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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煙濫藥自殘宣洩 學者促及早識別情緒青少年
六成中學生現抑鬱症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負面情

緒有蔓延至中學界的趨勢，一項大型研
究顯示，分別有47%及62%受訪中學生
有不同程度的焦慮及抑鬱，整體而言，
嚴重症狀者分別有17%及5%。為排遣愁
煩，不少人試過吸煙、飲酒、濫藥，也
有部分人差不多每天或每周幾次萌生自
殘或自殺念頭，情況令人關注。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和理大護理學院過去3年就中
學生的情緒健康進行研究，成功以問卷抽樣訪問

九龍東區16所學校共12,518名中學生。問卷就不同指
標要求學生自評分數，量度學生焦慮和抑鬱的程度。

越焦慮越多出現飲酒吸毒行為
昨日公布的研究結果發現，在受訪前的兩個星期至一
個月，出現輕微和中度抑鬱症狀者有54%，嚴重及非常
嚴重者佔 8%。另有 12%學生容易焦慮，嚴重者有
5.5%，當中近半人差不多每天或每周幾次有自殘或自殺
的想法。
研究發現，越焦慮的學生，越多出現飲酒、吸毒和吸
煙行為。他們得到親友的情感和精神支持較少，亦較常
自覺是失敗者，自卑感明顯。
青少年精神健康推廣及治療中心主任周倩儀表示，曾有
學生被老師質問功課問題，過度焦慮而當場暈到，故呼籲
學校和家長多留意青少年的情緒健康，例如有否感到不安、

害怕、緊張、過分擔心，容易生氣等。理大護理學院助理
教授麥艷華表示，有抑鬱症狀的青少年在成年後，患上抑
鬱症的風險較高，政府應為青少年進行精神健康普查，及
早識別有情緒問題的青少年，並提供支援。

過來人曾拿錘回校 家人罵「變態」
現年17歲的阿沐以往常被同學欺凌，與家人關係欠

佳，引發出情緒問題。他經常感到不開心，有時會用力
捏自己宣洩，又因缺乏安全感而拿着錘子上學，保護自
己。家人罵他「變態」，校內師生則認為其行為古怪，
以記過處理。為怕他傷及他人，校方安排他到訓導室

「隔離」，影響了學業。
其後，阿沐繼續與人打架，連續兩年留班，很多時間
都在訓導室渡過。他試過吸毒、自殘，「那一兩年好像
住在『精神病房』，壓力爆煲，我忍不住手。」當時
他並不覺得自己有情緒問題，及後經社工轉介，醫生確
診他患有輕度思覺失調，需定時服食藥物。
經一年的治療和參與不同活動，阿沐逐漸擺脫不安情

緒，「現在覺得因為不開心而自殺，是錯的！」如今他
與家人關係變好，與父親「有偈傾」，並已重返校園，
在職訓局就讀電子課程。因為喜愛聽歌，他已找到夢
想，希望日後可成為填詞人，以歌曲抒發感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第九屆「香港
杯」外交知識競賽初賽近日在香港舉行，共有66間
中小學、5,000多名學生報名參加。 外交部駐港公
署、特區政府教育局、香港明天更好基金等競賽主
辦機構代表先後到嘉諾撒聖家學校和中華傳道會安
柱中學觀摩初賽。
公署新聞及公共關係部主任孫振參贊與參賽學生

交流，了解他們的參賽感受和對競賽的建議，並鼓
勵他們充分利用參賽機會，努力學習、增長知識、
了解國情、開拓視野，未來為國家和香港貢獻力
量。

■第九屆「香港杯」外交知識競賽拉開序幕，圖為
初賽時情況。 大會提供圖片

您好：
我想請問台灣的大學是否有提供宿舍

讓港生居住？港生可以申請獎學金或工
讀嗎？全民健保和學校輔導照顧的內容
包括哪些？ 李同學上

李同學，你好：
多數台灣的大學會保障港生有至少一年住學校宿舍的
權益，也有部分學校為港生提供四年的住宿保障。學校
宿舍申請需依照各校規定辦理，租金一般會比在外租賃
便宜。
台灣獎學金主要包括校系所、「僑外組」及同鄉會等

三種途徑，受理對象不限於學系本科生，成績優異的
碩、博士生也可向各大學相關承辦單位申請。至於港生
在台灣工讀須申請工作證，一般由各校之「僑外組」協
助辦理，各學校也經常會有工讀機會供同學申請，工作
時間多可配合上課時間。同學亦要注意，在校外工讀，
除寒暑假外，每星期不得超過16小時。
港生赴台升學前應先購買醫療和旅遊保險，抵台

