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成家長批遊戲小組欠監管
民建聯倡設收費退款機制 促修例註冊規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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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話與世界家心健康

民建聯於上月以問卷調查訪問共238名幼兒家長，了
解受訪者對於報讀遊戲小組情況及考量。結果發

現，六成三受訪者曾為幼兒報有關小組，其中四成指原
因是要預備孩子的幼稚園面試，三成指是要讓幼兒適應
幼稚園上學模式，其餘則坦言是為提升幼兒社會技巧及
讓其贏在起跑線。
調查又發現，家長為子女選報遊戲小組時，超過兩成
人會考慮其學習內容，至於口碑及師資亦各佔約兩成，
只有大約一成家長表示會將價錢或衛生環境納入考慮因
素。至於遊戲小組目前所受之監管程度，接近六成家長
認為不足，並認為政府可從導師資格、師生比例、收費
及退款機制、衛生環境等方面加強監管。

有商業登記即可開班
民建聯家庭事務委員會指出，調查結果說明家長為幼

兒報讀遊戲小組情況普遍，大量需求導致有關教育機構
愈開愈多，這些以遊戲小組名義經營的教育機構，其實
只需領有商業登記便可開班收生，不受《教育條例》和
《幼兒服務條例》規管，而這類教育機構良莠不齊，加
上大多為預繳式消費，一旦倒閉，家長難以追討損失。
委員會促請政府盡快研究修訂《教育條例》，將學前

遊戲小組納入註冊監管，確保這類教育機構在收生、收
費、師資、師生比例、課程及環境安全等方面符合法例
要求，同時要求有關機構設立收費和退款的機制，例如
按月方式收費及退款的安排，加強保障家長和幼兒的利
益。

預繳太多學費 倒閉恐難追討
委員會又提醒家長，報讀前應先考慮機構的商譽和口

碑，檢查導師的相關證書及了解其資歷，留意活動地點

的環境，付款前要留意相關條款和細則，檢查收據的詳
細資料，並保留收據，在有需要時作為要求退款的依
據。
此外，為免因店舖倒閉而蒙受損失，家長切勿預繳太

多學費，應參加試堂或先買小量套票，同時應盡可能以
信用卡付費，萬一教育機構因倒閉而未有提供服務，家
長可向發卡銀行申請退款。若以現金或分期付款方式繳
費，一旦出事則較難追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由五大洲共18所國
際高等院校組成的世界大學聯盟（Worldwide
Universities Network），各成員院校的校長推選出中
大校長沈祖堯擔任聯盟的新任合作委員會主席，領導
聯盟發展。
世界大學聯盟是一個國際高等教育及研究網絡，18

所成員院校遍及五大洲11個國家，旨在透過成員間
的合作，發展創新方案應對現今世界最重大的挑戰。
中大為聯盟中唯一來自香港的院校成員，目前共有
46位研究人員參與聯盟中的35個合作研究項目，其
中8個項目由中大領導，研究題目包括老年化、自閉
症、氣候變化、人文、森林保育、人口遷移及水資源
等。
合作委員會為聯盟的管治單位，新任主席沈祖堯將

於未來兩年領導其發展。他指未來會致力推動聯盟參
與國際重要議題及平台，以培育研究人才，同時加強
與國際資助機構、政策部門及其他院校合作，藉以拓
展聯盟的學術研究，注入創新意念和動力。
據了解，聯盟致力推動四大領域的跨學科研究，統

稱為「環球挑戰」，當中包括「全球高等教育和研
究」、「公共衛生（非傳染病領域）」、「應對氣候
變化」及「文化認知」，至今共有85個研究項目，涉
及超過2,000位研究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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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早前赴澳門參加2016年中國語言
文學研究暨漢語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會議基於交際與交流的中國語文學和漢
語教學進行討論，由澳門科技大學與韓
國中國語文學研究會、韓國又松大學、
延世大學共同主辦。出席的中韓學者和
師生上百人，中國學者來自內地和港澳
台地區。

參加這次會議，讓我大開眼界。韓國各大學參加會議的學
者，帶來了30多篇精彩的論文，有關中國文學和語言兩個領
域。文學研究涉及詩歌、散文、小說、電影、電視節目等種種
體裁；語言研究涉及語音、詞彙、語法及其教學方法。
研究所用語料從古代漢語、近代漢語到現代漢語無所不包，

而且發言者均操流利的普通話，他們之中不少是早年在中國留
學，有的更是我北大的師妹師弟。聽着他們在會上分享，看着
他們氣定神閑的樣子，我對韓國同行頓生敬意，深表欽佩。

