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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港 244 校增特教統籌主任
教局委託英顧問檢視成效 料明年底完成報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柴婧）特區
政府於今年 7 月獲通過首批教育新
資源撥款，其中會投放 6 億元把特
殊教育統籌主任（SENCo）試驗計
劃恒常化。教育局數字顯示，連同
早前參與試驗計劃的學校，現時共
244 間學校新增了 SENCo，佔全港
中小學總數逾兩成，料 2019/2020
學年將推展至全港中小學。同時，
■教育局表示現時共244間學校已新增SENCo，料2019/20學年可擴展至全港。
香港文匯報記者柴婧 攝

教育局已委託英國顧問檢視計劃成
效，料最快明年 11 月完成報告。

教育局於2015/2016學年推行為期3年的
特殊教育統籌主任試驗計劃，向取錄

較多有特殊教育需要及經濟需要學生的主流
學校提供現金津貼，以便校方安排一名專責
教師統籌校內特教生的事宜。

教局：更多老師接受特教培訓
教育局首席助理秘書長黎錦棠表示，
參與試驗計劃的 124 間學校認為計劃對特
教生的照顧有明顯改善 ，包括政策措施
較之前系統化 、管理層使命感增強 、家

■黎錦棠（左三）表示，於參與試驗計劃的 124 間學校見到，對特殊教育學生的照顧明顯
進步。圖中左四為梁偉基、左一為陳曉藝。
香港文匯報記者柴婧 攝
校溝通更有效 、更多老師願意接受特殊
教育培訓，當局已委託英國顧問檢視計
劃成效。
SENCo的教席要求申請人最少有3年教學
及推行融合教育的經驗，及已接受特殊教育
培訓，例如完成基礎、高級及專題課程（即
「三層課程」）或同等學歷。
黎錦棠相信，未來 3 年可分階段於全港每
間中小學增加到一名 SENCo，各校可從校
內學生支援組尋找合適老師擔任SENCo。

據了解，目前有超過半數的小學教師和逾
四分之一的中學老師已接受至少 30 小時的
系統特殊教育培訓。
參與試行計劃的東莞工商總會張煌偉小學
取錄了約10%特教生，包括智障、自閉症、
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症、聽障等類別，學
校本學年正式增設 SENCo，並成立由 20 名
老師組成的學習支援組，在校內推行分層學
習，為有特教生設計難易程度各異的課堂活
動及課業，同時亦針對特教生不同的類別和

需要進行分組教學，例如為過度活躍症學生
設專注力小組。
此外，還會增強與家長的溝通，以避免特
教生情況惡化，喪失學習信心。

校長：計劃增特教生溝通專注力
該校校長梁偉基認為，過往許多學校在特
殊教育資源整合方面缺乏統籌，增設 SENCo 能更有系統地支援學生，並動員校內各
級教職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為鼓勵學界
的 多 元 卓 越 文 化 ， 民 政 事 務 局 在 2015/
2016 學年設立多元卓越獎學金，嘉許在體
育、藝術或社會服務等方面有傑出表現的
學生。現就讀中文大學健康與體育運動科
學一年級的黃浣嵐，是其中一名得獎者，
她在小六時首次參加學界比賽就獲得冠
軍，自此與跳高結下不解緣。她曾代表香
港參加不同的國際賽事，惟今年 2 月於中
學學界比賽令後腳跟受傷，不過，受傷無
阻她的跳高夢，並計劃在康復後出戰亞洲
青年運動會比賽。
黃浣嵐是本港跳高女將楊文蔚的師妹，
她在小六時首次接觸跳高，並獲老師推薦
參加學界比賽，並且一跳奪冠，「好像找
到自己的價值」，自此愛上跳高。

其後她入讀拔萃女書院，除了兼顧學業
外，教練向她提供專業訓練，啟蒙她在跳
高方面的發展。黃浣嵐表示，雖然自己擅
長跳高，但亦曾對橫桿產生恐懼，「我咁
矮，點跳得過？」
不過，當她首次到馬來西亞參賽，眼見
前一名參賽者的身高比自己矮，但都跳得
過，更令她下定決定克服心理關口，並增
強肌肉訓練，期望可突破限制。

立志當體育老師 回饋母校栽培
黃浣嵐是港隊成員，曾出戰不同的國際
賽事，並分別在「第一屆亞洲青少年田徑
錦標賽」和「第十七屆亞洲青年田徑錦標
賽」分別獲得銀牌及第四名。
黃浣嵐在今年 2 月參加學界比賽時後腳

