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殺不遂怨中大「幫唔到手」
自稱中大生指送院後校方僅兩通電話安慰 申延遲考試屢「自揭傷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

三屍倫常命案中受濕疹困擾的23歲

女兒，曾就讀中大護理系，涉謀殺

父母後自殺，事件再次惹起社會關

注青年的心理健康問題。有自稱中

大學生日前在facebook申訴，稱曾

自殺被送院，僅換來學校高層一個

擁抱及兩通安慰電話，便再沒下

文；在申請延遲考試時，校方要求

提供醫生紙證明事主不能考試，結

果同學要去診所「自揭傷疤」以換

取醫生紙，質疑校方處事僵化。有

舊生亦回帖指感同身受，呼籲校方

增加資源改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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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布廠商會朱石麟中學上月
舉行了30周年校慶學生才藝表
演，當日除了有該校師生、家

長、校董、友校校長及嘉賓外，亦邀請東華三院龐永
紹長者鄰舍中心及九龍灣多個屋邨約200名長者出席
欣賞，與社區同樂，並讓學生接待及照顧長者，發揚
敬長扶幼的傳統美德。
是次活動旨在為學生提供舞台一展所長，匯演節目內
容豐富，計有古箏、小提琴及電子琴合奏、普通話話
劇、英語二人對話、共融舞蹈表演、華語及非華語學生
諧趣對談、民歌結他演唱、武術和共融舞龍及學生時裝
表演等，部分表演更曾在外間比賽獲得獎項。
活動又設校友表演環節，一眾畢業多年的校友為祝
賀母校校慶，粉墨登場進行魔術、琵琶及樂隊組合表
演，場面熱鬧，氣氛融洽。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功
課輔導班有助改善學生成績，興趣
班則能拓寬孩子的學習經歷，但涉
及的額外學費卻未必每個家庭都能承
擔。一項名為「貧窮兒童參加功課輔
導和課外活動情況」的調查顯示，沒
有參加補習或課外活動的受訪基層兒
童中，逾半均是無錢參加所致，導
致學習機會減少。調查機構建議政
府把功課輔導及課外活動納入教育
政策部分，並進一步加強有關支
援。

免費班名額太少難抽中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在去年11月至

今年3月進行有關調查，訪問了157
名年齡介乎3歲至18歲以下的貧窮
家庭兒童。結果顯示，近八成半受
訪者表示需要補習或功課輔導，原
因包括「基礎太差」及「唔識做功
課」等，惟只有不足六成人有參加
補習或功輔，而且近八成都是參加
由學校或志願團體舉辦的免費功輔
班，惟這類免費班一般名額有限，
只有26%受訪學童獲抽中。
抽不中的學童當中，近半沒有參

加補習或功輔，兩成多自費參加功
輔班，平均每月開支為819元，最高
為2,200元，功輔班開支佔家庭收入

的平均數為7.7%。
課外活動方面，受訪者認為參與

課外活動有助提升自信心，亦可提
升社交技巧及培養一技之長。
不過，只有四成多受訪者有參加

課外活動，約 17%參加免費興趣
班，約24%則是自費，平均每月開
支為725元，課外活動開支佔家庭收
入平均數為6.8%。
調查並查詢受訪者沒有參加補習

或功輔的原因，超過五成人直認無
錢參加，其次是名額太少而申請不
到。
不參加課外活動的原因也是類

同，逾六成人表示無錢，其次則是
抽不中及名額太少而申請不到。
社協表示，本港社會要求學生接

受「全方位學習」，又強調要「一
生一體藝」，惟補習或課外活動班
等學習大都需要自費，貧窮學生難
以支付，建議政府全面推行中小學
小班教學，確立功課輔導及課外活
動為教育政策一部分，將各項資助
課外活動基金受惠對象涵蓋至獲半
額學生資助的學童，及增加對中小
學課後學習支援，設立「課後學習
劵」等，以改善基層學生享有平等
教育及發展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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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石麟校慶30周年
學生歌舞敬老

貧童無參加補習 逾半稱因為無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嘉瑤）為了增強
大學實力，以應對「健康一體化」的全球
挑戰，香港城市大學日前與瑞典著名醫學
學府—瑞典卡羅琳醫學院簽訂合作備忘
錄，為兩校的學術、文化交流及教研合作
制訂框架，包括推動學生與教員的學術交
流及研究合作項目等。
根據備忘錄，卡羅琳醫學院將與城大展開

