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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東華130小學6500人篩查 推研究進行預防

留學出路多 選課需謹慎

度數更深「四眼」增
理大「睛」明護童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穎宜）近年學童視力問

題急劇惡化，有研究發現，接受調查的12歲學童
之中，逾60%有近視問題，若將學童近視度數與
年前的調查比較，則由167度上升至208度，另
超過600度的深近視學童亦由3.8%銳升至9.5%。
有見及此，香港理工大學眼科視光學院將推出
「睛」明有道@校園計劃，為東華三院轄下130
間小學、6,500名學童進行眼睛篩查，以掌握學童
的近視情況，推展視力相關的學術研究，以便進
行預防工作。

考評局提醒：校本評核忌抄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伊莎）踏入新學年，中五及中六學生

均要參與校本評核，為協助學生了解有關要求及學術誠信的重
要，考評局提醒學生參與校本評核的每個學年初，須簽署聲明
表格，承諾所有校本評核課業均為其本人作品，並於課業中列
明參考資料的來源；另須特別注意切忌抄襲他人的作品，否則
最嚴重的將被取消有關科目，甚至全部科目的考試成績。

引用未標出處屬違規
去年有文憑試考生被揭發集體抄襲以完成校本評核課業，

最終遭考評局取消有關科目的校評分數。有見及此，考評局
特別提醒學生切忌抄襲他人的作品，或引述參考資料卻沒有
標明出處，均屬抄襲違規行為。一經證實為嚴重抄襲個案，
有關校本評核課業會被評為零分，該科成績亦會被降低一
級；如考生被揭發多次抄襲，可能被取消有關科目，甚至全
部科目的考試成績。

考評局指，學生在完成課業的過程中，可參考書籍、互聯網
及報章雜誌等資料，但必須列明資料來源，並須整合參考資
料，提出個人見解，避免「搬字過紙」，否則會影響分數。有
意了解更多校本評核資料的學生，可參閱考評局相關網頁及小
冊子，或到YouTube考評局頻道瀏覽有關短片，網址如下：
http://www.youtube.com/watch?v=7mjoHQ0LBmM&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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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錄詩人廖偉棠40篇優秀散文：有懷念一

代巨星張國榮、梅艷芳的風采，有對作家三

毛、商禽等的深切悼念，還有初為人父的無限喜悅；他又以細膩的

文字，帶領讀者雲遊四方。廖偉棠是得獎最多的香港作家之一，本書亦收進他多篇獲獎作品。他現

為自由作家、攝影師。曾獲香港文學獎雙年獎，香港藝術發展獎2012年度最佳藝術家（文學）。

透過《佛家怎麼說》這本
書，加深了我對佛學的認識。
原來，在我們日常生活中，對
佛學存在不少誤解，例如拜佛

等；然而，佛學卻否定佛的存在以及拜佛的行為。因為
「佛」一開始也是人，與我們無異，同樣經歴生老病
死，只不過他們在精神上的修行已到達所謂「佛」的境
界，這些修行都是屬於個人的；因此佛學並不主張拜
佛，而是以修心為佛學的宗旨。

大家可能會問：為何要以修心作為宗旨？佛學說：人
生是一場苦難，每個人都要歷經人生的八苦，以及變幻
無常的生活。因此，佛學希望通過修心來驅除心中的妄

見，例如自大、貪婪、怨恨等，將心回歸到清靜的時
候。俗世的金錢、名譽、權力都是虛幻而不實，所謂
「生不帶來，死不帶去。」因此透過修心來將精神超越
俗世，達到「佛的境界」。

雖然我並不欣賞佛學那種「出世」的精神，但覺得佛
學的修心對現代都市人有很高的學習價值。在現今的城
市生活，壓力無處不在，加上生活往往會有不少困難與
挑戰，很易令我們感到不安、煩惱，和對人生有一種無
力感。再者，還有社會種種誘惑，
例如消費主義、物質主義等，只要
一不小心就會迷失當中。

我認為，修心可令人在迷失中尋

找自我，作為一盞明燈，在
黑暗中找回內心的平靜，
以及面對壓力的勇氣，接
受困難與挑戰的自信和毅
力等，相信這對面對自己
的人生，會有莫大幫助。

最後，佛家說過，每個人
的心裡都有一個只屬於自

己的佛，日後當我們遇
上生活難題，感到煩惱
時，不妨靜坐下來，將
手放在心上，問一問佛
的意見。

中華書局編輯經理于克凌點評：根據物理學，人施多少力氣，反作用
力也有多強。放在人心也同樣，人的慾望有多大，苦也有多深。因果相
扣，輪迴不息，佛家智慧正在於此。所以人要知道自己的力量有多少，
施力的方向與方法是否正確，才能免去反彈。同學年紀尚輕，多懷抱熱
情，探索智慧，相信本書亦能成為你成長路上一盞明燈。

學生：伍志鵬
學校：紡織學會美國商會胡漢輝中學不拜佛靠修心 聽聽《佛家怎麼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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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精選書籍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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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徵稿啟事