居留滿6個月，必須參加全民健康保險，並享有和台
灣民眾一樣的醫療福利，無論是生病到診所就醫、
住院或看牙醫，都能以相當低廉的價格（一般診所
看診價格為新台幣150元，約港幣37元）享有優質

醫療服務。

家族制度助港生適應
為了讓初到台灣的港生能夠盡快適應環境，各校系多
設有「學長姐」家族制度，協助新生融入校園生活；此
外有些學校也設有「導師制度」，包括照護導師、宿舍
導師、討論導師等，定期聚會聯繫，提供新生各項校園
生活及課業協助，所以不用擔心適應新環境的問題。
海華服務基金查詢電話：
2332-3361或至海華facebook專頁
「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網頁：
www.overseas.ncnu.edu.tw

資料來源：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標題與小題為編輯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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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校宿舍租平 買醫保有着數

外交知識賽初賽
逾5000生參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穎宜）英基學校協會昨日
於網頁公布，將上調所屬學校的學費，當中包括九
間中學、五間小學、四間幼稚園、兩間私營獨立學
校以及一間特殊學校，平均加幅為5.2%至8.8%不
等。英基行政總裁葛琳表示，已去信家長解釋學費
上調的情況。
根據英基學校網頁顯示，就英基屬下小學、中學

及特殊學校賽馬會善樂學校而言，小學的學費由原
先74,100元加至78,700元，加價4,600元。中學的
第7至11班就由105,700元加至110,600元，實加
4,900元；第12至13班就由111,100元加至116,200
元，實加5,100元。所有年級的平均加幅為5.2%。
至於英基的兩所私營獨立學校—智新書院和啟新
書院，以及英基國際幼稚園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
加幅。智新書院的加幅為6.6%，啟新書院平均加幅
則為6.25%。而英基國際幼稚園，四間不同分校的
學費加幅比率就由4.6%至8.8%。
英基行政總裁葛琳表示，已去信向家長解釋學費

上調的情況，強調一直致力為學生提供優質的學習
經驗，亦認為上調學費是與市場成本看齊的做法。

英基屬校加費5.2%至8.8%

■■周倩儀周倩儀((右一右一))呼籲學校呼籲學校
和家長多留意青少年的和家長多留意青少年的
情緒健康情緒健康。。 馮晉研馮晉研 攝攝

■■阿沐指曾因缺乏安全感而阿沐指曾因缺乏安全感而
拿着錘子上學拿着錘子上學。。 馮晉研馮晉研 攝攝

四川新銳青年畫家郭勁
松 近 日 推 出 其 手 繪 新
作——《畫說成都歷史—

從史前到21世紀》，用生動的
文字解析，將16張畫作的記憶
串聯起來，形象地描繪了一幅
成都的悠久人文歷史畫卷。郭
勁松坦言，「如何讓這座城變
得更美好，歷史或多或少都會
給今天的我們一些昭示。」
郭勁松去年於樂山老家過年，

在一位「老成都」的陪同下，逛
遍整個城市，這位「老成都」針

對現存及消失的標誌性街道和建
築作了詳盡的講解，啟發了郭勁
松不能只在成都印象上做文章，
應當將成都歷史串聯起來，讓人
們知道成都作為歷史名城的具體
內涵，並且圖文並茂能讓人輕鬆
閱讀，也能讓人們深度了解成
都，這部手繪作品於是誕生。郭
勁松評價成都的城市性情是「溫
柔的剽悍」，「如果有這種城市
精神的延續和潛在的湧動，成都
會變得更美好，更令人矚目。」

■實習記者劉亮荀綜合報道

慈母當臥底 拆穿傳銷救兩女兒

「我想尿，但是尿不出來，等到……」山西太原市創意街一
家餐廳，近日在男廁尿兜後放置三個僅身穿情趣內衣的「美女
假人」，令顧客驚詫不已。有許多如廁者說：「『美女』看
你，還真尿不出來。」 網上圖片

畫家手繪成都畫家手繪成都20002000年歷史年歷史
四
川

這項由中國科技大學、西南大學和美國西奈山伊
坎醫學院共同完成的聯合研究，於2013年3月

發起，歷時1年11個月，對100位大學生進行靜息狀
態下的腦部掃描，其中約三分一的參與者正處於熱
戀，三分一剛結束一段感情，剩下三分一的人單身且
從沒談過戀愛。相關研究成果發表在2月國際期刊
《人類神經科學前沿》上。