一系列不同課題的學術合作和研究，如健康
工程學、細胞之間相互作用及遺傳學；協議
亦大力推動學生與教員的交流、研究合作、
合辦學術與科學活動、科研材料交流，以及
舉辦培訓班及課程。
城大校長郭位對該校與卡羅琳醫學院締

約表示欣喜，「雙方可充分利用在各自學科
的優勢，並加強香港與瑞典之間的學術合
作。」

城大瑞典學院醫學交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嘉瑤）
香港科學家再次揚威海外，港科院
創院院長兼分子遺傳學家徐立之近
日榮獲2018年「華倫．阿爾波特
基金會獎」(Warren Alpert Foun-
dation Prize)，是該獎項設立31年
以來，第四位華人獲此殊榮，以表
揚徐立之在囊狀纖維化病症研究的
貢獻。徐立之對此表示榮幸，亦感
謝研究團隊的付出，共同為病人研
發治療的方法。
上述獎項由慈善家及商人華倫．

阿 爾 波 特 （Warren Alpert） 於
1987 年創立，每年頒發一次，以
表揚在研究人類疾病、預防和治療
方面有傑出貢獻的科學家、醫生及
研究人員。今屆的華倫．阿爾波特
基金會獎共頒給5位在囊狀纖維化
病症範疇中有開創性發現的科學
家，分別是徐立之、Francis Col-
lins、 Michael Welsh、 Paul Neg-
ulescu及Bonnie Ramsey。

繪基因排列 研病症成因
其中，徐立之自1985年起，與
研究團隊界定囊狀纖維化病症的致
病基因在第7號染色體上；其後他
與科學家Francis Collins合作，共
同發表研究報告，進一步確定導致

囊狀纖維化病症的基因在第7號染色體的準
確位置，並清晰描繪變異基因的排列，為人
類遺傳學的重大突破，亦開啟了治療此病症
的研究大門。
徐立之表示，研究第7號染色體的基因排

列及發現導致囊狀纖維化病症的致病基因過
程困難重重，但對研究發現能造福人類感到
非常高興，認為獎項是對病理生理學研究科
學家及前線醫護人員的肯定，並感謝倫多研
究團隊的隊員在研究過程中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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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大動畫講故 引學生「愛上中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柴婧）港生對歷
史興趣偏低，就連教育大學校長張仁良在
上世紀70年代在港讀中學時，也覺得中史
科「好悶」。幾十年過去，他發覺歷史科
的教學方法並沒有多少改變，直到近年讀
到故事性很強的史書，才驚覺歷史原來是
一個豐富且有趣的寶藏，很值得深入研
究。掌管教大不久，他開始籌劃針對高小
生的教材「看動畫．學歷史」，希望燃起
孩子對中史的興趣，相關資料今日正式發
佈，供公眾免費下載（http://achist.mers.
hk/chihistoryanime/）。
香港寧波同鄉會投資7位數的教大「看動
畫．學歷史」計劃，耗時兩年終完成10集
中國歷史人物動畫、兩版配套教案和學生

紙，教材以粵語、普通話、英語編撰錄製，
每集約6分鐘，由教大中國文學文化研究中
心團隊負責，成員包括文學及文化學系講座
教授陳國球、中國語言學系系主任施仲謀、
文學及文化學系助理教授馮志弘、許國惠，
商業電台首席智囊陳志雲參與配音。

部分選材與港關係密切
馮志弘表示，選取教材時，他們主要考

慮時代跨度要夠大、人物階層豐富、其中
兩三個人物要和香港關係密切等準則，從
小學常識科涉及的人物中選擇介紹孔子、
屈原、張騫、張衡、杜甫、文天祥、李時
珍、康熙、孫中山和蔡元培，分別以教
育、忠君愛國、文化交流、科學、詩聖、

