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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為青年拓更廣闊發展空間

三成中學生「向錢看」
兩成認為有錢就受尊重 學者倡增價值觀品格教育

教大「動物迷」南非保育「五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柴婧）若社會風氣偏向「一切向錢看」，對年輕人也會有一定程度的影響。理大一項大

型調查發現，三成受訪中學生認為賺錢比做其他事情更重要，近兩成人又認為擁有金錢就能得到其他人的尊重，

反映學生的物質主義傾向。負責研究的理大協理副校長（本科生課程）及應用社會科學系講座教授石丹理認為，

香港太重視物質，不重視全人發展，影響青年人的價值觀，建議社會要「多講精神價值、少講錢」，才可逐漸改

變社會的意識形態，政府亦應增強中學生價值觀、品格和社會心理能力教育。

理大協同和富社會企業開展「塑造品格
．共創未來」的研究計劃，共包括5

項研究，首項研究於今年1月至7月問卷訪
問本港20所中學的2,474名中學生，調查其
對自己和朋輩品格特質、社會心理能力及社
會行為的評價等，昨日公佈調查結果。

社會特點 重視物質
調查發現，有30%受訪學生認為賺錢比做

其他事情重要，約19%指有錢能得到其他人
尊重，約18%人認為擁有金錢就等於擁有一
切，約14%人則指一個人成功與否在於是否
富有。

石丹理表示，太重視物質是香港社會特
點，並舉例指近日就有開售的樓盤以「愛炫
耀的美」之意起名，又舉例指若學生「向錢
看」，即使入讀「神科」，他日成為醫生只
想賺錢，多於救人，情況亦令人憂慮。他指
若學生太重視物質，看其他人就不會那麼重
要，此次調查數據亦反映出相關現象。
至於學生的品格評價，近八成中學生認為

自己具友好、自尊、尊重他人和有同情心等
良好品格特質，但也有約25%受訪者認為自
己不夠勤勞。約87%受訪者認同青少年擁有
良好品德比得到優異成績更重要，但約20%
人認為本港青少年道德水平低，34%更認為

相關水平正逐漸下降。

寬以待己 嚴以待人
受訪學生整體上認為自己在道德品格、責

任行為等方面優於朋輩，且認為朋輩物質主
義和自我中心主義傾向高過自己，可見其自
我評價高於朋輩評價。石丹理分析指，結果
可見學生「寬以待己，嚴以待人」，顯示年
輕人的道德品格發展存在隱憂，並指學生忽
略了傳媒和互聯網對其品德發展的重要影
響。
就學生的社會心理能力方面，約21%學生

不太在乎別人的不幸，約41%人認為香港青

年應對逆境能力較弱甚至非常弱，35%控制情
緒能力欠佳，約32%認為青年不懂得感恩。

不信政府 應增了解
此外，調查顯示，受訪中學生對特區政府

和本港黨派信任度偏低。石丹理建議學生要

多了解香港特區政府，不要只看單一事件，
社會亦要加強家庭、學校、社區與政府多方
面合作，創造正面成長環境。他又指國民教
育在很多國家和地區都有推行，惟在香港卻
遇到阻力，認為政府應逐步討論在港的實施
方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
香港中文大學學術交流處與香港失
明人協進會早前合辦「與視障人士
的13天約會」活動，接待4名來自
山東省濱州醫學院的視障學生。中
大32名學生大使於活動期間擔任
義工，陪伴視障學生體驗在港生
活。
參加者除了旁聽中大課堂，參觀

香港博物館及不同機構，還參與由
中大及香港失明人協進會組織的多
元化活動。他們在活動中深入認識
本地大學生的生活及香港社會情
況，體驗香港為視障人士而設的無
障礙設施和相關服務。

內地生：盲人不止做推拿
濱州醫學院學生吳頂表示，香港

視障人士的多元化就業為他帶來很
多啟發，「香港的視障學生和正常
人一樣去追求他們的大學夢想，去
選擇他們喜歡的大學和專業。我們
要學習他們這種精神，不放棄對明
天的追求和希望，夢想是要有的，
萬一實現了呢！」

他又指，盲人不僅可以做推拿，他們想做
的或者能做的，或許更多。

義工被感染：內心更堅強
中大學生義工鄭澤廣亦指，一個完整的社

會，不止一種生存方式，不是輕易否定別人
的存在意義，而是一百個人裡百花齊放、有
一百種不同的生命形式或表達形式，卻又能
互相尊重。
他又指，面對突然而至的逆境也能迎難而

