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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創拆字App助讀障生認字

160
內
地
美
術
教
師
余
中
交
流

學友社倡優化資訊 助港生兩岸升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本港與內地的
學術交流日趨頻繁，除了本港中小學師生會到
內地學校參觀外，也有不少內地教育團體來港
進行學術交流。最近，全國城區少年宮工作研
究會舉行了大規模的美術師生交流分享會，安
排了來自全國各地的160位美術教師前往本港

的樂善堂余近卿中學（余中）參觀及交流。

藝術生展示學習成果
分享會當天，樂善堂余近卿中學視覺藝術科科主任區穎詩

向來訪老師講解香港中小學視覺藝術科課程發展及考評制
度，科技科老師李凱芝分享視覺藝術科與科技跨科學習的經
驗。該校中四及中五視覺藝術科學生展示學習成果，例如攝
影設計、電腦繪圖、服裝設計等作品。至於內地美術老師的
代表，也簡介了任職學校教學情況及內地美術教學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穎宜）學友社一項調
查顯示，有接近五成的受訪學生自認尚未完全
掌握到內地及台灣升學的資訊，對大學的質
素、收生要求、報讀方法、選科策略等均不太
了解。僅有15%及29%受訪的應屆文憑試考生
表明會考慮到內地及台灣升學，主要是因為收
生要求較低、學費便宜。學友社建議，相關教
育部門應優化和整合現行的報名途徑及資訊，
以方便學生作出選擇，並提醒學生要掌握多元
資訊後，作出周詳考慮。

收生要求低成考慮主因
為了解應屆文憑試考生前往內地及台灣升學的
意向及認知，學友社於今年1月透過問卷調查成功
訪問了來自28間中學的2,969名應屆文憑試考
生。調查發現，有15%受訪學生考慮往內地升
學，考慮赴台升學者則佔29%；當中超過五成的
學生都認為，內地及台灣的收生要求較低，成為
他們考慮的主因，其次是學費較便宜。

至於不考慮前往內地升學的學生中，
有48%認為內地的生活環境較香港差，
他們主要擔心食物安全及空氣污染等問
題，41%就因政治環境不穩定而放棄選
擇。至於不選擇赴台灣升學的原因，有
64%學生擔心學歷認受性，48%就擔心就
業的認可問題。

籲多思量相關學習因素
學友社學生輔導中心副總幹事吳寶城建

議，學生應結合自身意願與客觀條件，並
掌握多元出路資訊後作出升學考慮。他又
強調政治原因不應是唯一的考慮因素，同
學應該考慮更多有關學習的因素，包括院
校師資及畢業出路。
應屆文憑試考生林宇軒選擇到內地修讀中醫藥課

程，除了經濟考量之外，亦認為內地院校的師資較
專業和優秀；他目前正按院校的排名作考慮，以北
京中醫藥大學為首選。他表示計劃完成學業後，回

港考取中醫牌照，在港執業。另一名考生張柏軒就
坦言，父母起初反對他赴台升學的決定，後來因有
各方面的資訊在手，令他們建立信心，不過對方仍
有少許擔心台灣學歷的認受性。

■內地美
術老師參
觀學校展
示的視覺
藝術科教
材及學生
作品。
學校供圖

■中六生林宇軒(左二)及張柏軒(右二)都認為政治環境不是
考慮升學的主要因素。 李穎宜 攝

政府資助43萬 惠2.5萬學童
有見不少基層家庭雖然意識到子女有

讀寫困難，卻因難以負擔高昂的專業治
療費用，無從入手正視問題，基督教女
青 年 會 最 近 遂 推 出 「 『Infinity．
HOPE』讀寫障礙兒童支援服務計
劃」，幫助基層學童提升學習能力。該
會早前獲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撥款
42.8萬元資助，並將部分款項用作研發
首個專為讀寫障礙學童而設的「HOPE
中文拆字遊戲」手機App。
負責開發手機App的女青督導主任陳

玉娟表示，研究指本港有約8%、約2.5
萬名小學生有讀寫障礙，雖然他們智力正
常，但因先天缺陷，在處理中文字形結構
時，習慣把部分文字部件、位置和結構混

淆，因而無法學懂完整文字，導致在閱讀
和書寫時出現困難。因此，上述手機App
針對問題，協助學童辨認文字，切合小一
至小六的讀寫障礙學童的學習需要。
陳玉娟介紹指，拆字App以《三隻小

豬》、《醜小鴨》、《國王的新衣》、
《快樂王子》和《魯賓遜漂流記》五個經
典童話故事及小說為遊戲背景，當中的彩
色動畫生動逼真。每個故事都有語音朗讀
相關故事，並各設有四個遊戲關卡，串連
故事情節。學童要在字詞出現時，利用
「中文拆字法」解開不同任務，才可順利
晉級。
她表示，在遊戲過程中，學童需要利