愛情若存在 腦區連接較強
過去的研究已指出，當處在熱戀中的個體看着自己

戀人照片時，大腦中參與加工獎賞、動機和情緒調控
的腦區會出現激活增強。「然而，浪漫愛情是否會影
響靜息狀態（即沒有任何具體的任務）的大腦功能，
之前卻並沒有具體的研究。」領導這項最新研究的中
國科學技術大學生命科學學院腦功能與腦疾病中科院
重點實驗室教授張效初昨日說。初步研究結果顯示，
大腦有12個不同區域會因愛情情感而受到不同的影
響，「這說明不管戀人是否在眼前，愛情的存在已經

在日常情況下持續性地影響着大腦。」張效初說。
相比於分手組和單身組，戀愛組被試的功能連接

顯著增強，主要體現在涉及獎賞、動機和情緒調控系
統和社會認知系統內的功能連接。

失戀創傷 敏感區活躍度驟降
張效初表示，在以上兩個系統的部分腦區，其功
能連接強度與戀愛組的戀愛時間成正比，與分手組的
分手時間顯著呈反比。值得一提的是，大腦的尾狀核
區域，也許是對愛情反應最敏感的區域之一。研究顯
示，一旦失戀，尾狀核的活躍強度會顯著降低，甚至
比從未戀愛的人更低，然後隨着時間慢慢恢復。

■■成都開通地鐵成都開通地鐵11號線號線，，標標
誌其成為中國中西部首開誌其成為中國中西部首開
地鐵的城市地鐵的城市。。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文革」
時期修築
的「毛澤東
思想勝利
萬歲展覽
館」(現為
四川省科
技館）。

受訪者
供圖

■成都武侯祠是著名的三國
遺跡博物館。 受訪者供圖

「我不去，她們就毀了」、「我就
是想看看那些人是怎麼騙我女兒
的」……來自湖北的任有梅，為救出
深陷傳銷組織的兩個女兒，隻身來到
四川成都當臥底，一周內傳回近百條
有關窩點和騙術的短信，協助當地民
警最終將兩姐妹解救。

不怕犯險「我帶農藥來」
任有梅的大女兒魏雨是讀設計的，
大學畢業多年，本來在武漢有一份不

錯的工作，去年到成都郫縣後深陷傳
銷組織，還將在湖北讀高校的妹妹拉
入。苦勸無果下，任有梅決定前往該
傳銷組織當臥底，約定將裡面的消息
偷偷傳給姐姐任君霞。談到若被發現
後果恐不堪設想，任有梅十分坦然，
「危險倒是沒遇到，反正我是帶着農
藥來的，不怕他們」。
經過一周的努力，任有梅發出了上百

條短信證據，記錄下講課的地點有10多
處，涉及200多人，換來警方的解救。
但大女兒卻還是篤信「投入69,800元就
可以收回 1,040 萬元」的「致富神
話」，抱怨母親「不要亂說」。反覆勸
說下，大女兒近日終於答應先跟母親回
家。談到以後有何打算，任有梅說：
「不知道，感覺雖然對我兇，還是有點
醒悟了。帶回去後，我打算和她爸帶她
們去廣東找工作。這世上就沒有天下掉
餡餅的事，只有憑勞動掙錢。」

■記者 周盼 綜合報道

「「你你愛愛不不愛愛我我？？」」
「你愛不愛我？」這個在戀

愛中最頻繁出現的問題，未來

或許可以通過科技手段來驗

證。近期中外科學家共同完成

的一項研究表明，即使在靜息

狀態下，愛情仍會對人類的大

腦造成一定的影響。初步研究

結果顯示，大腦有12個不同區

域會因愛情情感而受到不同的

影響，其中對愛情反應較敏感

的大腦尾狀核區域，一旦失戀

其活躍強度將顯著降低。

■新華社

■任有梅(右一)的苦心得不到兩個女兒
的回應，流下心酸的淚水。 網上圖片

■學生在課堂上學習耕種。 網上圖片

掃描大腦即可知掃描大腦即可知

「尿不出來」

重慶雙福育才中學
為全校學生每周開設
了兩節勞動技能課，

課堂設在學校於後方租來
的200畝荒地。學生們要通
過勞動，把荒地變成綠色
菜地。
「我們學到好多書本上沒

有的東西，以前我連野草和
小葱都分不清，但現在我不僅了
解傳統節氣、化肥的元素，也懂
得了如何與同學協作，更對大自
然多了一份敬畏。」重慶雙福育
才中學的中一學生馬新宇說。
「這便是陶行知先生推崇的

『生活即教育』的理念。」校長

陳數華稱，在學校設立農場，讓
孩子們通過親身體驗去學習，在
體驗當中去感悟和感受，構建自
己的知識體系，所以種菜也是課
程。學校希望通過農場，讓孩子
們傳承父輩的勞作精神，體驗勞
動的快樂。■記者楊毅綜合報道

中學生上課種田中學生上課種田 學懂敬畏大自然學懂敬畏大自然
重
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