上的人，以及就算知道結果未必很好，卻本
着責任堅持下去的人都值得敬佩。
他又指，與視障學生相處，總能被他們感

染，讓自己的內心多堅強一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柴婧）夜幕降臨，
躺在草原看滿天繁星閃爍、流星滑過，夜
深人靜躲在帳篷，傾聽野生動物近在耳畔
的腳步聲、獅子的吼叫，清晨與野生動物
一起吃早餐……
南非的經歷令幾名教大「動物迷」認為

可能「人生得一次」，所以她們不分晝夜
地在南非探索，參與保育非洲五霸（Big
Five），通過足跡和爆谷味的尿液找到豹
的行跡，偶遇了極為罕見的非洲獵犬
（Wild Dog），又邂逅《獅子王》中「歹
角」的原型鬣狗等等。此行令學生們大開
眼界，又特別走進當地中學普及環境知
識。
教大上學年首次啟動「事業發展體驗計

劃」，學生可在南非Africa Impact義工機

構進行為期一個月的實習。教大全球及環
境研究三年級學生俞寶欣、心理學四年級
學生鄭碧安、特殊教育二年級學生何敏齡
從小就是「動物迷」，今年7月走到南非
協助保護非洲陸地上最難捕捉的非洲五
霸——獅、非洲象、黑犀牛、非洲水牛、
豹，每日坐吉普車在草原觀察，並記錄其
位置、性別、行為等特徵。

豹行「貓步」最飄忽 聞尿追蹤
俞寶欣認為非洲五霸中要數豹最難捕

捉，「牠行蹤最為飄忽」，身為貓科動
物，走路又一派「貓步」的風範，腳印趨
於直線，「我們會根據腳印判斷牠的行
蹤，但很難找到線索。」她們還會靠嗅，
「豹會留下尿味，我們乘車路時，需要去
聞他們的尿味，我覺得是爆穀的味道」。
和野生動物同居的草原，少不了驚險。

何敏齡說：「一次我和同事剛巧碰到兩隻

獅子吃水牛，我正一陣興奮，因為我爸爸
是超級動物迷，特別想看這一幕，還沒等
我興奮完，這個獅子盯着我，嘴上還有
血，平時不怕獅子的我，也嚇得一動不敢
動。」鄭碧安補充道：「還能聞到血腥
味。」
她們在露營時也有與野生動物近距離接

觸的機會，俞寶欣說：「我們每周都在草
原露營，夜晚聽到住所旁有動物的腳步，
聽到獅子的叫聲，還有非洲五醜（Ugly
Five）之一鬣狗來垃圾箱覓食。」她們閒
暇時比對《獅子王》中的動物和親眼見到
的野生動物，發現鬣狗就是「歹角」的原
型。
為了替保育出一分力，她們拆除當地的

捕獵器，即便雙腳被遍佈的樹枝尖扎破數
次而留下疤痕，亦在所不惜。此行，她們
亦走進當地中學普及環境知識，幫助建設
小學，並教導小朋友種植蔬菜食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柴婧）經過與
北美、歐洲等地的優秀大學激烈比
拚，香港教育大學最終獲委任為世界
銀行越南項目顧問，負責為越南教育
培訓部提供支援，向當地8所主要師範
大學提供為期10個月的顧問服務，包
括面對面的培訓工作坊、「學校為
本」的諮詢服務，以及加強教師和校
長專業培訓。
教大顧問團隊以教大課程與教學講座
教授及副校長（學術）李子建為首，由
8位專家組成，包括：國際教育與終身
學習學系副教授Margarita Pavlova、課
程與教學學系教授（實踐）徐國棟、教
師教育講座教授鄭美紅等。
教大作為世界銀行越南項目顧問，主
要工作為向越南教育培訓部「加強教師

教育計劃」提供顧問服務。

冀提升越南師資 互惠互利
現時越南教育培訓部已和當地8所主

要師範大學簽署協議，教大將協助細
化、落實協議細節，並制定機制，確保
各細節有效落實。
教大校長張仁良表示，有信心教大能
通過這個知識轉移項目，提升越南師資
教育的質素，並為其轉型帶來正面影
響。
李子建則指，團隊匯集不同教育專業
人才，包括課程改革、教育領導、質素
保證、教師發展和職業教育，教大能與
越南的教育機關及世界銀行團隊一起實
現他們國家的教育改革目標，是一個互
惠互利的項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為促進
本港與其他地區就生涯規劃教育的專業交
流，教育局昨日起一連兩日舉辦「拓視野
．展成果─兩地生涯規劃教育研討
會」，邀請近千名教育工作者探討未來發
展路向。特首林鄭月娥昨日主持開幕典禮
時強調，成功的生涯規劃教育是培育多元
人才的關鍵，深信青年人是社會發展的重
要基石，會繼續爭取家長及社會大眾對
「行行出狀元」的認同，為年輕人開拓更
廣闊的發展空間。

