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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是美國最廣為接納的大學本
科課程入學考試，測試科目包括英
文、數學、閱讀及科學；而「ACT
With Writing」則為上述四個科目外

再加上一個40分鐘的作文測試，所有美國四年制學院
及大學均接納ACT的成績。香港考評局受ACT的委
託，為其中一個舉辦考試的中心，但在香港應考的考
生，也必須透過ACT的網站（www.actstudent.org）
報名。

關於海外學生留學美國，現時仍然以由美國大學理

事會提供的另一項大學入學試SAT佔主導地位，但在
美國本土，ACT已於2012年取代SAT成為最多人應
考的大學入學試。ACT方面也指，該考試近年海外需
求正急速增長。另因為ACT是一個以課程為本的考
試，許多要求SAT Subject Tests成績的大學，都會完
全或部分豁免ACT考生有關的要求。

ACT考試每年4月、6月、 9月、10月及12月於美
國及加拿大以外的世界各地舉行共5次考試。在美國
及加拿大，除了以上考期外，每年2月也有ACT考
試。 ■記者 黎忞

升美大首選 每年考5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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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原

定在昨日於香港和韓國舉行的美

國大學入學試ACT，因有可靠

證據顯示有試題外洩，故在開考

前數小時將之「叫停」，是ACT

首次取消整個地區的考試。是次

兩地56個試場估計影響約5,500

個考生，他們可退回登記費用，

但不會有補考，而下次的考試日

期則為今年9月。有香港升學專

家指，估計是次最受影響是來自

內地，並計劃明年入學的考生，

而 港 生 大 多 會 考 托 福 試

（TOEFL），對他們影響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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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網民近日上載一名女子
在店舖門外餵哺母乳的照
片，結果引發網民熱議。為
證明香港人是否如網上所

述，最近facebook專頁「香港實驗」在中環進
行一個簡單的實驗。片中可見，當主角在街頭
請求路過人士協助其餵哺嬰兒，絕大部分途人
都願意伸出援手。短片製作人「King Tsui」表
示，當街餵哺母乳絕非「傷風敗俗」，而是母
愛偉大的表現，是次實驗結果證明香港人充滿
愛心，餵哺母乳不應受歧視。

上傳3天點擊破三十萬
該 短 片 （https://www.facebook.com/hke.

org/videos/vb.884191271709485/
887476454714300/?type=2&theater） 上 傳 3
天，點擊瀏覽人數已超過三十萬，引起了極大
迴響。網民「孫國輝」表示，其實今時今日餵
人奶又何必大驚小怪，大人食飯、少年吃飯也
可以大大方方在眾目睽睽下進行，為什麼BB不
可以？做母親的都不介意在大庭廣眾，眾目睽
睽下給自己的兒子餵食點解要被別人指指點
點？」

「Yu Lam」對此也感到身受：「我自己餵左
（咗）兩個小朋友2年同3年，其間得到唔少人
熱心嘅幫助，例如有一次同個女要搭西鐵去比
較遠嘅地方，但唔記得帶餵奶巾，小朋友喺車
道（度）吵鬧，唯有搵條手巾仔出黎（嚟）遮
住，隔離個姨姨知我要餵奶，就拎佢件制服出
黎（嚟）俾我遮住真係好感謝曾經幫過我嘅
人。」 ■記者 邵萬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升中派位即將於7月初
放榜，能夠入讀心儀學校固然值得高興，但家長亦要
注意孩子適應情況。一項調查發現，在學校社工的中
一生輔導個案中，超過四成人涉及「適應學校困難」，不
少人更同時面對學業及朋輩相處等多項適應問題。

調查機構指，如學生持續未能適應學校環境，會令
壓力及負面情緒累積，甚至引起自殺警號；建議要
「三方協力」，包括家長和孩子多溝通訂立合理期
望，教師則要於功課習作上調適，幫助升中生適應。

明愛學校社會工作服務向轄下39所中學57名學校社
工進行調查及抽樣訪問，了解2014年9月至2016年2
月間約500宗中一生輔導個案的情況。

結果發現，未能適應新學校的升中生相當普遍，
41%（203宗）輔導個案涉及「適應學校困難」；當中
約六成人直言未能應付學習要求，包括學校或自己對
成績的期望，而面對「朋輩相處問題」的則有約四

成，同時面對學習及朋輩兩種問題的也有近三成。

學生家長求助欠積極
調查反映，未能應付學習要求的中一生普遍應對技

巧較弱，六成人有「時間管理」問題，另四成則未能
處理負面情緒。而有朋輩相處問題的中一生，也有近
半人不擅處理負面情緒。

調查又發現，作為新入學的中一生，學生本人及家
長於求助上都欠積極，在有適應問題的輔導個案中，
主要是靠學校社工識別及老師轉介，而在學生接受輔
導的同時，則只有不足一半家長願意及抽時間參與。

