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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大生赴陝西 走絲路尋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伊莎）「未來之星同學會」的
一系列精彩暑期交流和實習活動啟程在即，不少學生都
整裝待發。各個交流團和實習團都有其賣點，有將到訪
陝西的服裝及紡織系學生希望通過考察當地的文物古
蹟，啟發其設計靈感，也有中醫學生盼赴杭州實習的經
歷，能提升醫術，將來懸壺濟世。多名學生都認為親身
到內地體驗及摸索，能促進兩地交流。
參加「從香港出發－走絲路尋根陝西」活動的理工
大學服裝及紡織系三年級生黃丹烜表示，自己從小熱愛
中國歷史文化，故不時於設計中融入中國獨特的圖案。
對於即將出發到陝西，她指當地有不少文物古蹟，如
「世界第八大奇蹟」之一的秦始皇兵馬俑，相信當中蘊
含的歷史精髓和藝術元素能啟發她的設計靈感，令她最
感期待。

恒管生到河南盼認識祖國
參與「從香港出發—河南之旅」的恒生管理學院工

商管理學系一年級生林志誠指，自己從未踏足河南，對
於活動將帶領他發掘當地的歷史文化及風土人情，並能
與鄭州大學及河南大學的師生交流，他很期待，盼能盡

快出發。他認為，香港年輕學子普遍僅靠傳媒的報道認
識內地，流於片面，故要真正認識祖國，包括文化、歷
史、社會等領域，便需親身到內地體驗及摸索、與當地
大學生傾談接觸，以促進兩地交流。

港大中醫生赴杭冀學藝「升呢」
新學年升讀香港大學中醫藥學院三年級的胡瓊心，將赴
杭州的醫院實習一個月。她表示，有學姊曾參加未來之星
的實習計劃，活動口碑很好，故她也積極報名。她又指香
港與杭州氣候不同，患者的診治也不盡相同，期望能在實
習過程中學習當地醫生的優良醫術，並融合中西醫的方法，
為患者提供最適切的治療。

教院生上京深化認識媒體
於教育學院就讀小學教育一年級的謝君欣參加了傳媒

班。她指一直渴望到訪首都北京，是次活動可實地參觀
內地報章及電台等媒體、到訪外交部及國務院新聞辦等
國家級部門，認為機會極難得。立志成為小學教師的她
希望是次經歷，可深化對內地社會及媒體運作的認識，
他日助學生了解國家發展。

全日或半日好？幼園家長無共識

許曉暉李薊貽陳嘉琪譚惠珠王惠貞黃英豪黃周娟娟蔡關穎琴等主持出發禮

未來之星同學會10歲
600港生北上交流

近四成人誤以為自閉有藥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香港與

國家的發展關係密不可分，年輕學子作為

社會未來的棟樑，更應全面加深對國情的

了解。為讓港生親身體驗內地社會現況，

由香港《文匯報》及未來之星同學會主辦

的「未來之星同學會成立10周年─2015

未來之星暑期交流團和實習團」，日前舉

行總出發禮暨簡介會。大會今年首次舉辦

「從香港出發」一系列活動，近600名來

自十多所香港大專院校的學生即將出發往

北京、杭州、深圳、河南、陝西及江蘇等

地交流和實習，探索內地不同城市的最新

動向，從多角度認識國家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穎宜）聖公會聖基道
兒童院一項調查發現，有35%受訪者不知道自
閉症兒童普遍有言語表達或理解遲緩的徵狀，
亦有近40%及35%受訪者誤以為藥物可治療自
閉症和言語障礙。
聖公會聖基道兒童院於今年5月，以問卷訪
問了556名16歲或以上人士，結果發現公眾對
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兒童之認知並不全面。有
35%受訪者並不知道自閉症兒童普遍有言語表
達或理解遲緩的徵狀，故可能會導致延遲確

診。有38%受訪者誤會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兒童
之自尊感及自信心與一般兒童相若，結果容易
忽視對這類學生的情緒支援。有近40%和35%
人誤以為藥物可治療自閉症和言語障礙。調查
顯示，公眾對有關兒童認識仍然不足，以致兒
童得不到適當的支援，影響成長。
聖公會聖基道兒童院臨床心理學家陸詠詩指

出，與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兒童相處，父母的心
態和技巧同樣重要，建議父母配合兒童的發展
階段，協助他們發揮所長，從而建立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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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之星同學會成立10周年──2015未來之星暑
期交流團和實習團」總出發禮暨簡介會上周六