教局生涯規劃研討會開幕
是次研討會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20周
年的慶祝活動之一，特首林鄭月娥為研討
會主持開幕典禮。其他主禮嘉賓包括中聯
辦教育科技部部長李魯，特區政府教育局
局長楊潤雄、教育局常任秘書長楊何蓓
茵。
林鄭月娥致辭表示，特區政府一向非常
重視人才培育，在培育人才方面推出不同
的政策和措施，例如優化大專院校與職業
專才教育、成立資歷架構以鼓勵及促進終
身學習、設立「香港卓越獎學金計劃」及
「內地大學升學資助計劃」協助本地學生
到海外或內地升學等，為本地年輕人提供
多元的發展機會和出路。近年亦有加強支

援學校推行生涯規劃教育，讓年輕人及早
認清自己的潛能和志向，在面對升學和就
業選擇時，作出知情和明智的決定。
在推動生涯規劃教育方面，林鄭指政府

一直致力建立社會各界共同支持年輕人做
好生涯規劃的文化，並爭取家長及社會大
眾對「行行出狀元」的認同，為年輕人開
拓更廣闊的發展空間。「近年我們樂見不

少工商機構、專業團體和非政府機構能夠
成為我們的夥伴」，透過「商校合作計
劃」為學生提供多元化的事業探索活動。

商校合作計劃 舉辦逾千活動
教育局發言人補充指，在2016/17學
年，參與計劃的合作夥伴超過270間，舉
辦了超過1,500項活動，受惠的學生人次

達26萬。
是次研討會邀請了中大教育學院院長梁

湘明、澳洲昆士蘭大學榮譽高級講師
Mary McMahon和樹仁大學商業、經濟及
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李樹甘擔任主題演
講嘉賓，一連兩日亦有安排多場分享環節
和參觀及訪問活動，約1,000名本地和內
地的教育工作者參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香港公
開大學獲雅居樂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捐款
1,000萬元，支持該校成立健康及護理學
院。公大將位於賽馬會校園的多用途禮堂
命名為「雅居樂體育館」，並於昨天舉行
命名儀式。
公大校董會主席黃奕鑑指，是次捐款

將用於資助大學在常盛街興建新校舍，建
成後公大將於新的健康及護理學院開辦一
系列護理及健康教育相關課程，加強健康
護理人才的專業培訓，以紓緩老齡化社會
所帶來的問題。
「雅居樂體育館命名儀式」昨天於公

大校園舉行，由雅居樂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總裁陳卓林、副主席陸倩芳、公開
大學校董會主席黃奕鑑、副主席楊紹信及
校長黃玉山主禮。

黃奕鑑在典禮上致辭時，感謝雅居樂
集團充裕該校的發展基金，讓大學得以增
建及優化校園設施，期望未來公大可進一
步加強與雅居樂集團的合作，攜手培訓更
多社會需要的人才。
陳卓林表示，教育對社會發展非常重

要，是故公司多年來一直支持不同教育
及研究項目，推動內地及香港社會發
展。
公大發言人指，「雅居樂體育館」是

公大賽馬會校園其中一個面積最大及使用
率最高的設施。
該體育館佔地約588平方米，配備室內

籃球場、羽毛球場等運動設施，以供進行
各種課外活動和學生團體活動。
體育館亦可作展覽、研討會，或大型

表演場地之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考評局前
天向教育局提交2017年基本能力評估計劃
（BCA）下的系統評估報告。教育局局長楊
潤雄昨天出席生涯規劃教育研討會後回應
指，前天的報告顯示過去幾年學生的水平大
致平穩，並重申當局正檢討是否擱置明年的
TSA/BCA，期望盡快有檢討結果。
楊潤雄表示，相關TSA/BCA資料是想讓
教育界，包括政府和學校，知道學生大致上
的基本能力能否達標，「評估本身並沒有一
個要求進步或退步的目的」，而有關資訊將
能讓學校及教育局，研究在教育上是否有地
方需要再改善。
他強調，基本能力評估及評估素養統籌

委員會將在12月底至明年1月向教育局提
交建議，屆時會再考慮評估的做法應如何
處理。

楊潤雄：正檢討是否擱置BCA

雅居樂捐公大千萬 建健康護理學院擊敗歐美高校 教大任世銀項目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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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動物迷」在南非收穫動物奇緣。
左起：何敏齡、鄭碧安、俞寶欣。

香港文匯報記者柴婧 攝

■石丹理（中）認為香港太重視物質，影響青年人的價值觀。 香港文匯報記者柴婧 攝

■來訪學生訪問香港立法會。 中大圖片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左五）、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右五）、教育局常任秘書長楊何蓓茵（左三）等主持開幕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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