用視覺、聽覺、觸覺、肌肉運動感覺，辨
認文字結構，有助提升他們對文字的記憶
力、對文字的敏感度以及小肌肉的協調能

力。她續指，即使沒有家長的指導，學童
也可以通過App，自行做「拆字法」練
習，預計可吸引近2,000人下載。

增認字興趣 擬加詞加故事
她又透露，早前團隊曾比較20名分別有

使用和沒有使用App練習「拆字法」的學
生有何學習差異。結果發現，該10名使用
App的學生，對於學習「拆字法」的興趣
大為提高。她相信，通過具挑戰的互動遊
戲，有助提升學生學習中文字的興趣，故
建議家長盡早讓有讀寫障礙的子女從小練
習「拆字法」，藉此掌握文字結構。
她又指，如果應用程式受歡迎，將考

慮申請資源增加故事遊戲的數目和中文詞
語的數量，以及開發短句學習功能，進一
步優化學習效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本港有

約8%、約2.5萬名小學生有讀寫障礙，患

有讀寫障礙症的學童在書寫時，經常把文

字左右倒轉、漏寫或多寫了筆劃。為協助

這些學童有效地認字，基督教女青年會設

計了全港首個「HOPE中文拆字遊戲」手

機應用程式（App），通過《三隻小

豬》、《醜小鴨》等多個經典童話故事，

以互動故事遊戲，助小學生穩紮中文字形

結構的基礎，相信可提升學童學習中文字

的興趣。手機App近日已上載至IOS及

Android，供用家免費下載。

女青會借用女青會借用童話更「入腦」中文教學遊戲免費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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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八」婦女節當天，三
位河北外籍女教師說在中國
的感動故事。22歲的Han-

nah現在是河北省石家莊市第42
中學的一名外教，來到中國一年
多的她剛收到學校老師的節日祝
福短信。Hannah很開心，一邊
讀着信息，一邊說，「在中國的
日子很溫暖，讓我覺得這裡就是
我的家，沒有漂泊的感覺。」
Hannah來自英國威爾士，她來

到中國後，看到學校裡很多外國
老師和留學生，心裡的孤獨感頓
時全無，感覺就像回到了家一
樣。她最喜歡中國的龍，又是個
女孩，所以給自己起了個中文名

字叫「龍女」。談及在中國的感
動，Hannah教的學生都在十五六
歲左右，孩子們都很友好，在聖
誕節時，學生怕她想家，便一起
合唱聖誕歌曲，為她慶祝節日。
外教娜娜是去年9月到石家莊

市任教。她說，中國的文化很深
奧，她在很努力的學習漢語口
語，此次在中國任教也可以了解
中國的文化，真的很有收穫。至
於英國教師Jessica提起她的中國
生活，她非常喜歡和學生們一起
聊天，當學生願意跟她一起學習
的時候，她會非常的開心，覺得
實現了自己的人生價值。

■中新網

清潔女工

IT界「三八」送男性擁抱

浙江杭州近日陰雨連連，地鐵一號線的列車車廂裡
卻是「春暖花開」，大幅3D桃花圖案更讓人有一種春
意盎然的感覺。這是杭州地鐵新推出的ABC健康歡樂
主題專列，桃花源、魔幻遊樂場、熱氣球之旅、歐洲
城堡和澳洲茶樹園5個主題分佈在六節車廂中，彷彿
帶人步入了一個個美麗的樂園。 ■浙江在線

外籍女教外籍女教秀秀「「中中國感動國感動」」

桃花車廂

河
北

有人說，婦女節發禮物更能體現老闆的風度
與公司的關懷。近兩日，微博、微信朋友圈裡
晒「三八」婦女節福利，已經成為不少女性網
友的熱聊話題，禮物五花八門，衛生紙、洗衣
液、炒鍋、男同事的擁抱、婦科檢查等各項福
利層出不窮，有人滿足也有人吐槽。
「今年的婦女節禮物是毛浴巾套裝，希望
這份禮物可以溫暖呵護大家的每一天。」在
一家國企工作的王麗(化名)看到公司這條公
告時，毫不掩飾地表達了她的失望，「去年
還發錢和巧克力，今年就發這個，真是讓人
大跌眼鏡，感覺太屌絲了。」

毛巾衛生紙成熱門福利
毛巾、衛生紙、洗衣液這些生活用品看上
去稀鬆平常，可卻是婦女節的熱門福利。在
微博上搜索「婦女節福利」時，這些都是高
頻詞彙。
除了送物，還有送「愛」的。一向不缺乏

