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今 日 香 港 + 個 人 成 長 -

破除社會偏見 應由政府做起
「群育學校」這個議題對同學而言可能比較陌生，我們
可先了解學校的性質。群育學校為特殊學校的一種，學童
很多時有學習或適應困難。這些學習困難可以歸類成3方
面。
其一，以紀律問題為主。例如：受黑社會控制的對象、
吸食毒品、有暴力行為等。其二，與家庭問題有關，例
如：父母關係惡劣又或面對家庭暴力，以致學童有情緒問
題或離家出走等。其三，與情緒有關，例如：輕微的自戕
行為、情緒失控，以致破壞秩序或滋擾他人等。

住宿舍解決家庭因素
當通識討論到這個議題時，我們先要了解學校的角色。

學校在社教化上起了重要作用，在青少年處於反叛期時給
予正確的方向指導。主流學校兼顧品德培育及學業成績。
群育學校則以處理品德紀律問題為主。
不少群育學校提供院舍服務，同學可以思考當中的原

因！例如：解決家庭因素的問題、加強生活技能訓練、擺
脫不良文化的成長環境、加強監察教導等。

選址須顧及持份者
不過，這些學校的選址將會引起很大的爭論，造成持份

者之間的衝突。如果選址於人口密集的地方，能夠方便學
生上學，不過一般居民或會擔心治安問題，又或會影響附
近的風氣。如果選址於較偏遠的地區，或會造成標籤，並

且不方便學生上學。
最後，同學可以思考政府的角色。群育學校需要處理學

生行為或情緒的問題，老師的專業培訓及社工的支援都非
常重要。政府可能需要投入額外的資源（金錢上、人力
上）去支援這一類非主流學校。例如增加老師人手，讓學
生得到更多的照顧。又例如這些學校提供特別課程及住宿
服務，有賴政府的支援。
另一方面，就讀過這類學校的學生容易被社會標籤，返
回主流學校繼續升學時容易被排斥。因此，政府有必要破
除社會對這些學生的偏見。

■劉穎珊 文憑試通識科5**狀元
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四年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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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題參考答案：

資料A：
據有線電視報道，現年20歲的Carol在初中時有情緒及行為問題，除吸煙外也
曾攻擊同學、將椅子扔向老師。她於主流中學讀完中三後退學，並轉到一間群育
學校完成中六，現正從事飲食行業。她指群育學校的學生都是來自主流學校，即
使曾出現問題亦可有改過的機會，對母校所作的負面標籤感到不開心。
Carol又表示，相比主流學校重視成績，群育學校更重視助學生改善與家人關
係，認為群育學校能幫助自己繼續學業不用輟學，其間最大的得着「不是成績，
而是學到高尚的人格」。

資料B：
教育局在2011年發表的文件，當中對群育學校學生的形容有提及黑社會、吸

毒、偷竊、熱衷邪教等字眼，批評用字帶有負面標籤，有人期望當局可修改。教
育局副局長楊潤雄回應指當局文件旨在提供例子給教育界參考，故在撰寫時涵蓋
較廣闊，同時列明一些極端情況，但他指局方可檢視是否有修改的需要。他又表
示會加強公眾教育，增加社會對群育學校及其他特殊學校的認識。

不不

早前政府計劃將位於大嶼

山石壁的群育學校遷往屯

門，引起該區居民、區議員

和學校校長關注，部分區議

員和校長更明言反對，擔心

群育學校專門收容「問題學

生」，對該區學生和社區帶

來負面影響，視群育學校為

「計時炸彈」，事件顯然造

成不同持份者之間的矛盾和

衝突，以下分析之。

■Henry Law

資深通識科教師

根據教育局文件顯示，群育學校旨在提供教育
和院舍寄宿服務予有需要學生，主要為兩類學
生，一類為在學行為或操守欠佳，無論學校抑或
家庭均難以管教的學生，例如曾經離家出走、公
然侮辱校方、逃學行為的學生。另一類是缺乏照
顧的學生，例如家庭嚴重照顧不足的學生。
群育學校提供多元化的服務，包括輔導、家
舍、體能訓練、導修課等，期望能夠透過全面和
有系統的培訓，建立學生良好品格和操守，提高
他們的自理和自律能力等。由此可見，群育學校
能夠照顧難以在正規教育學習的學生，為香港普
及教育發揮拾遺補漏作用。

