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玫瑰崗校學術周「寓學於樂」

追蹤300初生BB5年聞歌聽字 未識對答亦可及早尋病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中文大學上月初成立本港首間跨學科大腦及認知研

究所，所長黃俊文透露，未來將集中四大範疇，包括了解語言發展障礙、讀寫障

礙及自閉症成因、治療研究及探究腦部分子如何影響人類行為。研究所並計劃招

募300名初生嬰兒，首次於香港引入腦電波技術進行長達5年的語言追蹤研究。專

家會安排他們聆聽音樂、字詞、音頻等，透過測量腦電波推斷出孩子語言發展情

況，即使他們尚未懂得與成人對答，亦可及早發現問題，提早介入治療。

■責任編輯：簡 旼 2015年12月3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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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招「精嬰」研腦波治語障

小 學 組
小學組個人賽晉級決賽 1-3 名
排名 姓 名 學 校
1 朱卓希 元朗立中學校友英業小學
2 潘曉妍 寶血會伍季明紀念學校
3 葉家寶 吳氏宗親總會泰伯紀念學校
小學組個人賽優異金獎 (排名不分先後)
4 顏嘉琪 宣道會葉紹蔭紀念小學
5 羅璟軒 道教青松小學
6 舒一暢 元朗立中學校友英業小學
7 顏楚豪 英華小學
8 關毅盈 東華三院王余家潔紀念小學
9 廖靜茹 聖公會青衣邨何澤芸小學
10 張雅詩 道教青松小學
11 王璟璁 英業小學
12 黃宇昇 東華三院王余家潔紀念小學
13 王天毅 道教青松小學湖景邨
14 陳俊櫻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英業小學
15 曾俊傑 吳氏宗親總會泰伯紀念學校
16 羅俊禮 聖公會青衣邨何澤芸小學
17 李君盈 香港中國婦女會丘佐榮學校
18 黃煒程 英華小學
19 曾德鴻 東華三院冼次雲小學
20 蔡銘謙 聖公會青衣邨何澤芸小學
21 梁學茵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英業小學
22 陳俊睿 吳氏宗親總會泰伯紀念學校
23 蔡栩栩 英華小學
24 謝翠茵 宣道會葉紹蔭紀念小學
25 蘇婧妍 迦密柏雨中學
26 潘逸軒 荔枝角天主教小學
27 翁 琳 馬鞍山靈糧小學
28 曾思敏 聖公會陳融中學
29 凱 琳 嘉諾撒聖心小學
30 彭禮謙 King's College Old Boys' Association PS 1
31 陳峻樂 英華小學
32 盧日楠 宣道會葉紹蔭紀念小學
33 李一言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英業小學
34 葉文沛 道教青松小學（湖景邨）
35 羅秀方 方樹福堂基金方樹泉小學
36 鄭俊琳 英華小學
37 符穎茵 保良局何壽南小學
38 胡敏純 聖公會主愛小學(梨木樹)
39 歐陽巧兒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英業小學
40 王思榆 聖公會德田李兆強小學
41 林在恩 英華小學
42 盧卓宏 道教青松小學
43 張樂怡 仁濟醫院蔡衍濤小學
44 李浩楠 聖類斯中學(小學部)
45 黃浩鏵 大坑東宣道小學
46 楊浩銘 元朗立中學校友英業小學
47 梁庭桸 啟基學校
48 蔡鴻圳 聖公會主愛小学（梨木樹)
49 黃善桓 北角官立小學
50 李煥輝 英業小學
51 曾宛崧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小學
52 唐境駿 保良局馮晴紀念小學
53 吳沁叡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英業小學

