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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穎宜）香
港是國際知名金融中心，社會環境
都有利發展優質的商科教育。今學
年新上任的科技大學商學院院長刑
吉天(Jitendra V Singh)認為，「全
球化」是學院發展的一大方向，會
透過與其他海外商學院及商界合
作，加強全球聯繫，以提升學生的
國際視野，為未來培育出更多的人
才。

院長刑吉天膺冠名教授
刑吉天日前獲科大頒授冠名教授

「Michael Jebsen商學教授席」，
以表揚其傑出的表現。早年於印度
接受教育、並在美國史丹佛大學博
士畢業、服務北美高等教育界多年
的他，特別與傳媒分享商學院未來
大計以及對全球化的看法。他認
為，香港現正受惠於亞洲崛起的趨

勢，包括科大在內的高等教育界都
處於有利的位置，有助推動全球化
的學習環境。
刑吉天指出，科大商學院的學士

課程本地學生約佔八成，其餘兩成
非本地生中，半數為內地學生，而
碩士課程情況卻大不相同，只有一
成是本地生，九成屬非本地生。他
認為，這說明了學院國際化的背
景，為此院方也會積極推動多元化
的國際學習環境，令學生掌握所需
的知識和技巧，以應對世界不同地
區的商業環境。

EMBA生下月赴德交流
刑吉天提到，科大商學院將於下

月尾安排EMBA中英雙語課程的學
生遠赴德國，親身與當地企業、學
者和顧問進行交流，從而洞悉德國
商業環境的成功因素和挑戰。學生
更可透過5天的旅程，能學習如何
從經濟實力、科技及市場進入等方
面評估德國企業的能力，亦能開拓
對當地文化與歷史的認知。
他又強調與業界合作對商科教育

的重要性，所以學院將加強與本地
及全球商界交流，並會邀請不同的
商界領袖分享各行業的情況，為學
生帶來更豐富的學習經驗。對於科
大商學院的定位，他認為不同大學
排名榜的結果足以顯示出科大的實
力，「科大雖然是年輕大學，其歷
史背景不及海外知名大學豐富，但
深信隨着時間和累積經驗，科大商
學院的發展會更見成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穎宜）香港致力促進航
空運輸的發展，為回應業
界對人才的需求，香港科
技大學計劃在現有的航空
航天副修課程基礎上，於
2016學年推出首個航空航
天主修課程；同一時間，
該校又針對航空氣流與噪
音間的關係，建設大中華
地區第一個現代化的航空
聲學研究風洞，預計可於
2016年落成。風洞將放置
於實驗室工作間之內，模
擬飛機不同部件的運作，
再加入氣流和風速，針對性找出飛
機各個部件產生噪音的情況，從而
找出實際的解決方法。
獲頒授冠名教授的科大太古航天
工程學教授張欣日前受訪時介紹該
校相關發展，他表示，當航空運輸
發達，頻繁的飛機升降亦可能會為
居民帶來影響，包括不同程度的噪
音及有害氣體等。為配合相關研
究，科大正建設一座現代化的航空
聲學研究風洞，預計明年落成，
「這是目前為止，大中華地區唯一
的同類研究設備。」

針對各部件 蒐數據避雜音
張欣指出，一架飛機不同的部
件，包括機翼、引擎和機身等，都
會產生不同分貝的噪音，「要測試
噪音就要避免有雜音的存在；亦沒
有可能把儀器放置於飛機上進行測
試，因為會受氣流所影響，而且花

費巨大。」所以，特設於實驗室內
的風洞是一個可控制的環境，提高
相關研究的有效性。配合不同技術
員及電腦的幫助，風洞可重複地加
入氣流與風速，「先將飛機模型以
及不同部件放置於風洞內，再加入
氣流與風速，再透過傳感器得到可
靠的數據，就能針對性找出各個部
件的噪音情況，從而作出改善。」
對於風洞的建成，張欣深信除了

有助科研外，亦會為學生提供更多
的學習機會。他指出，現時科大有
40名本科生正修讀機械及航空航天
工程學系副修課程。學生透過相關
科目，包括數學及設計等範疇，初
步接觸到高科技的航天航空發展；
而由2016/17學年起，該課程更將
成為主修，更全面向學生推動相關
知識，並會加強交流機會，包括帶
領學生參觀不同的航天航空公司及
有關機構等。

■張欣深信2016年落成的風洞，除了有助
研究外，亦會為學生提供更多的學習機會。

李穎宜 攝
■邢吉天認為「全球化」是商學
院發展的一大方向。 李穎宜 攝

大中華區首建風洞 科大研飛機噪音

■「職業訓練局普通話培訓測試中心」
http://www.vtc.edu.hk/vlpo/chi_course_chi.
html
熱線電話: 2595-8119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
加）