舉行，活動共有逾200名大專生出席。大會邀得民政事
務局副局長許曉暉、中聯辦青年工作部副部長李薊貽、
教育局副秘書長陳嘉琪、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兼未來之星
同學會榮譽顧問譚惠珠、全國政協委員兼未來之星基金
會董事王惠貞及黃英豪、福建中學四校校監兼未來之星
同學會榮譽顧問黃周娟娟、新華集團董事蔡關穎琴、信
和集團中國業務總經理黃若紅、香港大學學生發展及資
源中心就業總監馮秀英等主禮。香港《文匯報》董事
長、社長兼未來之星同學會主席團主席王樹成、香港
《文匯報》董事總經理兼未來之星同學會主席歐陽曉
晴、香港《文匯報》辦公室總經理兼未來之星同學會副
主席嚴中則等均有出席，陣容鼎盛。
適逢今年是「未來之星同學會」成立10周年，並響應
特區政府施政報告推動青少年教育和發展的措施，大會
特別進行全新規劃，以嶄新面貌向香港和內地推廣「未
來之星」。除了保留國情班、傳媒班及內地實習計劃
外，亦新加入「從香港出發」系列活動，帶領港生赴河
南、陝西及江蘇等地交流，體驗嵩山少林寺的中華蓋世
武功、感受西北大地的熱情等。
逾600名學生將分別參與7個交流團及實習團，與內地

生聯誼和交流，並更深入了解內地發展動向。另外，未
來之星同學會也計劃利用下半年的周末、小長假等時
段，組織中學生赴廣東、廣西等地作短期參訪。
另外，未來之星設立了獎學金和助學金，其中2萬元在
出發禮上頒予未來之星同學會第八、九屆幹事會會長呂偉
昌，以鼓勵他因事休學、並在復學後繼續努力讀書。

王樹成：增加對祖國認知與關注
王樹成在典禮上致辭時指，在國家教育部、外交部、
中聯辦、特區政府民政事務局等機構和多個愛國愛港社
會團體的支持及推動下，「未來之星同學會」已經走過
10個年頭，逾2,000名港生透過探訪和參觀，從中體驗
和了解國情，在成長的道路上擴闊了視野，增加對國家
的認知與關注。
王樹成又提到，「中國夢」包含着「香港夢」，包含

着每個中國青年人的夢想，鼓勵港生要把握祖國提供的
機遇，認真思考和規劃自己的未來。他表示，香港處於
經濟轉型及政制發展的關鍵時刻，相信同學可在行程中
獲益良多，為成長履歷中增添一頁耀眼的記憶。

許曉暉勉港生訪內地增見聞
許曉暉表示，不少海外學生對中國歷史文化感到極大

的興趣，勉勵港生也應把握機遇到訪內地不同的城市，
增廣見聞，「希望同學以開放態度，深化對國家的認
識，度過一個充實的暑假並滿載而歸。」

蔡關穎琴：了解祖國有所得着
代表未來之星基金會榮譽主席蔡冠深致辭的蔡關穎琴
表示，祖國的發展日新月異，「百聞不如一見」，年輕
學子總要抓住機會親身了解祖國，才可有所得着。她分
享指，自己在30年前曾以律師身份赴廣州，與當地律師
交流，結果發現不少人英語及粵語了得，專業水平亦不
遜香港，令她大開眼界。
學生代表城大生湯順傑指出，內地近年發展迅速，提醒港
生要有危機感，不能再只透過媒體認識內地，應親身到訪深
入了解內地經濟、社會的發展，擴闊世界觀和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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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穎宜）教育局鼓勵少數族裔學
童積極融入本地主流學校，但有團體調查發現，超過
30%受訪少數族裔家長認為學校對子女的中文學習支援
不足，亦有家長反映女兒因跟不上中文進度而被學校勸
退。團體建議政府除要改進「中國語文第二語言學習架
構」的課程發展，亦要為少數族裔學生、家長及老師提
供更多的支援。
香港融樂會於去年12月至今年4月，在油尖旺、元朗、
深水埗及屯門區向99名少數族裔家長及143位華裔家長進
行調查。該批家長均有子女就讀於幼稚園及小學。調查發
現，在11種升小資訊中，華裔家長普遍認為官方資料如教
育局網頁及小學概覽，對選擇學校有幫助，但少數族裔家
長卻多認為這些資訊幫助有限，而他們在選校時，較重視
老師的教學質素、學校對少數族裔學生的接納態度等。30%
以上受訪少數族裔家長不滿學校提供的中文學習支援、老
師質素和少數族裔畢業生的中英文程度。