部分社會人士仍抗拒
然而，從屯門區居民、區議員和校長的反應可
見，社會人士對於群育學校的刻板印象，難免令
他們擔憂群育學校的遷入影響該區的學童成長和
生活素質。有中學曾經發出聲明，表示擔心群育
學校的學生涉及黑社會活動、吸毒行為、性濫交
行為、暴力行為等，擔憂鄰近群育學校會影響學
生的操行表現。
同時，有屯門區議會員亦反對群育學校遷入，
認為可能影響該區治安。縱然，學校和區議員均
先後表示並非針對群育學校，而是針對教育局的
諮詢程序和文件清晰度，可是，仍然反映有部分
人對於群育學校存在刻板印象，甚至負面標籤，
視之為厭惡性設施，出現心理學上的避鄰效應。

畢業生：學到高尚人格
不過，從群育學校畢業生、立法會議員和教育
工作者的意見可見，群育學校的教育價值值得肯
定。據傳媒報道，有就讀群育學校的學生曾經在
初中出現情緒和行為問題，及後在群育學校完成
中六課程，並且現正從事飲食行業。
學生指出，群育學校在德育方面更勝傳統主流
學校，入讀期間更能改善與家人關係，還「學到
高尚的人格」。
多名立法會議員均肯定群育學校的價值，例如

梁美芬議員認為群育學校的辦學理念值得肯定，
更有任教群育學校的老師在電台節目表示不應以
偏概全，以個別學生情況否定群育學校的教育成
果。
顯然，支持與反對雙方在關注點上存在矛盾之
處，支持一方關注有需要學生的福祉，反對一方
關注該區切身利益。其實，重點在於教育局與群
育學校的運作。倘若教育局能夠確切實踐群育學
校的理念，成功培育有需要學生建立正確價值觀
和品德，矛盾迎刃而解。

單元二：今日香港（按教育局指引）
探討問題：香港維持或改善居民的生活素質的發

展方向如何？
．香港居民對不同層面的生活素質的優次有什麼
不同看法？

．不同人士或機構能為維持或改善生活素質作出
什麼貢獻？

﹁問
題
生﹂重
生

1. 避鄰效應：形容部分發展計劃受
到該區或鄰近地區居民反對的貶義
詞語，包括擔憂發展帶來治安或污
染問題的反對事件，例如反對興建
焚化爐、發電廠、賭場、酒吧等。

2. 升學主義：升學主義是指將「考
上好的學校」視為人生唯一出路的
思考。在這種理念下，中學生（甚
至小學生）的主要目標就被局限在
唸書、準備考試上。

模 擬 試 題

a. 參考資料A及就你所知，群育學校如何補足主流學校不
足之處？（6分）

b. 你認為政府可如何消除社會各界對於群育學校的負面標
籤？（8分）

想 一 想

a題拆解：題目屬於影響分析題，既要求學生分析主流教育的不足之
處，亦要求學生針對不足之處提出群育學校的正面作用，
留意必須善用「個人成長及人際關係」單元的概念詞作
答。

b題拆解：題目屬於建議題，學生必須先代入政府角度，提出可行並
具有成效的建議，留意應該全面分析不同負面標籤可以如
何消除。

題 目 拆 解

參 考 答 案

分析角度 主流學校不足之處 群育學校如何彌補

針對性 多為大班教學，難以照 群育學校師生比例較高，更
顧每一位學生需要。 能照顧每一位學生需要。

專業性 教師的培訓針對普及教 群育學校教師較多針對教育
育，未必能夠處理。 「問題學生」。

全面性 受升學主義影響，較為 群育學校更為重視德育培訓
重視成績，未必有足夠 ，透過院舍服務更全面培養
時間培育品德。 青少年成長。

b題參考答案：
分析角度 建議 成效

宣傳教育 政府可以將教育制度的認 常規課程有助更多學生理
識納入常規課程，例如納 解群育學校為教育制度必要
入中學通識教育科或德育 一環，長遠消除負面標籤。
及公民教育課程。

加強支援 政府可以增加對於群育學 支援可以令到群育學校能夠
校的支援，例如增加師資 確切實踐教育理念，令到更
培訓、增加校舍設備、加 多接受群育學校教育的青少
強生涯規劃的教育等。 年貢獻社會。

社區協作 政府可以推動群育學校的 透過推動直接與社區人士接
學生參與社區服務或就業 觸，從而消除社會各界對於
計劃，增加他們接觸社區 群育學校的標籤。
的機會。

議 題 探 索

新 聞 背 景

與主流校互補
側重品德自律

概 念 鏈 接

■■有群育學校早前因遷址引發爭議有群育學校早前因遷址引發爭議。。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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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及社福界人士支持群育學校教育及社福界人士支持群育學校。。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群育學校的教育價值受到畢業生群育學校的教育價值受到畢業生、、立法會議員和立法會議員和
教育工作者肯定教育工作者肯定。。圖為學校上課情況圖為學校上課情況。。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教育局副局長楊潤雄曾指現時社會普遍支持群育學校教育局副局長楊潤雄曾指現時社會普遍支持群育學校。。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