料漢語研究續在韓開花結果
一向知道近年韓國在中國的留學生最多，學習及掌握漢語者

衆，且會說普通話的人愈來愈多。一位韓國教授曾對我說，會
不會普通話影響個人的發展和前途。三星落地西安建廠，韓國
人一去就上千人，可見中韓交往面之廣，也可見教授說話不
虛。這次會議也讓我親身領教了韓國學者的漢語水平。
今次有13所韓國大學參加此次會議，除了有130多年歷史的

延世大學之外，還有梨花女子大學、光雲大學、首爾大學等。
有這樣龐大的、强大的漢語言文學教師隊伍，中國文學及語言
的研究相信會繼續在韓國生根、開花、結果。
■田小琳香港中國語文學會
簡介：香港中國語文學會創辦於1979年，宗旨

是通過研究、出版、教學、交流、合作等等方式
促進中國語文工作的發展。

漢語影響前途
韓生重視普通話

小羽自小很聽
話，閒時會在家人
經營的小店幫忙看
舖，性格有點內向
的他，不太多話，
但一家人關係總算
融洽。升上高中

後，小羽開始談戀愛，經常與女友外
出，偶爾產生衝突。半年間，他嘗到
初戀的甜和失戀的苦。小羽不懂如何
處理內心的複雜情緒，他認為父母也
不會理解他的心情，於是終日找朋友
玩樂，放學後跟朋友到「網吧」打
機，宣洩心中的苦悶。
父母看在眼裡，實在不能接受，也

無法理解，只好整天苦口婆心地勸小
羽說：「失戀沒有什麼大不了，過去
便算了吧！你乖乖地做一個好學生、
好兒子便行了！」父母這番說話起不
了安慰作用，反而刺激了他的對抗心
態，終日沉迷「網吧」，以打機消磨
時間。
其實當孩子進入青春期階段，青年

人「聽話」的對象，往往由父母變成
了同儕。小羽是個重情義的人，往日
朋友陪他渡過難關，到朋友有要求
時，小羽也會義不容辭地相伴。

關係緊張致「第三者」出現
在輔導上，「三角關係」是人與人

之間的情緒形態，無論在家庭或團體
中也可能出現。當雙方的關係緊張，
「第三者」就會「乘虛而入」。例如
當小羽與父母的關係緊張，焦慮的情
緒會在家中蔓延，網絡遊戲就成為了
「第三者」。
若父母無法處理緊張的關係，卻只

是要求小羽不要沉迷網絡遊戲，便愈
讓小羽對這位「第三者」不肯放手。
所以，父母可嘗試後退一步，站在局
外人的位置，好好看清當前的形勢。
當父母的情緒平穩，才能客觀思考，
並引導孩子反思自身的問題，這樣有
助減少衝突，年輕人這時才會願意為
自己做適當、理性的抉擇，「三角關
係」才得以緩解。
父母是家中的靈魂人物，更應學懂

保持平靜的情緒，在家中以身作則，
按原則行事，並用清晰和客觀的立
場，與家人保持互動。我們相信危機
過後親子之間的關係甚至可以更上一
層樓，又何須害怕電腦這個「第三
者」呢？

■謝少蘭 註冊社工
香港家庭福利會

查詢電話：2549 5106
網址：http://www.hkfws.org.hk

別讓網遊成親子「小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香港浸會大學文學院語文中心昨宣
佈成立「香港文學推廣平台」，透過設立多個文學相關獎項及公開講
座等不同活動，向社會大眾推廣香港的優秀文學作品。平台更獲得孔
慶熒及梁巧玲慈善基金創辦人孔桂儀捐贈275萬元創立「孔梁巧玲文
學新進獎」，鼓勵並肯定有潛質的香港年輕作者，獎金為8萬港元。
「香港文學推廣平台」昨日在浸大校長錢大康、孔桂儀及浸大署
理文學院院長陳致主持下舉行創啟儀式。香港文學推廣平台主任、
浸大語文中心高級講師朱少璋解釋指，香港過去從來未有過以大學
為基地而致力以活動形式推廣香港文學的組織，相信浸大成立香港
文學推廣平台正能填補了這方面的空白。
香港文學推廣平台將連繫浸大語文中心各項與香港文學推廣有直接
關係的活動單位，組成基本班子，包括大學文學獎、少年作家獎、中
文劇本創作獎、文獎作品出版計劃、《支流》出版計劃和獅子山詩歌
朗誦會等，還會協辦與香港文學主題有關的公開講座和活動。