大 學 組
大學組個人賽晉級決賽 1-3 名
排名 姓 名 學 校
1 黃俊安 香港大學
2 黃文朗 香港中文大學
3 蕭日紅 珠海學院
大學組個人賽優異金獎 (排名不分先後)
4 陳翠琪 香港大學
5 鄧子謙 香港中文大學
6 鄭聖莉 珠海學院
7 陳偉建 珠海學院
8 陳展弘 香港中文大學
9 劉煒業 香港中文大學
10 陳浩恩 珠海學院
11 蔡賢璋 珠海學院
12 關仲明 香港中文大學
13 陳顯宗 香港城市大學
14 徐永炘 香港中文大學
15 張嘉雯 珠海學院
16 鄭宜軒 香港中文大學
17 陳 雋 香港中文大學
18 潘家曦 香港中文大學
19 陳朗峰 香港中文大學
20 余俊龍 香港中文大學
21 葉國鏘 香港中文大學
22 麥建財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葵涌）
23 何顯舜 香港中文大學
24 唐加樂 香港中文大學
25 彭 曄 香港大学
26 程鳳妍 珠海學院
27 袁依霖 香港大學
28 王棕彥 香港中文大學
29 紀燕萍 珠海學院
30 聶戀琦 香港大学
31 吳芷津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32 梁啟樞 香港中文大學
33 高凱平 香港中文大學
34 梁英姿 香港大学
35 林公任 嶺南大學
36 主春林 香港理工大學
37 青港然 嶺南大學
38 徐勝程 香港樹仁大學
39 陳卓文 香港中文大學
40 潘 杰 香港科技大學
41 周穎怡 香港教育學院
42 陳杰安 香港蘇文大學
43 李宇岳 珠海學院
44 葉頴珊 珠海學院
45 吳子樂 香港大學
46 劉錦榮 香港教育學院
47 蔡嘉文 珠海學院
48 尹正輝 香港中文大學
49 陳仁安 香港蘇文大學
50 何洛夫 珠海學院
51 李兆琳 理工大學
52 張嘉慧 珠海學院
53 周樂怡 香港大學附屬專業進修學院

中 學 組
中學組個人賽晉級決賽 1-3 名
排名 姓 名 學 校
1 丘嘉勇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2 范愷翹 中華傳道會安柱中學
3 唐德強 聖言中學
中學組個人賽優異金獎 (排名不分先後)
4 游文傑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5 鄒晁琳 中華傳道會安柱中學
6 蔡嘉濠 聖言中學
7 何穎怡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8 張彥芝 中華傳道會安柱中學
9 張灝洋 喇沙書院
10 林雪盈 聖傑靈女子中學
11 李君悅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12 藍芷茵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中學
13 劉若山 英華書院
14 王曉嵐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一中學
15 王晶晶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16 梁蔭康 聖言中學
17 鄭志城 英華書院
18 張慧琳 香島中學
19 劉靖怡 中華傳道會安柱中學
20 岑仲謀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一中學
21 陳俊瑋 觀塘瑪利諾書院
22 梁志豪 聖公會何明華會督中學
23 尹安渝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24 李立仁 英華書院
25 陳瑾廷 喇沙書院
26 陳詠淇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27 曾紫怡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一中學
28 周雍婷 保良局唐乃勤初中書院
29 霍穎軒 趙聿修紀念中學
30 黃博瀚 香港鄧鏡波書院
31 林晉業 保良局百周年李兆忠紀念中學
32 吳澤禧 聖言中學
33 吳爾諾 廖寶珊紀念書院
34 劉百滔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35 鄭智林 慕光英文書院
36 陳嘉麗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陳震夏中學
37 陳俊廷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38 馮納天 英華書院
39 鍾 譽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40 黃永洲 聖言中學
41 彭子齊 沙田培英中學
42 陳頌文 中華傳道會安柱中學
43 吳倬毅 喇沙書院
44 陳智勉 迦密聖道中學
45 羅婧宜 保良局百周年李兆忠紀念中學
46 陳鈺沂 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
47 李皞年 英華書院
48 劉家偉 沙田培英中學
49 黃俊聰 觀塘瑪利諾書院
50 周美楠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51 曾昭浚 南屯門官立中學
52 高韜文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中學
53 麥仲軒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紀念香港紀念香港《《基本法基本法》》頒佈頒佈2525周年周年
全港中國國情知識問答比賽暨第五屆全港學生中國國情知識大賽全港中國國情知識問答比賽暨第五屆全港學生中國國情知識大賽