跟受傷，致缺課一星期，其數學教師親自
在下課後到她的家為其補習，令她十分感
動。她已立定志向，大學畢業後要回饋母
校的栽培，未來要當體育老師。
另一名得獎者，是畢業於風采中學（教
育評議會主辦），現於中大修讀音樂的謝
妙純。她 6 歲時接觸古箏，中四時憑着演
奏古箏樂曲《雪山春曉》於「靈閣嶺國際
音樂節民樂（公開組）」贏得第一名。
她曾擔任學校古箏樂團的團長，並在
「香港學校音樂節古箏獨奏深造組」贏得
冠軍。
中二升中三時，她決定休學一年，並到
深圳藝術學校學習音樂；當時除了要上中
文和數學等的科目之外，每天要花六七小
時練習，期望可提升音樂造詣。

■黃浣嵐
（左）和謝
妙純。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劉國權 攝
多元卓越獎學金目標是資助本地大學和
專上院校取錄在非學術方面有卓越表現的
本地學生修讀學士學位課程。
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昨日出席獎學金
頒獎禮，表揚今屆 24 名在非學術範疇表現
優異的學生。

東華青年同行
「帶路」
交流

趙慧賢等膺理大商院傑出校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理大商學院日前頒
發首屆「理大商學院傑出校友」（見圖）榮譽，分設
「傑出校友」及「傑出青年校友」兩大獎項，以表揚
具專業成就而熱心回饋社會的優秀畢業生。今年 8 名
得獎者來自社會不同界別，當中包括警務處副處長
（管理）趙慧賢及香港首席女子壁球員歐詠芝。
有關頒獎每三年舉辦一次，「傑出校友」獎是頒予
40歲或以上的成功校友，「傑出青年校友」獎則是頒
予 40 歲以下的校友。今年獲選「傑出校友」獎的分
別是警務處副處長（管理）趙慧賢、昂坪 360 董事總
經理關敏怡、柏寧頓資本管理有限公司董事及首席合
夥人李志明、理大行政副校長盧麗華、華聯國際集團
主席王春林。
「傑出青年校友」獎則由香港首席女子壁球員歐詠
芝、建灝地產集團首席行政總裁兼建灝慈善基金主席
羅建一、畢馬威中國稅務服務合夥人倪偉東獲得。
商學院於頒獎禮當日舉行畢業生聯誼晚宴，超過
250 名畢業生出席。理大商學院院長及馮堯敬－永亨
銀行工商管理教授鄭大昭表示，商學院未來將繼續加
強與畢業生的聯繫，讓他們積極參與學院各方面的發
展及學生培育項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柴婧）為加
深香港年輕人認識及參與「一帶一
路」，拓闊國際視野，迎接時代機
遇，東華三院與「一帶一路」國際研
究院聯合主辦「與青年人同行．『一
帶一路』交流計劃」，昨日舉行開展
儀式（見圖）。計劃上月展開，為期
一年，內容包括學生講座、教師專場
講座、研究小組及交流團等活動。
「與青年人同行．『一帶一路』交
流計劃」是「一帶一路」國際研究院
推出的「『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及地
區紀念章計劃」下的首個重點項目。
昨日舉行開展儀式，大會邀得教育局
局長楊潤雄、東華三院主席李鋈麟、

一帶一路國際研究院副院長梁美芬等
擔任主禮嘉賓，現場亦有約 800 名東
華三院轄下中學的學生出席活動。
儀式完成後，大會舉辦了「馬來西
亞青年人在『一帶一路』參與情況」、

「『一帶一路』制度構建」、「『一
帶一路』的青年政策（緬甸）」及
「『一帶一路』與青年機遇」講座，
來自世界各地的專家與同學分享見
解，學生積極與專家交流，氣氛熱烈。

調製冷等合共 20 個項目，
與超過 70 個國家及地區約
1,300 名選手一較高下，力
爭獎牌。
「世界技能大賽 」規定
每人一生只能參與一次，
香港自 1997 年首次參賽，
至今已累計獲得 2 金、1
銀、4銅及39個優異獎。
今屆香港派出的 22 名代
表分別來自「香港青年技
能大賽 2016」得獎者，以