2018年首辦孔梁巧玲文學新進獎
朱少璋續指，新設的「孔梁巧玲文學新進獎」將於2018年首辦，

目的是鼓勵並肯定有潛質、具創作活力而將會持續創作的香港年輕
作者，符合上述要求而經專業提名小組推薦、提名、選定，即可獲
頒獎項，以作鼓勵和支持。

浸大設平台推廣香港文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追尋夢
想需要堅強意志，將過程中面對的困難
與痛苦克服。自3歲起學習中國舞的香
港演藝學院舞蹈藝術學士二年級生楊子
慧，由於天生盤骨輕微向外彎，令身體
柔軟度受影響；為克服自身不足，她強
忍痛楚，堅持每天在睡前抽10分鐘做壓
胯的拉筋動作，希望達到成為舞蹈家的
目標。她計劃在畢業後向低收入家庭的
孩子提供廉價舞蹈課程，讓他們的天分
不致埋沒。整體出色的表現，助子慧成
為今年「賽馬會獎學金」的得主。
子慧出身於粵劇世家，其外婆和母親
均擅長演粵劇。但她指自己在唱劇方面
無甚天份，而在3歲起，家人則安排她
學習中國另一傳統文化藝術─中國舞。
子慧笑言，幼時只是被動地學舞，仍
未懂得享受，直至小學四年級時的一次
表演，才真正受舞台氣氛和觀眾掌聲感
染，自始立志要繼續習舞，希望長大後
入讀演藝修讀舞蹈課程。

晚晚拉筋想喊 跟隨名師興奮
子慧坦言本身跳舞條件並不出色，她
的盤骨天生有輕微移位，從而影響了她
的柔軟度。為克服不足之處，她約在10
歲起已在每天臨睡前「壓胯」拉筋，過
程「痛到我想喊，都會忍住」，又會鍛
煉體能，以應付一天兩場的舞蹈表演。
子慧成長期間已有不少演出經驗，在入
讀演藝後更曾跟隨著名舞蹈家梅卓燕上
課，令她興奮不已，更希望以梅為目
標，畢業後成為專業舞蹈家。

由於曾於舞蹈興趣班任代課老師，子
慧發現不少孩子縱有天份，但可能因為
經濟、家庭等因素而未能再習舞，故她
亦計劃未來開辦收費低廉或免費的舞蹈
班，為低收入孩子授課。
另一賽馬會獎學金得主、科技大學環

球商業管理二年級生周美瑩則因豐富義
工經驗獲表揚。去年暑假曾到非洲毛里
裘斯做義工的她指，當地旅遊業發展蓬
勃，但貧富懸殊嚴重，令不少年輕人很
早便放棄學業，未來出路受到限制。除
於當地義教外，她亦特別為志願機構拍
攝短片，採訪當地成功人士，期望透過
他們的經歷，鼓勵年輕人選擇不同出
路。

辦網售助婦女賣手作品
是次義工經驗也啟發美瑩開辦社企的

構思。她指很多毛里裘斯婦女會在街上
販賣手作品，但因為人流不多，生意冷
清不足謀生。
回港後，她就與7名科大同學一同開

辦名為「Artfill」的手作品網上平台，
免費提供予香港本地或少數族裔婦女將
手作品放上網售賣，賺取生活費，期望
最快可在今年9月推出網頁和手機應用
程式。
「賽馬會獎學金」每年會表揚36名就

讀8大院校及演藝學院的本港及內地傑
出學生，以鼓勵他們在學業和義務工作
上更進一步；每名得獎者平均可獲得約
46萬港元，資助其學位課程的學費及生
活費。

骨彎女忍痛習舞 立志開班助基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去年接連有營辦學前幼兒教育的遊戲小組

（playgroup）之私營機構突然倒閉，導致預繳費用的家長血本無歸，引起社會關

注遊戲小組的規管問題。民建聯家庭事務委員會上月訪問逾二百名幼兒家長，當

中超過六成人有為幼兒報讀遊戲小組，同時近六成人認為監管不足，建議政府應

將之納入監管範圍，並要設立收費及退款機制，加強對家長的保障。

■民建聯家庭事務委員會上月訪問逾二百名幼兒家長，當中近六成認為坊間遊戲小組監管不足。 民建聯供圖

■周美瑩曾在去
年暑假前往毛里
裘斯擔任義工。

受訪者供圖

■楊子慧醉心於中
國舞，圖為她的演
出照片。

受訪者供圖

■楊子慧(右)和周美瑩(左)是2014/15年度賽馬會獎學金的其中兩位得
主。圖中為賽馬會慈善項目高級經理葉巧兒。 記者黎忞 攝

■■孔桂儀孔桂儀（（左左））和錢大康和錢大康（（右右））主持創啟儀式主持創啟儀式。。 浸大供圖浸大供圖

■■沈祖堯就世界沈祖堯就世界
大學聯盟的未來大學聯盟的未來
計劃及方向發表計劃及方向發表
演講演講。。 中大供圖中大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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