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現今社會，智能電子產品
在一個家庭起了不同的化學
作用：它可以是增進家人聯
繫的催化劑，也可以造成夫
妻、親子間相處的隔閡；它

可以是孩子學習娛樂的「好幫手」，也可以
是不同網絡危機的溫床。總而言之，智能電
子產品有改變一個家庭關係的角色。儘管
它們有「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本質，
但其角色發揮幾乎是取決於家長及子女使用
智能產品的態度，繼而引申出管教子女使用
的手法，特別是面對年幼的子女，家長的取
態及角色尤為重要。
以管教年幼子女使用電子產品而言，一般
家長比較擔心子女會過長時間使用智能產品

或接觸到網上不良資訊，如淫褻及不雅的圖
文影片、網上暴力遊戲、粗言穢語片段等。
作為家長可以怎樣處理？以下是一個相關的
例子：
李太的女兒今年7歲，平日李太也有讓她
使用自己的手機及平板電腦上網學習及用
Apps玩遊戲。有一天，李太於女兒上學後
使用平板上網，發現相簿中有不少動漫圖
片，當中大部分都是一些衣暴露的動漫角
色或意識不良的相片。
李太發現後，嘗試翻查女兒到訪過的網

站，發現相片應是由女兒下載。她知道後曾
質問女兒得到這些相片的途徑，但女兒只是
回應「不知道……沒看過……」李太十分擔
心，但不知應怎樣再與女兒展開對話及防止

她再次接觸到這些不良資訊。

善用過濾軟件 親子坦誠溝通
社工鼓勵媽媽從「軟件」及「管教」
手。在「軟件」方面，鼓勵李太嘗試多了
解過濾軟件的功能，並應考慮安裝適合的
軟件。
安裝軟件後，可作為保護女兒及避免她

接觸到不良資訊的第一道防線，並可阻擋
年幼的子女在網上搜尋不良的關鍵字，讓
家長查閱女子的瀏覽記錄及管理使用時
間。
這些功能可讓媽媽多了解女兒的上網習

慣，從而並培養她正確使用互聯網的態
度。然而，安裝了過濾軟件並非一勞永

逸。在「管教」方面，社工鼓勵李太嘗試
與女兒坦誠溝通，表示自己看到相片並知
道是女兒所下載，並循了解女兒接觸到這
些資訊的原因手，例如會否是因同學互
相傳閱？純粹因為好奇？或是上網瀏覽一
般網頁時，那些圖片隨頁彈出？家長可藉
此向女兒灌輸正確的性知識及提高保護自
己身體的意識。

拿捏限制寬緊 避免親子角力
教導子女使用電子產品，其實是一場對

父母智慧的考驗：怎樣了解子女的上網習
慣、何時需要收緊或放寬限制，當中的拿
捏確實有不少的學問。若情況處理不
當，或會形成親子之間的角力，甚至衝
突。
很多時候，孩子的一言一行，甚至所選擇

在網上瀏覽的資料或遊戲，其實都反映了孩

子的性格、想法和需要。作為父母，平日可
多嘗試了解子女的網絡世界，一方面可增加
與子女聊天的話題，另一方面亦可及早察覺
問題。
倘若發現不妥，因現時電子產品為孩子學

習的必須品，不能「一刀切」禁止孩子接觸
電子產品便當作是解決問題，父母宜因應子
女的使用情況「軟硬兼施、恩威並重」作出
管教，與孩子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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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B雙非夾擊 升小爭崩頭
適齡學童6.79萬年增1700人 雙非趕「尾班」競爭勢更劇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小一自行收生階段昨日起一連五天展

開。受「龍年效應」影響，明年升小一的學童人數將達到高峰的6.79萬

名，較今年增加1,700人，加上明年亦是最後一批雙非學童來港升讀小

一，有北區學校的校長指出，上述情況令小一學額的競爭會更加激烈；

雖然內地放寬入學政策，讓港澳學童可以選擇返回內地公立學校就學，

但北區校網仍屬跨境家長的心儀之選，相關學額依然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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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誘子女「網上行」軟硬兼施智腦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推動
STEM（科學、科技、工程和數學）
教育是近年香港教育界重要措施之
一。「香港願景計劃」昨發表的
《STEM教育的在地化與頂層設計》
研究報告指出，特區政府在相關領域
的人才培訓不足，未能吸引學生選讀
相關學科，令人才出現斷層，故建議
特區政府成立「STEM促進中心」，
協調院校和商界資源以發展教師培訓
和編寫教材等軟件支援，並訂立
STEM分階段教學策略等，全面提升
STEM教育質素。

