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資優易績優 奪5**比例超常人
對照同校同級生成績 揭愈投入表現愈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資優學生通

常於一個或多個本身感興趣的發展領域表現

出色，但在學業上，他們的公開試成績是否

就必然「高人一等」呢？香港資優教育學苑

進行香港首個大型資優生學習表現比較研

究，當中追蹤逾3,000名有接受學苑培訓的

資優生於多屆中學文憑試（DSE）的成績，

再比較與其同校同學的表現，結果發現，學

苑資優生於DSE 4個核心科目考獲5**的比

例約10%，較其他學生考獲5**的1%，高出

達9個百分點。而投入資優課程的學生，成

績亦明顯較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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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優生培育注意事項
學生 ■自主學習

■因應需要報讀主流教育以外的課程，
一展專長

家長 ■加強及着重培育孩子資優特質
■有需要可參與家長教育或親子課程

學校 ■參與教師專業發展講座或工作坊
■為資優學生調適課程、提供心理或社
交上支援

■提名有傑出表現和潛能的學生參與其
他發展才能的校外課程

資料來源：資優教育學苑專家、學苑網頁

製表：記者 黎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伊莎）由恒生管
理學院供應鏈及資訊管理學系籌辦的「校
際手機應用程式設計比賽2015」，作品簡
報及頒獎典禮早前在該校舉行，逾百名中
學生參賽。冠軍由王肇枝中學學生設計的
手機App「耆珍異寶」奪得，作品旨在教導
及幫助提升長者自理能力，以減少公共醫
療開支。

女拔保祿書院列亞季
是次比賽旨在提醒社會大眾善用科技，
由恒管教職員及業界專業人士擔任的評
審，經過連串的工作最終選出王肇枝中學
及另兩支隊伍，拔萃女書院的「Make
Rice Now」 以 及 保 祿 六 世 書 院 的
「Wideshop」分別奪得亞軍及季軍。
恒管校長何順文致辭時指，該校着重可

持續及創新發展，故鼓勵學生設計手機
App時，既要考慮程式能否解決社會需要
及便利生活，亦應履行資源共享共用的概
念。
該校供應鏈及資訊管理學系系主任黃惠虹

則指，美國、英國和澳洲政府先後把編寫
電腦程式納入必修課程，內地亦發出「大
眾創業、萬眾創新」的號召，故期望港生努
力學習，發揮創意，成為明日之星。
協辦比賽的香港軟件行業協會，主席楊

全盛讚揚是次比賽別具意義，能培養學生
興趣和培育本地科技專才，期望相關比賽
可推廣至不同層面。
恒管亦舉行大學及大專組「手機應用程

式設計比賽2016」，有關作品簡報及頒獎
典禮將於下月9日舉行 ，詳情可瀏覽恒管
供應鏈及資訊管理學系網頁。

恒管App設計賽 王肇枝中學奪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中文大學由去年9月開學至
今，接連有學生自殺身亡，情況令人關注。中大的數據顯
示，上學年有3.1%全日制學生因壓力或情緒困擾向校方求
助，當中近三成屬非本地生。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對於有多宗
學生自殺案件表示痛心和難過，強調政府十分關注事態，不
論針對學生還是校方層面亦有支援，校外則有社署及相關社
會機構緊密合作，實行多管齊下，減少悲劇發生。
由去年9月開學至今，先後至少有9名大學生自殺，當中

5名是中大學生。有立法會議員昨日就學生的精神健康提
問，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引述中大數據指，中大學生輔導及
發展組在2014/15學年共接獲725名全日制學生求助，佔全
日制學生總人數23,100人的3.1%。求助個案中七成為本地
學生，餘下三成為內地生及非本地生，分別有188人及29
人，他們有近半因學業問題求助。

無證據指非港生受排擠而求助
吳克儉表示，無資料顯示有非本地學生因為受排擠而導致

精神困擾而向院校求助，但有研究顯示大學生主要面對「情
緒、精神健康」、「學習、選科壓力」、「友誼、愛情」、
「個人成長」、「家庭、就業」及「大學生活、文化適應」
等問題。為協助學生面對困難，吳克儉指大學已有一系列機
制，包括設有專責單位為學生進行精神健康篩查、推廣精神
健康及向學生提供專業的輔導及相關服務。大學亦為非本地
生設入學適應、語言融合等輔導及活動，非本地生更有自發
成立組織，提供平台互助適應在學生活。
至於中小學方面，吳克儉指當局備有機制識別和支援有