及經專家挑選出來的代
表。
香港選手將參與 20 個比
賽項目，大部分競賽項目
要求選手年齡必須在 22 歲

或以下，部分項目如機電
一體化、飛機維修等要求
有工作經驗的項目，則要
求 選 手 年 齡 在 25 歲 或 以
下。

麗澤中學領袖營 育學生領導才能
■麗澤中學
日前在校內
舉辦「領袖
訓練營」。
該校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柴婧）教
育局前日發佈的本學年《幼稚園
概覽》列出個別幼稚園收取超過
7,000 元雜費，令人驚訝。教育局
局長楊潤雄昨日出席活動後回應
指，其實約四成至六成參加免費
幼教的幼稚園，並無提供代購書
簿或校服等服務，故未有列入雜
費內，即使有提供代購服務的學
校，其雜費升幅亦與去年相若。
楊潤雄指，幼稚園概覽的目的
是讓家長為子女選擇幼稚園時，
能得到所有資訊，提高透明度。
就有提供代購服務的幼稚園所收
取的雜費，他舉例指教科書每年
平均收費約 800 元，練習簿約 400
元，茶點約 1,000 元，大部分幼稚
園的收費與過往相若。
被問及特區政府今日發表施政
報告的教育重點內容，楊潤雄未
有透露，但強調行政長官林鄭月
娥在選舉時提出其首要工作是教
育，故在她就任後已推出一系列
措施，包括教育新資源的 36 億
元。

嶺大明年收生
計 DSE 最佳 5 科

22 港將出戰世界技能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
嘉軒）被譽為「技能界奧
林匹克」的「世界技能大
賽」將於本月 15 日至 18 日
一連 4 天舉行，今屆香港派
出 22 名精英年輕選手參賽
（見圖），派出人數及參
賽項目均創歷屆新高。代
表團昨晚已起程前往阿聯
酋阿布扎比，香港選手將
在機械繪圖、網頁設計、
電氣安裝、西式烹調、空

教局：幼園雜費升幅與去年相若

中大跳高小將獲多元卓越獎學金

梁偉基見到特教生的溝通力、專注力都較
之前有很大進步，認為 SENCo 成效不俗。
不過，他透露，聘請 SENCo 比較困難，因
為相關老師既要有心，又要有帶領團體工作
的能力。
該校新上任的SENCo陳曉藝，7年前已加
入學校學生支援組，她認為 SENCo 有助整
體檢視學生需要，老師有更多時間和家長溝
通，可配合家長的需要，對學生進行更適切
的支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
軒）尖沙咀麗澤中學上月底一連
兩天舉行「領袖訓練營」，安排
學生在校進行多項團體活動，並
在禮堂紮營度宿，從中培養學生
了解領袖生的角色及職責，並透
過活動增進彼此友誼。

該校「領袖訓練營」於上月 23
日展開，進行包括海陸空大戰軍
棋、運送物資遊戲等，以訓練學
生記憶力、合作性和邏輯思維。
校方晚上安排了同學一起燒
烤，其後兩三人一組搭建帳幕，
有同學分享指，這是自己首次搭

建營帳，成功後很感滿足。
翌日，各同學由老師陪同下一
起預備早餐，並於最後讓同學檢
討活動收穫。
該校期望，藉今次活動能啟發
同學對領導才能的了解，日後能
在生活中運用。

香港文匯報訊
（ 記 者 姜 嘉
軒）嶺南大學昨
日宣佈推出聯招
招生新安排，新
學年起所有課程
將以申請人於香
港中學文憑試成 ■ 嶺 大 副 校 長 莫 家
績在加權後最佳 豪。
的五個科目（Best 5）計算入學分數，納
入計算範圍科目包括甲類高中科目及丙類
其他語言科目。
校方指，新計分方法將為聯招申請人提
供更大彈性，有助學生作出更周詳的計
劃，選擇修讀與文學、商學及社會科學範
疇有關的額外選修科目。
嶺大發言人介紹指，過往在「33222」
的一般入學要求下，所有申請人須修讀中
國語文、英國語文、數學及通識教育共四
個核心科目及一個選修科目。根據資料，
嶺大 2017 年各學科的收生平均分為 19.32
分至20.62分不等。
從 2018 年起，嶺大入學分數將以申請
人於文憑試成績在計算科目比重後最佳的
五個科目
（Best 5）計算，甲類高中科目及
丙類其他語言科目亦可納入計算範圍，但
校方提醒同學，新安排並不包括數學延伸
部分
（M1/M2）
及乙類應用學習科目。
為提供更多資訊予聯招申請人參考及提
高入學計分方法的透明度，嶺大將於明年
首 季 於 大 學 網 頁 （www.LN.edu.hk/admissions/ug/jupas/weighting.php） 公 佈
個別文憑試科目的比重。嶺大於下周六
（21 日）將舉行「本科入學資訊日」，
為中學同學及老師提供課程及收生等最新
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