曾鈺成：人才培訓現斷層
「香港願景計劃」召集人曾鈺成表示，雖然上屆

特區政府積極發展創新科技產業，包括成立創科
局、港科院等，但人才培訓方面卻有不足之處，教
育局未能推動高中生選讀STEM科目，學校在落
實STEM教育上仍面對不少挑戰，令人才出現斷
層。
「香港願景計劃」執行及研究總監馮可強補充

指，現時STEM教育的課程發展與整體藍圖脫
節，未能跟上進度，例如校本推行STEM是依照
學校或教師的偏好，就發展學生的能力、針對不同
階段不同程度的學生的要求，卻未有具體策略。

研究員馮智政亦指出，特區政府在2015年提出
推動STEM教育，投入不少資源，但發展仍然落
後。他強調教育局不能逃避領導發展的角色，而特
區政府和學校都不能只以金錢支援作為推動STEM
教育的焦點。
研究報告建議訂立STEM分階段教學策略，包

括由幼兒和初小階段開始，以遊戲形式提升學生對
STEM的興趣；高小至初中採用專題研習和報告形
式；高中階段配合商界作生涯規劃，又建議特區政
府參考傑出運動員計劃，讓優秀的STEM學生獲
院校有條件取錄。
另外，建議成立STEM促進中心，以協調院校

與商界資源，同時發展教師培訓及編寫教材等支
援。

「願景」倡官商學協調推STEM

■「香港願景計劃」昨日發表《STEM教育的在地化與頂層設
計》研究報告。 fb直播截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
學童的「壓力」，一方面來自讀
書，一方面也可以來自沉甸甸的
書包。民建聯家庭事務委員會近
日在全港進行學童書包重量調
查，結果顯示，83%學童的書包
過重，整體書包重量平均有4.9
公斤，而書包平均超重逾63%，
為歷年新高，情況值得關注。
受訪學童合共969名，整體書

包重量平均有4.9公斤。在量度
了學童重量後，若以書包重量不
超過體重十分之一為標準，書包
的標準重量應不超過3公斤，但
結果是83%書包超重，而書包平
均超重逾63%，這數字與2006年
的17%比較，可見學童書包超重
問題有惡化的趨勢。
民建聯秘書長及家庭事務委員

會委員鄭泳舜表示，教育局應資
助學校購買「共用課本」，大量
購入某些科目的課本，並存放於
學校供學生上課時使用，以減少
學童需購買和攜帶的課本數目，

而學校在編制上課時間表時應盡
量多連課堂，減輕學生攜帶課本
的數量。
民建聯家庭事務委員會委員顏

汶羽亦建議學校書桌應增設上鎖
抽屜，校方應鼓勵學生把不使用
的課本存放抽屜或學校儲物櫃。
民建聯區議員鄧家彪則鼓勵家

長督促子女執拾書包，並教育子
女不要攜帶多餘的物品回校；出
版商亦應出版精簡和實用的課
本，減輕課本的重量。

■民建聯促請社會關注學童書包
過重的問題。 民建聯供圖

■大會為學童量重。 民建聯供圖

明年小一生主要於2012年出生，雖然
當年雙非嬰兒數字開始回落，但在

「龍年效應」下，本地父母生育亦有所增
加，令適齡學童人口仍處於高峰，且較廣
泛分佈在各區。根據教育局數據顯示，預
計全港明年6歲學齡、即將升讀小一的學
童有約67,900人，較今年的66,200人增加
約1,700人。

鳳溪一小300人爭60學位
位於上水的鳳溪第一小學在自行收生階
段提供75個學額，較今年增加15個。校長
朱偉林表示，今年在此階段有約300人競
爭60個學額，而循「計分辦法準則」入
學、手持15分的學童需抽籤競爭學額，而
手持20分的則可「穩入」。
他預計在「龍年效應」及最後一批雙非