精神健康支持需要的學生，包括有自殺危機的學生，同時推動學校
加強預防措施，並透過專業支援及跨界別合作，以減低學童自殺事
件。此外，社署資助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的自殺危機處理中
心，提供各種專門服務，包括外展服務、即時危機介入和深入輔導
服務；社署亦資助了香港青年協會設立「關心一線」青年熱線服
務，為兒童及青少年提供安全網和輔導及轉介服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
軒）教育局日前正式邀請50所小
學參與試考優化版小三TSA，但
有部分學校家長對此有保留。局
長吳克儉昨強調，現時應給予學
校家長一些時間和空間，衷誠討
論後再決定是否參與。
對優化版的小三TSA，吳克儉

昨表示，明白部分家長或會擔心
過分操練和家課情況重演，而另
一方面局方亦收到很多學校回覆
希望多作了解，更有部分學校主
動表示有意參與試行計劃。他指
邀請信才剛發出，局方鼓勵學校

與家長在高透明度及完全沒有壓
力情況之下，仔細討論後才作回
覆。
對於今次的改良版TSA，吳克

儉重申是經過檢討委員會努力研
究而成，會內28名成員中有21
名是現任教師或校長，他們非常
清楚學生需要，亦有很多家長在
參加諮詢研討會時提出意見，相
信經過今次改良試題題型及長短
後，更能發揮TSA原有的價值。
他又鼓勵學校多向家長解釋TSA
數據可如何幫助促進學習，經過
溝通和理解作出最適當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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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克儉：給優化版TSA一些「時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被形容為
「貴族學校」的哈羅香港國際學校，近日
宣佈將其入學資本債券費用由300萬元大
增67%至500萬元。該校又以擴建為由，
計劃在今年9月起提高「建校費」，每名
學生每年要額外繳交6萬元，比原有增加
20%。有家長批評校方沒有諮詢，另有教
育顧問質疑，此舉是繞過教育局對「學
費」的審批制度，認為當局應加強監管。

「建校費」加至6萬 家長批未諮詢
哈羅香港國際學校數年前獲政府以象徵
性優惠價批出屯門土地建校，持有該校入
學資本債券者，其子女可獲優先取錄，因
而被視為入讀該校的「入場券」。
據《南華早報》報道，該校早前公佈債
券費由300萬元大增至500萬元，而配合
擴建計劃，每年於學費之上額外收取的
「建校費」，亦會增至6萬元。
有該校家長批評，校方未有於擴建計劃
推出前諮詢家長，而校園附近交通近年已
不勝負荷，擴建及增加學生將令問題更嚴
重。
哈羅香港指，因應未來數年學生人數將

由約1,000名增至1,500名，學校需要花5億元擴
建，以增加課室及教學空間，預計在2018年完
成。校方發言人並表示，在可見的將來沒有計劃再
次增加「建校費」，而學校董事會也已開始與相關
家長商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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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港浸會大
學持續教育學院多名學生近日於香港貿易
發展局主辦的「第十七屆香港珠寶設計比
賽」獲獎，其中修讀「珠寶首飾設計及製
作證書」課程的陳美蘭憑名為「攜手」的
項鏈奪得學生組冠軍；來自同一課程的譚
永智及彭勵璇亦分別憑戒指「蝸居」及手
鐲「太極的平衡」取得學生組優異獎；另
有5名學生則躋身「入圍作品」之列，各得

獎作品將於本月3至7日假香港會議展覽中
心舉行的香港國際珠寶展中展出。
陳美蘭的項鏈作品「攜手」，由鋯石、銀及

皮繩製成。為配合今屆的比賽主題「融和」，
她以金色、玫瑰金色及銀色的人形造型象徵不
同種族、宗教和背景的人，而幾個繩結之間不
同數目的人形，就代表個人、小群體和大群
體；手牽手的設計則寓意人與人的合作及互相
扶持，攜手營造更美好的未來。

