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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遲到生「變乖」
商校合作「加碼」

中大首取錄兩失聰生 設手語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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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憑試准考證辦妥 小心核對資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文憑試將於下月開鑼，考評

局表示，學校考生會陸續經學校收到准考證，自修生准考證已
於日前寄出。當局提醒考生，收到准考證後，應核對准考證上
列明的報考科目和卷別，以及個人資料、試場名稱和地址等資
料是否正確，並提醒考生切勿把准考證「過膠」，以免影響監
考員掃描電腦條碼。

勿「過膠」塗污 否則扣分
准考證右上角印有電腦條碼，用以核對考生身份和點算出席

紀錄。考評局提醒考生，除了不應把准考證「過膠」外，更不
可把准考證塗污或寫上任何資料，否則會被扣分，甚至或被取
消全部考試成績。
此外，若考生於本月18日前仍未收到准考證，可盡快致電：

3628 8860聯絡公開考試資訊中心，應考時謹記帶備准考證及身
份證明文件正本，否則試場主任可拒絕考生進入試場。

考評局3賀禮迎新春
農曆新年將至，考評局特意送上3份賀禮，包括「2015香港

中學文憑考試日程」日曆卡、文憑試筆試及口試注意事項短
片。考生欲知詳情，可瀏覽：http://www.hkeaa.edu.hk/tc/
candidates/videos_procedure/，以及可於App Store及Google
Play免費下載的文憑試手機應用程式，相信「賀禮」可協助考
生熟習各項考試規則及程序。

正所謂「家和萬事興」，但孩子
之間經常吵鬧，往往令家長頭痛不
已，卻又不知從何入手，讓孩子
「平息干戈」，互助互愛。有家長

以為子女長大後，關係會慢慢改善，但現實不難見
到，成年的兄弟姊妹互相嫉妒、競爭、甚至反目成
仇，令家長倍感心痛，卻又束手無策。
筆者認為，手足之情並非與生俱來，而要從小努力
培養，子女關係處理得宜，父母不但可減少處理衝突
的煩惱，而且是奠定子女強大支援網絡的基礎。

父母可觀察發掘子女獨特性
不少父母會比較子女的成績、品德等，有時刻意借
表現好的「激」勵表現稍遜的。家長這樣做，會打擊
其中一方的自信，在這樣環境下長大的孩子，會事事
與兄弟姊妹比較，試問如何能做到情同手足呢？父母
其實可嘗試觀察及發掘子女的獨特性，鼓勵孩子按才
能及興趣發展，而不是互相比較。
年長的孩子經常被教導要「大讓細」，年幼孩子則

被灌輸「應聽年長的話」。不過，當子女不願意禮讓
時，家長也不用立刻批評，畢竟分享的關鍵是甘心樂
意，強求反而得不償失。家長可先從孩子角度細心了
解，然後再分析利弊，讓子女從中學習分享。當子女
能互相守望，則應加以稱讚。

讓孩子明白責任與權力真諦
此外，家長要留意，賦予孩子責任或權力時，應留
意他們是否清楚明白當中意思，避免一些規條成為孩
子衝突的導火線，例如當子女聽爸媽說要「大讓
細」，弟弟記住了；當父母說「弟妹的要聽兄姊的說
話」時，哥哥也記住了。於是爆發衝突時，大小雙方
各自有了父母提供的理據為自己申辯，彼此都理直氣
壯地指責對方，家中變成戰場。
面對家中多名子女，家長難免有所偏愛，但每名子

女都希望得到父母公平對待，家長也應多加留意，以免令他們產
生妒忌或怨恨。假如父母對每個子女有雙重標準，孩子會感到迷
惘，不知道如何定位，家長的教導也變得缺乏說服力。

衝突反映在乎 學相處技巧良機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衝突是對事情在乎的表現，何不利用這
個機會，讓子女學習處理紛爭及與人相處的技巧呢？

撰文：香港家庭福利會註冊社工甘力恒
查詢電話： 2419 7830

網站：http://www.hkfws.org.hk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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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自2005年推出「商校合作計劃」，透過
推動學校與工商機構合作，提供非傳統學習

平台，讓學生及早了解職場情況及僱主要求、認識
不同範疇的工種，建立正確的工作價值觀。

合作夥伴增至120間 活動達750項
教育局消息人士昨日透露，2013/2014學年，學
界與80間商界機構結為合作夥伴，合共提供500項
活動，22.7萬學生人次受惠。今學年局方希望把合
作夥伴增加多一半至120間，活動相應增加至750
項，目標讓25萬學生人次參與。

有學生害羞拒拿宣傳牌拍照
對於計劃成效，消息人士表示，去年曾經有攝
影公司舉辦大型馬拉松項目，邀請34名學生參與
籌辦工作，大隊約好3點鐘會面，結果7個學生遲
到10多分鐘，各遲到學生分別來自7所學校。僱