菲裔批校方暗示可助女轉校
菲裔家長Danilo Reyes的女兒在主流學校就讀小三，

由於不諳中文，無法跟上學習進度，校方曾向他提供少數族裔
學童的指定學校名單，暗示可協助女兒轉校，令他一度質疑自
己讓女兒讀主流學校的決定是否正確。

■香港融樂會調查發現超過30%的受訪少數族裔家長認
為學校對子女的中文學習支援不足。 受訪者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黎忞）免費幼稚園
教育委員會於上月底向教育局提交報告，
當中包括建議將全日制學額提高至五成，
與半日制學額平分。為了解家長對於報告
的意見，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於本
月初向全港18區、約1,200名家長教師委
員會主席及家長進行調查，發現大部分幼
稚園家長想法矛盾，有近八成家長認為幼
稚園學生應該全日上課，但同時亦有七成
多家長指學生應有半天時間享受其他學習
活動。學界人士認為，政府要就全日制和
半日制學額分配與家長達成共識仍有一定
困難。
調查又指出，有78%家長認同幼稚園教

師要有學位資格，有68%家長同意為幼稚

園教師設立一個標準薪酬幅度。另有80%
家長支持幼稚園要成立有家長組成的校董
會，令家長可以參與學校管治。
另有68%家長反對政府只提供全部資助
給半日制幼稚園家長，有63%家長同意政
府向收錄8名以上非華語學童的幼稚園提
供額外資源。

倡全日制學額逐步增加
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主席湯修齊

認為，大部分家長對於全日制學位有很大
的需求，故建議政府逐步增加幼稚園全日
制學額，並期望日後教育局可按地區需求
等情況調整學額比例，確保家長有足夠的
選擇。

■聖公會聖基道兒童院公布「大眾對特殊學習需要兒童認
識」網上調查結果。 受訪者供圖

■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就上月底發布的免費幼稚園報告書，
向1,200個家長進行調查。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忞 攝

■香港《文匯報》及未來之星同學會主辦的「未來
之星同學會成立10周年──2015未來之星暑期交
流團和實習團」，日前舉行總出發禮暨簡介會。

■■黃丹烜黃丹烜 ■■林志誠林志誠 ■■胡瓊心胡瓊心 ■■謝君欣謝君欣 ■■湯順傑湯順傑

■■許曉暉祝願學生在交流及實許曉暉祝願學生在交流及實
習中滿載而歸習中滿載而歸。。 莫雪芝莫雪芝 攝攝

■■蔡關穎琴指年輕學子要了解蔡關穎琴指年輕學子要了解
祖國才可有所得着祖國才可有所得着。。莫雪芝莫雪芝 攝攝

■■王樹成鼓勵港生把握祖國提供王樹成鼓勵港生把握祖國提供
的機遇的機遇，，規劃未來規劃未來。。莫雪芝莫雪芝 攝攝

資料來源：未來之星同學會 製表：鄭伊莎

出發日期

6 月 9 日
至6月16
日

6月14日
至6月21
日

6月25日
至 7 月 2
日

7 月 5 日
至 8 月 2
日

7月12日
至 8 月 9
日

8月20日
至8月27
日

8月23日
至8月30
日

活動名稱

「 從 香 港 出
發——河南之
旅」

「香港傳媒專
業大學生國情
課程班」

「 從 香 港 出
發——走絲路
尋根陝西」

「星動杭州．
未來之星」—
香港大學生暑
期內地實習計
劃

「星動深圳．
未來之星」—
粵港暑期實習
計劃

未來之星「從
香港出發——
江蘇之旅」

未來之星「中
國國情教育培
訓班」

部分行程

到鄭州大學及開封河南
大學上課、參觀清明上
河園、參觀龍門石窟景
區、遊覽少林寺景區及
塔林、武術交流等

到中國傳媒大學上課、
到訪國務院新聞辦公
室、體驗西城區茶文化
及什剎海武術文化、夜
遊王府井大街、參觀
798藝術區等

到西北大學上課、參觀
秦始皇兵馬俑及華清
池、參觀西安高新區、
參觀黃帝陵、到訪陝煤
化集團等大型企業

詳情稍後公布

詳情稍後公布

到南京大學上課、參觀
南京軍區軍營、參觀南
京奧運文化村、參觀周
恩來故居等

到清華大學上課及與學
生交流、參觀明十三
陵、遊覽長城、拜訪外
交部、赴天安門觀看升
旗儀式、參觀軍營及觀
看軍事表演等

暑期交流團實習團部分行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