初賽個人賽成績 初賽團體賽成績
小 學 組

小學組團體賽晉級決賽(3 隊)
排名 學 校
1 寶血會思源學校（A隊）
2 保良局雨川小學(A隊)
3 英華小學（A隊）
小學組團體賽優異金獎(10 隊)
4 吳氏宗親總會泰伯紀念學校A隊
5 方樹福堂基金方樹泉B隊
6 聖公會奉基小學
7 粉嶺官立小學B隊
8 英華小學B隊
9 聖公會主愛小學(梨木邨)
10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B
11 聖公會榮真小學A
12 迦密愛禮信小學
13 保良局何寿南小学B隊

中 學 組
中學組團體賽晉級決賽(3 隊)
排名 學 校
1 聖言中學A隊
2 香島中學A隊
3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A隊
中學組團體賽優異金獎(10 隊)
4 博愛醫院鄧佩瓊紀念中學
5 中華傳道會安柱中學A隊
6 廠商會中學B隊
7 粉嶺救恩書院
8 聖言中學B隊
9 英華書院
10 喇沙書院
11 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一中學B隊
12 荃灣聖芳濟中學
13 保良局百周年李兆忠紀念中學

大 學 組
大學組團體賽晉級決賽(3 隊)
排名 學 校
1 珠海学院B隊
2 香港樹仁大學A隊
3 香港中文大學B隊
大學組團體賽優異金獎(9 隊)
4 香港大學
5 香港中文大學A隊
6 珠海学院A
7 香港青年大專學生協會A隊
8 香港浸會大學
9 香港公開大學
10 香港科技大學
11 香港樹仁大學B隊
12 香港青年大專學生協會B隊

＊有關獎勵領取事宜，請留意最新公佈和通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教育局今日推
出新一輪「專上課程電子預先報名平台」
（E-APP）網上報名服務，協助應屆文憑試考
生預先報讀聯招以外經本地評審的全日制專上
課程，今次有31所非聯招院校參與，首輪申請
至明年5月23日截止，次輪申請由明年5月30
日至6月30日。
學生填妥申請表，通過E-APP系統（www.eapp.

gov.hk）遞交，便可申請大部分非聯招專上課程。
院校可在文憑試成績公佈前，預先給予合資格學
生「有條件取錄」。同時，E-APP會定期更新學
生的申請資訊，包括有否獲得面試、「有條件取
錄」等，方便學生及學校跟進申請。
學生並可直接瀏覽自資專上教育資訊平台：

www.cspe.edu.hk，或透過Concourse手機應用
程式取得院校資訊和課程資料。教育局會同步
更新「經評審專上課程資料網」（iPASS）
（www.ipass.gov.hk），當中羅列了各校2016/
17學年預計提供約500個非聯招全日制經本地
評審高級文憑、副學士和學士課程資料。當局
稍後會把各院校新學年預計收生學額、報名、
收生安排等上載iPASS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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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
倩）玫瑰崗學校上月舉辦一連6天學
術周，以「寓學於樂」為主題，透
過學科知識建構活動內容，讓學生
感受尋找知識的樂趣和學習課本以
外的技能，藉此加強學習信心和熱
誠。

為響應主題，該校各科組出盡法寶，令學習變得更有
趣。數學科舉辦比賽，考驗學生基本數學邏輯、空間感
和協作能力。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學習領域和通識教
育科所設置的攤位遊戲和展覽，以「香港」為主題，讓
學生透過多元化和生活化活動，學習本港政治、歷史、
地理及文化知識，以及培養學生多觀察和關心身邊事
物，引發好奇心主動學習。該校認為，學生參與率和表
現令人滿意，不但學習了知識，也樂在其中。