明愛學校社工服務團隊主任彭淑賢表示，今年發生
多宗學生輕生事件，原因林林總總，而有研究發現適
應問題也是當中影響因素，團隊認為有必要更深入了
解升中生適應情況，幫助防止出現自殺危機。

針對升中後的學業適應，她建議家長與孩子應在入學

前多溝通，訂立合理期望，例如所入讀的中學本身水平
較高，便要有所準備，或未能維持小學時的優異成績。

明愛學校社工服務高級督導主任余紀讓則指，學校
可於中一首學期調適功課量和複習範圍，而教師則應
鼓勵學生不要單看成績，而多欣賞自己品格和才能。
校方若發現學生有適應困難，應盡快給予協助。

逾四成學子升中「適應難」

餵人奶實驗
途人多伸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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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團體在中環進行餵母乳實驗，結果證明香
港人充滿愛心。 視頻截圖

根據ACT所發的聲明，原訂昨日早上在香港和
韓國兩地共56個考場舉行考試，但在美國時

間周五收到可靠證據顯示，這兩個地區的考試試題
外洩，故臨時取消兩地考試。ACT發言人Ed Colby
未有透露揭發試題外洩詳情，他表示，不論有人想
盜取試題或將之出售圖利，都會影響眾多沒有作弊
的無辜考生。

ACT對受影響考生致歉
是次取消考試影響了港韓兩地約5,500名考生，

ACT已直接發信通知，指有關登記費用會退回，但
不會重新安排考試。ACT形容取消考試是不幸，對
考生受影響感到遺憾，並向為他們帶來不便致歉。

香港考評局為ACT其中一個舉辦考試的中心，昨
日的考試原本共安排了23個考場，包括考評局新蒲
崗辦公室及多間中小學。考評局發言人表示，局方
和考生均於昨早收到ACT通知取消考試，局方按照
ACT指示，派員到每個考場張貼取消考試的通告，
及通知已到場考生考試已經取消。

專家：港生多考TOEFL影響微
升學輔導專家、學友社學生輔導中心總幹事吳寶

城表示，近年香港學生海外升學趨勢，以到澳洲或
英國為主，選擇到美國的人相對較少，而針對香港
文憑試考生，美國不少院校或大學多只要求補考
TOEFL，故是次取消考試對港生影響應不大，相信
來港考ACT的內地生較受影響。

他又指，要求考生提交ACT或另一美國大學入學
試SAT成績的多為美國名牌大學，考生多要提早一年
提交申請，故今次受影響的考生是以明年9月入學為
主；而ACT考試會於今年9月再辦，考生應把握機會。

外國大學入學試已非首次發生試題外洩事件：2013
年，在韓國舉行的SAT便因試題外洩而取消，而懷疑
涉事的韓國補習社導師及老闆現正受審中。今年1
月，SAT亦懷疑曾發生試題外洩，在內地和澳門試場
的考試要取消，但香港的考試則未受影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文華）一場青年創業大賽將
老年、中年、青年3代聯繫在一起，由社會專業人士組
成的「青專網」發起舉辦「青年科技及社會創新創業大
賽」，為百多個年輕創業團隊提供創業指導，最終由本
港兩名大學生設計的「Ringbow 長者安『傳』戒」奪得
社會創業組金獎。「長者安『傳』戒 」專為長者設計，
以玲瓏小巧的戒指裝載紅、綠色按鍵，傳達思念及求救
信號，關愛長者。

昨日6隊勝出的年輕團隊出席分享會，簡介各自創業
進展。青專網主席容海恩與康健國際醫療集團創辦人曹
貴子分別向金、銀、銅獎得主頒發10萬至20萬元不等的
獎金支票。

容海恩：提供資金人際網絡
容海恩指，年輕人創業最需要資金、地方以及人（包

括人脈和指導）的支持。資金就像創業路上的助燃器，
有了資金，項目才能啟動，青專網除為獲獎團隊提供獎
金支持外，還充分發揮人際網絡作用，為不同項目的創

業者提供最為適切、專業的指導，真正幫助年輕人創
業。

「長者安『傳』戒 」由香港大學四年班學生李卓良設
計，他指大賽給予其將創意轉變為創業的可能，令其對創
業充滿信心。「長者安『傳』戒 」外形似普通戒指，其
上有2個按鍵提供3種功能，當長者短暫輕按綠色鍵時，
子女佩戴的對戒就會感受到輕微震動，長按綠色鍵則可像
微信語音一樣互相通話；按紅色鍵則表示緊急求助，戒指
還設內置定位系統，親人可隨時掌握長者位置。

