件，即可到學
院中環教學中心或尖沙咀東海教育中心辦理入學手續。
未曾報名的應屆文憑試學生，也可於放榜當日至7月19
日，到上述兩個中心即場報名及參加面試。

■伍文亮(右一)表示，學院收生人數理想，接近6,200
人次透過E-APP申請報讀。 李穎宜 攝

■倪錫欽(中)表示，研究發現父母愈過分控制，子女品格愈欠理想。
李穎宜 攝

■Silvia和阿彰透過義工活動，學習到關懷與
愛護。 李穎宜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