■玫瑰崗學校舉辦學術周，讓學生「寓學於樂」。
校方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由嶺南大學校董李以
力擔任校長、提供13個非本地課程的國力書院，被指
涉嫌推前學生入學日期，讓學生提早畢業，令外界關
注頒發學歷監管問題。
教育局局長吳克儉表示，當局已向國力書院發信
及派員視察，如發現有機構違反《非本地高等及專
業教育（規管）條例》，會按既定程序處理，或轉
介執法機關跟進，一經定罪可罰款25,000元及監禁
兩年。

是否承認課程 由僱主自決
吳克儉昨日書面回覆立法會議員提問時表示，國力

書院至今有13個仍在運作的非本地課程，現行條例並
無要求此類課程必須獲得本地學術或專業機構認可，
或必須向評審局申請課程評審，這些學位課程資格在
求職時獲得承認與否，由個別僱主自行決定。
局長又交代國力事件調查進展，指當局已經向國力

發信，以及委派視察主任視察，若發現違反條例，會

按既定程序處理，如有需要會轉介執法機關跟進。根據
條例，任何人作出虛假聲明或事實陳述，一經定罪可判
處第四級罰款（25,000港元）及監禁兩年。
由於多間本港院校教職員被揭發曾就讀國力書院，而國

力書院校長正是嶺大校董李以力，令外界關注院校校董會
委任制度及大專教員質素。吳克儉回應指，相信是次屬個
別事件，又指所有教資會資助院校校董會或校委會均設有
利益申報制度，也有相關機制處理有利益衝突的個案。
至於教職員聘用事宜，各資助院校均有機制評核申請

入職者學歷，確保符合入職要求；院校亦設有獨立機制
及程序，處理現有員工有關剽竊及其他不當行為的個
案，視乎個案嚴重性決定相應處分。

中大大腦及認知研究所早前獲得何鴻燊博士醫
療拓展基金會及校內撥款共4,000萬元，進

行認知神經科學、生物醫學、心理學、語言學、耳
鼻喉學、小兒科、公共衛生等學術及臨床學科跨學
科研究，對各發展及認知障礙成因提供治療策略。

了解基因如何影響腦功能
研究所所長暨中大語言學及現代語言系教授黃俊
文表示，過往有不少發展障礙相關的研究，但主要
是單方面地觀察人的行為，所以研究所將展開全面
探究，了解遺傳基因如何影響腦功能，而腦功能如
何影響言語發展等，「從分子了解行為」。
現時團隊已開展幼兒言語發展研究，早前從威
爾斯親王醫院招募10多名嬰兒，向他們播放音
樂、字詞、音頻等，透過量度他們的腦電波，了
解及分析對聲音的敏感度，從而推斷長大後的語
言發展。若研究員發現嬰兒對聲音敏感度不高，
可能是言語障礙徵兆，可以及早介入治療。研究
人員亦會把接受治療與未有治療的幼兒進行對
照。

擬跨學科研治讀障自閉
研究團隊並會從母親產前、產後飲食習慣、照

顧者與嬰兒溝通方式等，分析發展遲緩成因。計
劃打算招募近300名嬰兒，參與最長達5年的追蹤
研究，每次測試相隔數個月至半年，以了解孩子
在不同階段的言語發展。
未來研究所計劃聯同心理學、語言學、臨床學

科等，進行適用於華人社會的讀寫障礙及自閉症
的跨學科研究和治療方法。
黃俊文提醒家長，若孩子一歲仍未說出「第一
個單字」，如「媽、爸」等；兩歲未能說出至少
20個單字及部分複詞，家長宜多加留意，要考慮
帶孩子向兒科醫生求診，有需要時轉介言語治療
師。
他又建議父母日常可多用圖書向幼兒講故

事，「例如指着書上的圖片講『蘋果』，同時
給予孩子表達和反應空間。孩子讀得正確時，
家長亦要回應」，從而提升小朋友的閱讀和學
字動機。

■黃俊文示範把溶液注射在參與研究者的頭皮。
梁祖彝 攝

■研究員從圖表對照播放音頻與嬰兒發出的腦電波。
黎忞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