創意的IT界在婦女節福利上也是獨闢蹊徑。
劉女士就是在一家網站上班，他們的婦女節
福利是男同事愛的擁抱和玫瑰花，玫瑰花公
司掏錢，「和男同事擁抱的過程一點都沒有
想像中的尷尬，大家都玩得很歡樂。我感覺
這樣的互動很有意思，還能拉近與同事間的
距離。玫瑰花也很貼心，特別是對於我這種
情人節都沒有收到過玫瑰花的人，感覺太驚
喜了。」劉女士解釋道。 ■中新網

現年50歲的李軍風從1982年參
加工作，在清潔崗位上，一

幹就是 33年，曾獲得 2013年度
「感動省城十大人物」榮譽稱號，
被稱為「李姐」。
在路燈的照射下，可以看到街道

已被清掃乾淨，李軍風摘下手套，
搓着已經凍紅的雙手說，「今天繼
續用雙手清掃好路面，給大家一個

好的環境，算作我們婦女節的獻
禮。」

每天忙碌十幾小時
由於李軍風所負責的區域屬

於繁華地段，「人多」、「車
多」、「垃圾多」，清掃工作量
很大，她和工友們每天都會忙
碌十幾個小時，雖然很累，但
看到市民在乾淨的路面上行
走，她們心裡就很滿足。李軍
風安慰地說，她與工友們前日
還被一家火鍋店請吃火鍋，她
們都為社會上越來越重視清潔
工而感到高興。
提起自己工作，李軍風說清潔工沒

有節假日，誰家有急事就替班，家裡
的大小事務都幫不上忙，連過年時候
的餃子餡都是弟弟家調好後給送到她
家，這讓她對家人有些愧疚。
「家中老人去世時，由於有清掃
任務，我沒能見老人最後一眼，到
現在想起來都有歉意。」李軍風
說，家人對她這份工作表示理解。

昨日是「3．8」婦女節，在

清晨5時的晨曦中，河北石家

莊還是一片靜寂，清潔女工李

軍風和她的工友早就開始了一

天的晨掃工作，在晨掃中迎來

國際勞動婦女節。中宣部近日

公佈了第一批50名內地崗位

學雷鋒標兵，李軍風榜上有

名。「將馬路清掃乾淨，工

作得到人們的理解，再苦

再累都沒事。」李軍風

說，三十餘年的清潔生

涯有太多的感動留在

了心底，政府的舉

措與來自社會各

界的慰問，讓她

有 種 「 幸 福

感」。 ■中新網

掃出幸福路掃出幸福路

元宵佳節，湖南「蠱惑」
車主童先生把車停在路邊，
為了免被罰，特意貼了張以

前的罰單放在雨刮器上，卻被
「醒目」交警識破，留了張新罰
單作為「禮物」，並在罰單背後
寫着：「您放在玻璃上的罰單是
舊的，我幫你換張新的，元宵節
快樂！」他笑着說，長沙的交警
叔叔真可愛，也祝他們元宵節快
樂。 ■《三湘都市報》

「「蠱惑蠱惑」」車車主貼舊罰單被識破主貼舊罰單被識破
湖
南

剛滿24歲的小徐是一名江
蘇省幼師，長得文文靜靜，因
為工作性質，小徐平時接觸的

適婚男性不多，春節期間又爽約了
媽媽安排的相親，因此被逼寫下保
證書，兩年內嫁不出去就露宿街
頭。小徐的保證書貼到論壇之後，
引發了不少單身80後、90後的熱
議。 ■《揚子晚報》

女幼師拒逼婚女幼師拒逼婚寫寫「「瞓街瞓街」」保證保證
江
蘇

■■外教在上課外教在上課。。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交警開罰單交警開罰單，，並寫上並寫上「「元宵節元宵節
快樂快樂」！」！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女幼師被逼相親女幼師被逼相親，，遂寫下保證遂寫下保證
書書。。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貴州貴陽市觀山湖區近貴州貴陽市觀山湖區近800800名名「「失地農民失地農民」」在土地被徵調後幹起在土地被徵調後幹起
了環衛工了環衛工。。雖然是雖然是「「富翁富翁」」清潔工清潔工，，但他們仍堅持每天清掃大街但他們仍堅持每天清掃大街，，
繼續當個充滿幸福感的清潔工繼續當個充滿幸福感的清潔工。。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李軍風任職清潔工已有李軍風任職清潔工已有3333
年年。。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機長在婦女節送女乘客擁抱機長在婦女節送女乘客擁抱。。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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