《有情枝》

懲教所頒證書勉在囚進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兆東）懲教署致力協助在囚者持

續進修，轄下勵敬懲教所昨日舉行證書頒發典禮，頒發證書
予所員，以肯定他們在學業上付出的努力及取得的成果。懲
教署表示，過去一年勵敬懲教所共有44名所員報考各類學術
及職業訓練考試，包括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及由英國城市專
業學會、英國倫敦工商會和職業訓練局舉辦的公開考試。

懲教署續指，公開考試的科目包括專業美容、餐飲服務、
中式廚務、商品零售、商務英語及文書處理等，所員共考獲
76張證書，其中17張為優良成績，而昨日典禮的22名所員共
考獲41張證書，包括7張為優良成績。

所員代表在典禮上致謝及感激懲教署支持後，亦有所員的父
親分享，指女兒在所內接受訓練期間經歷了正面的改變。其後
勵敬懲教所所員組成的樂隊獻唱歌曲，及表演非洲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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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伊莎）
聖公會蔡功譜中學早前舉辦「中一
迎新日」，包括升中講座、「會見
班主任」環節及「校園新丁」攤位
遊戲，協助中一學生與家長迎接升
中挑戰。該校校長梁少儀表示，透
過全校各科組的推動，希望可以培

養學生「愛己愛親的精神」，即學會尊重、同情，以
及實踐孝道等。

培育靈性發展 推行品格教育
梁少儀在迎新日致辭時指，該校致力培養學生

「德、智、體、群、美」的發展，亦注重培育學生
的靈性發展，故該校去年起推行6年品格教育，本學
年重點培育學生「愛己愛親的精神」。該校早前安
排學生參與聯校「藝術＋品格」計劃，演出音樂劇
《震動心弦》，學生表現大獲好評，更被奥斯卡獲
獎導演楊紫燁拍攝成紀錄片《爭氣》。

有見不少青年人使用電子產品成癮，該校助理校
長關綺媚在迎新日建議家長，應與子女訂立使用電子產品的
「合約」，例如限制使用時間，如學生違反合約，家長可收
回電子產品。此外，家長參與講座時，校方亦安排中一生參
與模擬升中生活的攤位遊戲，包括學習結領帶、填寫家課冊
及按上課時間表整理書包等，以訓練其自我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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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往 海 外 升
學，不同學生有
不同的原因，有
的為繼續升學，
有 的 為 學 好 英
語，有的甚至為
移民外國。筆者
覺得學生出國留

學除了得到一紙證書外，最重要是學
習到如可獨立生活和思考，如何與人
相處，如何解決問題，繼而擴闊自身
視野，為將來奠下發展的基礎。

先選主科 後定國家
當決定往海外升學後，我們最先

要面對的便是選擇升學國家及課
程。面對海量的資訊和選擇，同學
們不免迷茫及不知道該從何處着
手。其實，我們應該先踏出最重要
的第一步：選擇喜歡修讀的大學主
修科目，因為每個國家的學制、科
目選擇、升學途徑、甚至生活及學
習環境也各有特色，而且各國突出
的科目也不同。總括而言，我們先
要決定最適合自己的主修科目，繼
而找出較優勝的升學國家。

考慮因素：興趣能力前途
選科足以影響未來出路，所以我們

應作出慎重考慮。當面對數以百計的
科目，我們又應該如何選擇呢？筆者
建議同學們可就以下三大因素去考
慮：自己的興趣、能力和前途。

很多學生也知道應可以根據興趣及
能力去選科，但當問及他們有何興趣
時，大部分人又往往答不上來。筆者建
議學生可先搜集資料及了解各科的特點
和出路，並掌握各種課程的收生要求，
同時向親友、專業人士或海外升學顧問
請教心得。學生也要顧及自己應付該課
程的能力，因為能力的高低對將來的發

展有直接的影響。若果學生在數學的表
現一向出眾，那麼選讀經濟、工程或物
理等這些需要時常運用到數學的科目，
學習時便如虎添翼；反之則會是自討苦
吃。

此外，部分港生在選科時，常以前
途作為最重要的考慮因素，並一窩蜂
地報讀熱門科目，忽略了自己的興趣
及能力。其實，各行各業也有發展空
間，所謂「行行出狀元」，只要我們
清楚自己的興趣及才能，並能充分發
揮潛能，提升競爭力，在任何行業裡
均能取得成功。

當決定了科目後，同學便可選擇合
適的升學國家及升學途徑。港生的熱
門留學國家包括英國、澳洲、新西
蘭、美國和加拿大，每個國家也有其
優勝之處，故選擇時應該注意當地的
學制、教育水平、較突出的學科、大
學選擇、學額、學費、生活指數、地
理環境、氣候等因素，以切合個人需
要。

大家要特別留意，如果同學希望將
來修讀專業科目，如醫科、護理、藥
劑等，須要了解清楚各國的收生制度
及條例，因為有些國家會因應情況而
決定是否接受海外學生修讀個別的專
業科目。