主苦口婆心提醒遲到學生：「今天你們（遲到）
影響校譽，明天就是影響公司聲譽。」翌日，學
生遲到情況大有改善，只有一人未能守時。消息
人士又指，有公司要求學生拿宣傳牌拍照，學生
因為害羞而拒絕，公司又要花盡唇舌糾正對方
「不喜歡就不做」的任性想法。
據了解，有時學生會對工作上規矩掉以輕心，當

局希望透過計劃讓同學明白守時、責任和溝通的重
要，從而建立正確的工作態度。未來當局會推出更
多不同類型的活動供學生報名，包括模擬法庭、傢
俬連鎖店工作體驗等。

「另一方面」支援全日制幼園
至於近日備受關注的免費幼稚園教育政策研究進

度，消息人士表示，半日制幼稚園教育資助模式清
晰，全日制及長全日制幼稚園資助「將設法從另一
方面提供支援」，但形式需要有更多討論，教育局

和勞福局分別會於執行和政策層面合作。至於業界
倡議的薪酬表，消息人士指，考慮到幼稚園多元發
展，不能設立過於規範的薪酬表。

「跨境校網」首增青衣校
為跨境學童升小而設的「跨境校網」，今年首度

加入青衣區學校。消息人士表示，內地家長不了解
情況，或擔心孩子上學問題，但其實青衣區學校比
東涌區還要近。當局又指，未來將視乎學位需求，
考慮延伸跨境校網範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最新一份施政報告提出，於2015/2016學年起的

未來3年，繼續深化和強化「商校合作計劃」。教育局消息人士昨日指出，今學年

目標是把商校合作機構夥伴數目和活動項目各增加一半，受惠學生將由22萬人次

增加至25萬人次。據了解，曾有加入計劃的學生集體遲到，亦有學生拒絕公司指

派的工作，經上司指導及提點後，慢慢明白職場規矩，建立正確的工作價值觀。

■教育局指出，今個學年目標將商校合作機構夥
伴數目和活動項目各增加一半。圖為曾參與商校
合作計劃的師生。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穎宜）香港中文
大學語言學及現代語言系手語及聾人研究中
心，獲日本財團資助，去年成功開發一套聾
人專上教育學習支援模式，本學年更首次取
錄兩名使用手語的失聰學生入讀語言系本科
課程，而新學年將進一步推出亞洲區首個手
語獎學金，資助學生修讀手語相關的碩士及
博士，名額4個。有本科失聰學生坦言，與
健聽學生共同學習有一定困難，期望中大提
供更多支援。

全數資助學費生活費 4人受惠
中大語言學及現代語言系研究助理教授兼
亞太區手語語言學研究及培訓計劃項目負責
人施婉萍表示，新學年設立的手語語言學獎
學金屬亞洲首個，資助亞洲學生修讀手語語
言學碩士及博士課程，健聽學生也可申請，
來自發展中國家的學生將獲優先考慮。獎學
金有4個名額，全數資助學費、生活費、支
援服務費用等。申請人先要通過語言學系研
究院取錄，再通過個人審查，「最重要是學
生願意在畢業後支援及服務聾人社群。」
施婉萍透露，中心正積極籌辦手語翻譯
課程，但政府支援不足，停留於「杯水車
薪」階段，期望中心工作起帶頭作用，進
一步支援失聰學生學習需要。
日本財團殘疾項目主任石井靖乃表示，

失聰學生一直被社會誤解，「他們只是口
語以外溝通的少數族群，應受尊重。」他
認為，社會需要明白失聰人士有語言權
利，故一直支持中心發展。

開發支援模式方便學習
中大於本學年首次取錄兩名以手語學習

的失聰學生入讀語言系本科課程，分別是
來自香港的朱君毅及來自印尼的Laura。兩
人均是中大手語教學高級文憑畢業生，因
成績優異而順利升讀語言系本科課程。為
協助他們融入主流學習環境，研究中心於
去年9月起，開發一套失聰人士專上教育學
習支援模式，結合手語傳譯、筆記抄寫服
務和課程錄製系統，讓兩人上課時更方
便。
朱君毅表示，學習上會較健聽學生「輸

蝕」，「老師講書很少停頓，看不到失聰
學生需要，而單靠筆記抄寫員，亦難以得
到十全十美的筆記。」不過，他會繼續全
情投入學習生活，最近更嘗試加入辯論
隊，一嘗與健聽同學共同討論的機會。
Laura認為，香港手語發展比家鄉印尼更

完善，「印尼手語班教師太少，學生太
多，影響教學質素。」她計劃於中大繼續
進修，要以專業知識為家鄉的失聰學生爭
取應有學習權利。

▲中大語言學
及現代語言系
手語及聾人研
究中心將於新
學年設立亞洲
區首個手語獎
學金。

李穎宜 攝

◀朱君毅以手
語上課。

中大供圖

■責任編輯：李一凡 版面設計：歐鳳仙
http://www.wenweipo.com

新鴻基地產發展有
限公司 (新地) 一直堅
守「以心建家」的信
念，視員工為家人，
重視員工需要，更致
力將關懷延展至員工
家庭。集團於 2010
年起設立「新地集團員工子女本科獎學金」，連續第五年資助基層員工子女
修讀大學全日制學士學位課程。計劃推出至今合共資助47名學生。