「屋煮APP」揀「住家飯」窩心
「科技創業組金獎」得主則為共同設計「屋煮APP」

的3名大學生， 市民可透過APP揀選心儀廚師備齊煮食
材料上門服務，為繁忙的都市人提供貼心「住家飯」。
今年22歲就讀浸會大學3年班的姜浩天表示，團隊至少
有過10個創意點子，「屋煮APP」只是其中一個，比賽
中，青專網的專業人士提供了很多中肯建議，包括法
律、運營等各方面，令其離創業夢越來越近。

■■容海恩容海恩（（左一左一））為科技創業組金獎得主頒發獎為科技創業組金獎得主頒發獎
金金。。 梁祖彝梁祖彝 攝攝

青專網助創業 創意青年圓夢

世界各地不少學生希望到美國大
學就讀，包括SAT及ACT等美國大
學入學試的需求也日益殷切。而由
於內地沒有舉辦ACT，SAT的場次

亦不多，故香港每年吸納數以萬計的考生來港應考，
例如在亞洲博覽館的SAT大型試場，每逢考試時節都
人頭湧湧。此外，部分考生及其親友亦會藉考試前後
連帶訪港旅遊住宿，出現了另類的「考試團」。

渝女生無奈再「撲空」
受昨日 ACT 取消影響的，包括於重慶讀高中的

May，她今年1月曾安排於澳門應考SAT，但因為疑
似試題外洩而取消，對再次碰壁感到很無奈。

因為年紀小和路途遙遠，像May般內地考生不少都
會和家人一同來港考試，May的母親直言，擔心下次
不知道要往哪裡考試。

雖然ACT會退回考試登記費，但有美國教育專家
指，有不少內地考生是專程前往香港或韓國考試，當
中包括機票、住宿等開支，事前也有做足培訓準備，
取消考試令其蒙受較大損失難以彌補。有部分考生希
望較早取得成績申請獎學金或其他入學資格等，或於
今次事件中無辜受害。 ■記者 高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
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將於周一討論
「一帶一路」獎學基金詳情，估計
特區政府最快下月8日將撥款交予
財務委員會審批。有消息指，特區
政府力求在今屆立法會會期內通過
獎學基金撥款，計劃將撥款項目排
在公務員加薪撥款之前審議，希望
撥款可於今屆會內通過。教育局副
局長楊潤雄表示，這是一個對香港
學生有益的項目，越快推出越好。
不過，多個黨派都認為，特區政府
應考慮獎學基金撥款是否有迫切要
通過，及說服大眾項目有何重大好
處，否則只會引起新一輪的「議會
抗爭」。

楊潤雄昨日表示，「一帶一路」
獎學基金是一個對香港學生有益的
項目，越快推出越好。被問及當局
是否計劃下月將有關撥款申請提交
財委會審議，他則指，要待周一的
教育事務委員會討論後才作決定。

曾鈺成：應讓更多港人升大
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日前接受電台

訪問時稱，「一帶一路」獎學基金不
是沒有可取的地方，但牽涉到本地教
育問題，因不少香港人均對教育制度
有意見，會令人質疑付錢予中東、非
洲的人來港讀書，而不是讓更多香港
人讀大學，是有點本末倒置，特區政
府應考慮「一帶一路」獎學基金有關
撥款是否有迫切要通過。

田北辰倡轉交換生計劃
新民黨常務副主席田北辰則指，

看不到「一帶一路」獎學基金在本
屆議會通過的迫切性。他稱，香港
本地學位已經供不應求，加上很多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及地區的教
育水平不及香港，本地學生不一定
願意去足四年以取得當地學位，故
這種雙向安排不一定能成功。當局
不如將之改成交換生計劃，既能促
進雙方互相了解，又不涉及學位轉
移。

楊
潤
雄
：「
帶
路
」獎
學
基
金
快
推
好

內地「考試團」帶旺港旅業

■■ACTACT 考試臨時取消考試臨時取消，，約約
55,,500500名考生受影響名考生受影響。。網頁截圖網頁截圖

■■圖為在港舉行的另一圖為在港舉行的另一
美國大學入學試美國大學入學試SATSAT的的
考場外情況考場外情況。。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明愛學校社會工作服務的調查顯示，41%接受
該機構社工輔導的中一學生有適應學校困難。黎忞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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