浸大持續學院生珠寶設計揚威

資優教育學苑昨日舉行傳媒午宴，席間發佈一項針對資優生學習
表現的研究結果。學苑研究部將在2012年、2013年和2014年

考DSE的逾3,000名學員為研究對象，同時抽取相同數目的同校、同
年級和同性別的學生作對照組，然後對比兩組對象的成績。研究結
果發現，資優學員在DSE 4個核心科目考獲5**的比例為10%，比起
其他學生考獲5**的比例為1%，高出9個百分點。

活躍參與活動 成績多較好
另外，研究人員又根據資優生於學苑課程和活動的參與紀錄將之

劃分為活躍及非活躍學員，並比較兩者在2012年至2014年的DSE
成績，發現前者成績比後者更佳，其中英文和數學成績影響最明
顯。以2014年的DSE為例，活躍資優生在數學科獲得5級或以上成
績的有69%，而非活躍者則只得58%；另有51%的活躍學員在英文
科獲得5級或以上成績，而非活躍學員則為44%。
研究再根據活躍學員在學苑的表現，並以統計模型考慮學員本身

能力水平（根據入學前的甄別試成績）及他們就讀學校的整體DSE
成績的差異之影響，發現在資優課程「表現良好」者，於DSE 4個
核心科目的平均積點為5.31，也明顯高於「表現稍遜」者的5.08。
學苑研究經理馮子豪表示，資優課程和活動與DSE考核內容其實
沒有直接關係，而是次提供具體數據，說明資優生學業水平。他又
提到，研究結果反映學習動機對資優生亦有重要影響，如他們對感
興趣的科目投入程度愈高，考試表現亦會更出色。

吳大琪盼有穩健財政資助
施政報告早前公佈撥款成立8億元的「資優教育基金」，以支持香
港資優教育學苑運作，預料每年涉及3千萬元至4千萬元經費。資優
教育學苑院長吳大琪昨表示，期望穩健的財政資助，可支持學苑的
長遠發展及研究項目。

不少資優學生同時亦是「績
優」，即學業成績理想，但卻
可能因此局限自身發展。資優
教育學苑專家表示，近年大學

醫科被形容為「神科」，從商亦被視為「有
『錢』途」，有資優生沒有多想個人興趣及專
長，在對行業了解不足下「人報我又報」。專家
又提到，即使是資優生亦需要生涯規劃，所以學

苑積極引入有關內容，幫助他們確立未來方向，
更有效發揮所長。
資優教育學苑總監（情意教育）林克忠表示，過

往接觸不少資優生，他們計劃升學和就業方向時，
往往未有深思個人興趣及專長，對相關行業亦了
解不足，「有學生想讀醫，只因為醫科屬『神
科』，成績好才能讀；有人稱想做生意，只因為想
『搵大錢』」。因此學苑亦加強生涯規劃相關課程

及活動，邀請專家和大學生向資優生分享，讓他們
深入了解不同行業情況，幫助訂立方向。
中文大學公共衛生一年級生余耀恒，曾參與資
優學苑多個課程。他分享指，自己是於就讀病人
復康資優課程期間，知悉一些可升降的輪椅，不
止幫助傷殘人士拿取高處物件，更多的是讓他們
可以升至與一般人同等視角，方便與他人溝通，
「更多的是照顧他們心理上的需要。」有關經歷
令他確立升學方向，並希望在畢業後從事醫療政
策研究工作，「做醫生或僅幫助少數病人，但政
策卻能令更多人受惠。」 ■記者 黎忞

人叻也要規劃 勿盲目報「神科」

■勇奪冠軍的王肇枝中學得獎學生，左起：蘇俊康、何
子樂、甄卓希及林彥奇。 恒管供圖

■模特兒示範學生組冠軍陳美蘭（左）的「攜手」項
鏈。 校方提供圖片

■香港資優教育學苑昨日發佈資優生學習表現研究。
圖左起為馮子豪、余耀恒和吳大琪。 黎忞 攝

■香港資優教育學苑的研究顯示，其學員在文憑試考獲4個核心科目5**的比例為10%，比起其他
學生考獲5**的1%比例，高出9個百分點。圖為文憑試考試情況。 資料圖片

■學生組優異獎戒指「蝸居」
由譚永智設計。

■「攜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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