逾半受罰童稱因成績差 團體倡政府支援受困擾親子

明知體罰傷身心
七成父母「仔照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雖

然大家都知體罰不是管教子女的好方

法，但卻往往知易行難。一項調查顯

示，大部分家長明白體罰會對子女構成

負面影響，包括親子關係轉差，也會造

成子女心理上的創傷等，但仍有近七成

人直言曾體罰子女，另有六成家長曾作

出不同程度傷害子女心靈的行為。負責

調查的團體建議應全面禁止體罰，並希

望政府投放資源，推廣家長教育及支援

有情緒困擾的兒童及家長。

為響應本周四(4月30日)的國際「沒有巴掌日」，
防止虐待兒童會昨日公布「家長及兒童對體

罰、精神傷害、獨留和家居安全的態度和理解」調查
結果。有關調查於去年11月至今年2月進行，以問卷
形式訪問了1,562名兒童和608名家長。

體罰方式 75%用手打
結果顯示，54%受訪兒童表示自己曾被家長體罰，當

中有69%被間中體罰，5%人每天都被體罰。至於體罰
的方式，有75%兒童被家長以手打、55%以物件打，另
有27%被罰站、7%被罰體力勞動。51%被體罰的兒童
指，家長體罰自己是因為成績未如理想，其次是生活習
慣（47%）如沉迷打機、經常發脾氣、亂花零用錢等，
另有35%認為是因為他們拒絕家長的指示。
家長訪問方面，則有69%家長表示自己管教子女時
曾施體罰，主要是因為子女生活習慣問題，以及子女
拒絕服從指示。不過，大部分家長都明白體罰會對子
女構成負面影響，包括令親子關係轉差、造成子女心

理上的創傷及身體上的損傷等。

新來港家長情緒較受困擾
調查亦顯示，38%新來港家長高度關注子女的學

業，較其餘家長的22%更高；他們當中也有32%因而
受情緒困擾，比其餘家長的10%明顯要高。防止虐待
兒童會認為，這可能反映了他們未完全適應香港生活
環境，或子女跟不上本地教育制度的要求。
另外，有近五成兒童表示曾受精神傷害，也有60%

家長表示曾作出不同傷害子女心靈的行為，主要都是
威脅把孩子心愛的東西丟棄、口頭或非口頭上排斥、
貶低、公開羞辱或恥笑等。
問卷亦調查了獨留兒童在家的情況，68%人曾被獨

留在家或獨自外出玩耍，當中更有5%曾發生意外或
突發事件。不過，僅得少數家長有家居安全意識，懂
得將窗簾的拉繩綁高及確保門不能從外面反鎖等。

母罵偏食女「食屎」事後悔愧
要管教兩名分別6歲及1.5歲女兒的李女士，曾因
大女兒偏食、不聽指示等而作體罰，更忍不住罵她：
「你咁蠢呀！你食屎啦！」事後感到非常後悔和不開
心。經輔導後，她漸漸以欣賞和獎勵計劃的方式幫助
女兒，家庭關係轉好。
防止虐待兒童會總幹事何愛珠建議，應全面禁止體

罰，並希望政府投放資源，推廣家長教育及正確管教
子女的方法，以及支援有情緒困擾的兒童及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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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 祖 堯
(左二)、副
校長霍泰輝
(左一)和署
理醫學院院
長 陳 德 章
(右一)頒授
榮譽教授聘
書予王國強
（右二）。
中大供圖