以英國為例，根據當地NHS（國民
保健服務體系）規定，為保障當地學
生的福利及教育培訓機會，當地大學
一般不會接受海外學生申請修讀護理
學（Nursing）課程。

看完以上的分析後，相信同學應已
懂得如何「先選科目，後選國家」，
並能為自己揀選最適合的科目及國家
了。 ■尚學堂（Steve Lo）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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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浸會大學最近獲高智明伉儷捐款500萬港元，以成立柏金遜症研究
中心，以推動學院在有關方面的研究、預防和治療工作。位於賽馬會中醫
藥學院大樓內的研究中心亦命名為「高智明伉儷柏金遜症研究中心」，校
方昨天舉行命名典禮。典禮由高智明伉儷、浸大校長陳新滋、中醫藥學院
院長呂愛平及中醫藥學院臨床部副主任李敏主禮。 ■文：李穎宜

為了解香港學童患有近視的最新情況，理大於今
年1月與東華三院王余家潔紀念小學合作，為

該校688名的學生進行眼睛檢查，當中有近三成的學
生有配戴眼鏡，年紀越大越多人配戴眼鏡。而透過
屈光檢查，發現有39%學童患有低度近視，即度數
高於50度、低於500度；有1.3%患有高度近視，即
度數高於600度。

12歲學童 逾六成近視
研究人員又發現，該校12歲的學童中，有超過

60%有近視，與理大眼科視光學院年前的大型調查
結果相若，但近視度數則有上升趨勢，由過往的167

度上升至 208 度，而超過 600 度的深近視學童由
3.8%急升至9.5%。

深近視致青光 嚴重致盲
理大眼科視光學院副教授杜志偉指出，近視是很

常見的視力問題，有研究發現，亞洲地區包括香
港、新加坡等地，問題特別嚴重，有近八成的青少
年有近視，而深近視會導致視網膜退化、青光眼
等，嚴重可致失明。

杜志偉又提醒家長，要留意學童使用電子產品的時間
和距離，鼓勵家長每年帶學童見註冊視光師，進行詳細
的眼睛檢查。至於學校方面，他指校方最好加強課室的

採光系統、安排戶外教育，靈活加入護眼元素。
理大與東華三院昨舉行合作備忘錄簽署儀式及啟

動禮，邀得教育局副局長楊潤雄、東華三院主席兼
名譽校監施榮恆及理大校長唐偉章主禮。唐偉章致
辭時表示，這次合作有助理大眼科視光學院掌握學
童的近視普遍性及度數趨勢，以推展與視力問題相
關的學術研究，為基層眼睛護理作出貢獻。

東華三院主席兼名譽校監施榮恆則指，在理大專
業的支援下，東華三院轄下的王余家潔紀念小學及
馬錦燦紀念小學成為示範小學，致力改善課程教學
設計、環境設置等方面，讓學生能在良好的環境下
學習，提高視力健康意識。

山中伸彌獲港大授名譽博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港大學副校監李

國寶將於本月18日（星期六）舉行的香港大學第一
百九十一屆學位頒授典禮上，頒授名譽科學博士學
位予2012年度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得主山中伸彌
（見圖），以表揚他在幹細胞研究所作出的貢獻。
山中伸彌將於頒授典禮後，於歐洲分子生物學組織
在港大舉行的工作坊擔任特別演講嘉賓，就他的研
究發表演說。

研幹細胞聞名 獲獎無數
日本出生的山中伸彌以研發「誘導性多功能幹細

胞」(簡稱iPSC)而聞名，這些特殊細胞可以重新回復到胚胎期狀態。他現時是京
都大學「iPS細胞研究與應用中心」主任，該中心是因為他在這方面的重大發現
而於2008年成立；2007年起，他獲格拉德斯通研究所委任為高級研究員。

山中伸彌獲獎無數，包括邵逸夫獎、美國阿爾拔．拉斯克基礎醫學研究獎、
加拿大加德勒國際獎、日本學士院賞兼第百位恩賜賞、京都尖端技術大獎、以
色列沃爾夫醫學獎、以及日本文化勳章兼突破大獎，iPSC更為山中伸彌贏得諾
貝爾獎褒揚，與另一位科學家一同分享2012年度的生理學或醫學獎。

至於歐洲分子生物學組織工作坊的講座將於本月18日 (星期六)下午4時在沙宣
道21號香港大學醫學院大樓學及行政樓地下鍾江海會議中心2號演講廳進行。

浸大柏金遜症中心命名

■ 中 一 生
參與模擬升
中生活的攤
位遊戲，學
習結領帶。
校方供圖

■■左起左起：：教育局副局長楊潤雄教育局副局長楊潤雄（（左三左三）、）、東華三院主席兼名譽校監施榮東華三院主席兼名譽校監施榮
恆恆（（左四左四））和香港理工大學校長唐偉章和香港理工大學校長唐偉章（（右三右三））主持啟動禮主持啟動禮。。 李穎宜攝李穎宜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