郭炳聯勉勵年輕人
今屆共有十名員工子女獲頒獎學金，新地主席兼董事總經理郭炳聯日前親
自嘉許獎學金得主。他說：「集團深信教育十分重要，因此成立員工子女本
科獎學金，資助成績優異但有經濟需要的員工子女升讀大學。我對年輕人充
滿信心，期盼你們勇於承擔，不斷學習，積極面對不同困難。努力讀書固然
重要，也要多抽時間陪伴家人，報答父母的愛護及栽培。」
獲獎者是由評審委員會甄選出來，本年度有十名員工子女獲得獎學金，分
別入讀香港大學、中文大學、科技大學和理工大學。

會見中，副主席張梅穎詳細介紹了中國政
治協商制度及其價值。她指出，政治協

商制度源於和諧包容的中國文化傳統。中國
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和政治協商制度，
是國家的基本政治制度之一。任何一個國
家，不論實行什麼制度，都離不開這個國家
特有的文化。

張梅穎：進一步推進社會協商
談到中國的政治協商制度是一種創新及

其優勢，副主席張梅穎指出：「我認為中
國的政治協商制度，是一種創新的制度。
我們的這個制度，在不算長的時間裡，推
動着十幾億人口走出貧困，實現溫飽，正
在進入全面的小康，能夠從容應對各種突
發的自然災害、疫病和各種國際政治風

浪，在國際事務中我們也發揮着越來越重
要的作用了。」她認為，政治協商分多個
層次：一類是高層協商，就是中共領導人
與民主黨派領導人政治協商，內容都是治
國理政的大政方針；另一類是社會協商，
需要進一步推進。

岳宣義：為實現中國夢不懈奮鬥
岳宣義將軍指出：當前，國家正在為實現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不懈奮鬥。中
國夢就是要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
幸福。為了實現中國夢，國家全面深化改革
開放、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全面建成小康社
會、全面貫徹從嚴治黨。中國維護和平，堅
持走和平發展道路。
岳宣義將軍還表示，中國文化在澳大利

亞備受推崇，自 1850 年開始，就有華人
在澳洲推廣中國文化，傳播歷史可謂久
遠。在他們的帶領和努力下，一直以來中
國文化都受到了澳洲的廣泛歡迎。由澳洲
中華總商聯合會和世貿聯合基金總會主辦
的中澳文化節計劃在 2015 年的 11 月舉
辦，屆時來自兩國的優秀藝術家、企業家
將匯聚墨爾本，為中澳人民呈現精彩的慈
善盛宴。
另外，白瑪奧色法王進一步指出，世界物
質文明和精神文明需要從不同層面同時發
展，這就必須有一顆包容的心，呼喚人類奉
獻的本能。我們需要通過多樣性物質文明活
動，帶動精神文明的進程，讓普羅大眾認識
到世界和睦、萬物和諧的真諦，這正是社會
創新和復興的力量源泉所在。

三羊啟泰，金玉滿堂。「禮尚往來，人之常
情。」值此2015年迎新辭舊之際，裕華國貨誠
意奉獻極富創意的新春賀年禮籃，專誠匯聚各
式應節優質尊貴美食和禮品，方便顧客在新春
佳節來臨之時向合作夥伴、親朋摯友送上最誠
摯的祝福。
名為「豐盛」、「星級」和「至尊」的三款
新春賀年禮籃，均備有佳節美食及尊貴禮品，當中包括扎膠公、南非乾鮑、日本天
白花菇禮盒、印尼燕窩、霍山石斛、裕華國貨55周年紀念茶限量版(普洱茶餅)、墨西
哥刺參及名酒等等精選產品。禮籃還附有心意卡，讓顧客向收受禮籃的親友即時表
達心意，送上溫馨問候與誠摯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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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地主席兼董事總經理郭炳聯新地主席兼董事總經理郭炳聯
((右六右六)) 與獲獎員工子女合影與獲獎員工子女合影

近日，全國政協第十屆和十一屆副主席、民盟中
央原第一副主席、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副主席張梅
穎，於釣魚台國賓館會見世貿聯合基金總會中央議
會主席白瑪奧色法王，世貿聯合基金總會榮譽主
席、澳洲中華總商聯合會常務副主席、澳洲維多利
亞州上議院議長布魯斯．阿特金森（Hon Bruce
Atkinson MLC)，中國法學會法制文學研究會會長
岳宣義將軍一行，就民主及法治，政協參政議政、
民主協商及反腐等進行了廣泛的交流。

全國政協副主席張梅穎
會晤世貿聯合基金總會成員

受惠生22萬增至25萬 上司點撥明職場規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