教院設基金升教育質素教院設基金升教育質素

又平又靚VS價廉物美
過完復活節假期，愛逛街的朋友們可

能又買了不少東西吧。「埋嚟睇埋嚟揀

喇！」（普通話：過來看一看
ɡuò lái kàn yi kàn

，選一選
xuǎn yi xuǎn

啦
lɑ

！）、「抵到爛，買得過！」（普通

話：便宜
pián yi

/划算極了
huá suàn jí le

，值得買
zhí dé mǎi

！）、

「呢款又平又靚，好好賣㗎！」（普通話：這款式價廉物
zhè kuǎn shì jià lián wù

美
měi

，非常 暢銷
fēi chánɡchànɡxiāo

！）……充滿熱情的叫賣聲此起彼伏，讓人

難以抗拒，好像不「幫襯」（普通話：光顧
ɡuānɡ ɡù

），就真的

「走寶」（普通話：錯失良機
cuò shī liánɡ jī

）了。

女士們最有興趣的是「靚衫」（普通話：漂亮的衣
piào liɑnɡ de yī

服
fu

）。風褸（普通話：風衣
fēnɡ yī

）、「冷衫」（普通話：毛
máo

衣
yī

）不能少，再「買多兩條裙」（普通話：多買兩條裙
duō mǎi liǎnɡ tiáo qún

子
zi

）。當然，也不忘為家裡的公公、婆婆、丈夫、兒子買

幾件「恤衫」（普通話：襯衫
chènshān

）、「底衫」（普通話：內
nèi

衣
yī

）、「笠衫」（普通話：背心
bèi xīn

/汗衫
hàn shān

）、「波衫」（普通

話：球衣
qiú yī

）、「運動衫」（普通話：運動衣
yùn dònɡ yī

）……一轉眼
的工夫，手上已經是大包小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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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王國強獲頒中大榮譽教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中西醫結合醫學研究是

近年全球一大趨勢，中文大學早前舉辦中西醫結合醫學研
討會，邀請了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副主任兼國家中
醫藥管理局局長王國強、近200名本地政府官員和兩地中
西醫學者出席交流意見。中大亦頒授榮譽教授聘書予王國
強，表揚他在推動國家中醫藥政策發展的貢獻。
王國強在推廣全國以至國際中醫藥業發展方面的地位舉

足輕重，多年來除了致力推動中醫中藥標準化和普及化，
亦積極鼓勵中西醫相融合。他指本港中西文化交匯，是中
西結合醫學的典範，期望日後可加強兩地交流合作，開創
一條新的醫學道路。中大校長沈祖堯致辭時指，校方致力
在中醫教學、臨床和科研上精益求精，相信憑着王國強豐
富的經驗及知識，能為中醫和中西醫結合醫學發展作更多
貢獻，造福病人。

經貿辦柏林宣傳來港升學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穎宜）
香港駐柏林經濟貿
易辦事處參與在柏
林 舉 行 的 Study
World 2015國際教
育展覽會，向當地
學生提供在香港就
學、院校收生及參
加工作假期計劃的
詳 細 資 料 （ 見
圖）。駐柏林經貿辦處長何小萍亦在展覽會分享，介紹香
港的優質升學進修課程，以及獎學金等不同安排。
對於香港的的優勢，何小萍認為香港位處中國南岸，是

一個新舊交匯、中西薈萃的獨特之地。她指出，香港匯集
了優秀文化與卓越的進修課程，所提供的一系列優質學士
至博士學位課程，其設計及質素保證上採用國際標準，專
上教育院校頒授的學歷也獲國際認可。她並重點介紹申請
香港獎學金的獨特機會，包括「香港博士研究生獎學金計
劃」，該計劃為每名獲獎研究生，提供每月約20,000港元
（約2,500美元）及每年10,000港元（約1,300美元）的會
議及研究活動交通津貼，最長資助期為3年，具國際競爭
力。

以下的一句話，你能對譯成普通話嗎？

呢條褲加大碼闊得滯，你着大碼就啱喇。

附上一期答案：
張明胖乎乎的，他的弟弟很瘦。胖瘦都無所謂，最

重要的是健康。

考考你????

印花
答問題送禮物
VTC 特別為答對專欄問題的讀者送出精美禮品，名
額共3位。如有興趣的讀者，請剪下此文匯報印花，
連同答案郵寄至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4樓
香港文匯報教育版收，封面請註明「VTC」送禮，截
止日期︰5月4日，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穎宜）香港教育學院昨日舉
行典禮，正式成立「香港教育學院基金」，藉以匯聚社
會力量，藉此提升教院的教師教育質素、學與教及研究
水平。昨日典禮由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擔任嘉賓，吸引
超過350名商界領袖、政府官員、外國駐港領事及教育
界同工等出席儀式。主持典禮的教院校董會主席兼基金
董事局主席彭耀佳致辭時強調，教育對提升本港競爭力
至關重要。「教院有清晰明確的使命──就是要提供最
優秀的教師教育，以及相關的人文學和社會科學學科教
育，從而促進本港的長遠發展並提升競爭力。」
教院校長張仁良則感謝善長一直以來的支持，令教

院得以邁步向前，實踐培育專業教師與未來領袖的使
命，並承諾會善用一切可動用的資源，會致力培育學
生成為別具自信的專業人才。在典禮上，教院同時舉
行了2015年奬學金頒授儀式，表揚在不同範疇表現卓
越的學生。本年度該校頒授的獎學金達544項，總值
逾1,270萬港元。

■防止虐
待兒童會
的調查顯
示，近七
成家長承
認曾體罰
子女，另
有六成家
長曾作出
不同程度
傷害子女
心靈的行
為。
大會供圖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左七)、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左六)及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左八)與「香港教育學院
基金董事局」成員之合照。 教院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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