學童入學的影響下，明年入讀小一的學額
競爭仍然激烈。他認為，雖然新政策可讓
港澳學童回到深圳升讀公營學校，但相信
北區仍是跨境家長首選的地區，故對北區
收生的情況影響不大，但一些距離北區較
遠，如青衣、黃大仙等校網，或有一定影
響。該校昨日暫收到約150份申請表格。
鳳溪創新小學校長李淑賢認為，明年小
一入學競爭仍然大，該校早前舉辦開放
日，就吸引到近三四百個家庭到場參與，
人數較去年增加約三成至四成，而當日舉
行兩場小一入學簡介會亦坐滿了家長。該
校昨天首日暫收到約60多份的申請。

內地媽拒回流 盼子港受教
昨日早上9時，上水惠州公立學校已有
近20名家長在校門外等候交表，校長黃永
強指，首日收到107份申請表。排頭位的
戴女士，早上6時多已在校門排隊。

另一名在該校排隊的內地家長羅太，首
選北區校網的學校，但她亦擔心在跨境校
網安排下，兒子將被派到距離口岸較遠的
地區如東涌。她指若未能獲派心儀學校，
也不會考慮讓兒子返回深圳讀書，「當時
在港生（育），就是計劃讓他在港受教
育。」羅太透露，兒子在2011年年底出
生，本來可在今年入學，但她覺得「男仔
屬後期發育」，不想「細B」有所輸蝕，
故今年才為他報名。
替兒子到惠州學校交表的李太原本家住

深圳，為讓兒子將來就近上學，半年前於
上水以約6,000元租住套房單位，母子同
住。她表示，在港升小一可為將來鋪路，
因有考慮過未來讓兒子到海外升讀高中，
而香港教育與國際接軌，有較理想的英語
學習環境。她坦言，不介意因在跨境校網
安排下，令兒子派位離開北區，因她重
的是學校的質素。
內地家長唐太昨日為幼子到鳳溪創新小

學交表，由於長子正在該校讀小四，故相
信幼子可「世襲」在同校升讀小一。她在
2010年以700萬元購入上水一個約1,100呎
的單位作出租用途，但一直沒有自住；雖
然單位現時已升值約三分之二，但她不會
出售，期望為兒子將來留港發展作好準
備。

一年一度的小一自行
收生階段昨日首天展

開，傳統名校仍是「兵家必爭之地」，
位於九龍塘傳統名校區的喇沙小學和瑪
利諾修院學校（小學部），有不少家長
到場排隊等候交表。其中在喇沙小學排
頭位、在內地從事證券業的陳太，昨早
6時多已在校門外排隊。根據「計分辦
法準則」，其幼子只有「適齡學童」的
10分，她坦言分數十分低，故特意早點
前來交表，期望令校方留下好印象，就
算幼子在自行階段不獲取錄，仍希望可
增加日後成功「叩門」的機會。

為兒入名校 舉家搬來港
陳太表示，幼子現於上水就讀幼稚

園，每天需跨境上學，但為方便日後在九
龍區上學，加上將安排在內地讀高中的長
子來港，一家早前由深圳搬到大角咀居

住，現時月租約兩萬元。為了照顧孩子，
她已辭掉內地的工作，轉到香港找工作。
來自湖北的胡先生，今年與妻子成功

取得香港身份證，兒子在港就讀幼稚園。
他坦言，兒子只有15分，在自行收生階
段獲取錄的機會不大，但由於自己心儀喇
沙小學，故仍會嘗試報讀。在統一派位階
段，亦會將該校放在第一志願。為了配合
孩子入學，他在九龍城以2.6萬元租屋，
若無法考進喇沙小學，會考慮為兒子報讀
何文田的史丹福美國國際學校作次選。
另一傳統女名校瑪利諾修院學校（小

學部）亦有不少家長在首日為女兒交表。
周太受女兒所託，昨晨9時到學校為外孫
女交表，她表示，外孫女現居於馬鞍山，
就讀九龍塘區學校，故相信她已習慣跨區
上學。她透露，除了瑪利諾外，亦會為外
孫女報讀4所至5所私立學校作後備。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黎忞

跨境家長爭喇沙 凌晨6時霸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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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 偉 林
估計，明年
小一入學競
爭 仍 然 激
烈。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劉國權 攝

■家長為子女遞交小一入學申請表。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李太認為香港教育
接軌國際。香港文匯報

記者劉國權 攝

■昨早8時半，已有近20名家長在上水惠州公立學校為子女遞交小一入學申請表。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羅太首選北區的學
校。 香港文匯報

記者劉國權 攝

83%學童書包超重 民記揭問題惡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