愛國精神、醫學、開明君主、革命、美育
為主題，希望教材能成為常識課的中國歷
史、中國文化部分的教學資料。
為讓學生覺得教材有趣，團隊不僅數次

諮詢前線老師的意見，更通過問卷和試看
的方式，邀請逾300名高小生選擇了自己
最喜歡的動漫風格。

認真考究 力防「穿崩」
許國惠表示，「為讓動畫更生動，我寫

劇本會考慮人物的動作，而不只是會注意
對白、旁白。」教材亦會建立在文化背景
符合事實的基礎上，再構思情節，讓人物
故事更具觀賞性，亦嘗試培養孩子對歷史
人物的感情。

就動畫的場景，團隊要求100%符合史
實，馮志弘表示，「專業人士第一次畫的
樣稿，孫中山在美國檀香山和哥哥說話的
場景有風扇，但那個時期還沒有出現這種
電器，所以會刪除掉；漢代沒有凳子；春
秋戰國不寫楷書，國家旗幟就不會寫楷書
等等。」
張仁良坦言，約6分鐘的視頻不是為了

教很多東西，而是要學生對這一科建立興
趣，希望他們在中學時願意讀中史，大學
選它做主修科。
教大計劃於校內課程、在職教師及校長

培訓等進一步推廣此教材。今年9月、10
月教大將會推出針對初小生的「看動漫學
中國字」教材。

中大發言人指，校方設心理健康及輔
導中心提供輔導服務，並會定期舉

辦不同活動和工作坊，培養學生積極人
生觀。
一名自稱中大學生的網民前日在face-

book專頁「CUHK Secrets」發文，坦承
過往曾嘗試自殺，「我記得我自殺時，
正值Final Exam（期末考試），自殺後
我被放送了去醫院，我什麼也做不了，
我只想哭，我只想死。」
該學生表示，當時有同學為其分擔功

課，而學校高層雖然有前來探望，「她
來跟我談了一下，我只記得我猛哭猛
哭，她大概給了我個擁抱，之後打過給
我兩次，就沒下文了。」

盼校方設專組處理學生自殺
該學生續指，事發後想要聯絡校方安

排延遲考試，惟對方要求事主須提供醫
生紙證明不能考試，「出院後一個星

期，我去了Clinic看醫生，證明自己自
殺，很討厭，要把自己傷疤翻開再娓娓
道出。他們要我看精神科醫生，我又去
了，後來主診醫生要生BB了，又要我換
醫生，又要我再不斷揭瘡疤，真的好
累。」
事主指中大是不是可以有「專業處理

自殺學生的組織」，主動提供幫助，代
為處理學校行政程序，「不是（高層）
發個電郵給全中大師生，表示哀痛就解
決問題呀。」
上述帖文引起網民關注，有自稱中大

舊生者留言指，過往也曾因學業問題想
過輕生，擔心將陸續有同學走這條路，
期望學校投放更多資源至精神健康服
務。另有網民表示同情，批評中大行政
「官僚」，有需要作出改變。

中大：24小時熱線助學生
中大發言人回覆香港文匯報查詢時

指，學生事務處設有「心理健康及輔導
中心」，由臨床心理學家和專業輔導員
向受情緒困擾或在生活、學習和成長中
遇到困難的同學提供輔導服務。
若發現同學有嚴重情緒困擾，輔導組

會轉介同學到大學保健處的醫生或校外
的精神專科醫生跟進，輔導中心亦會繼
續跟進同學的情況。大學並設立24小時
輔導熱線，由專業機構提供輔導服務，
令有迫切需要的同學可以即時求助。
輔導中心亦與求助同學所屬書院、學

系、學院及教務處作緊密聯繫，為有需
要的同學於學業上提供適切支援。大學
並會定期舉辦不同的活動和工作坊，旨
在建立一個互相關懷、充滿溫暖的校
園，並鼓勵同學正確面對壓力、培養積
極的人生觀、保持身心的健康發展。
大學建議同學面對壓力，應保持正面

的人生態度，積極參與課外及社交活
動，過平衡的生活。

■郭位（右）與Ottersen教授（左）於6
月19日簽訂學術交流合作備忘錄。

■有自稱中大學生分享經歷，批評校方對自殺學生欠缺
實質支援。 fb截圖

■視頻要求場景設計完全符合史實，並在構思情
節上讓人物故事更具觀賞性。 視頻截圖

■教大發起「看動畫·學歷史」計劃，希望燃起小朋友對中史的興趣。左
起：許國惠、張仁良、馮志弘。 香港文匯報記者柴婧攝

■選取教材時，他們主要考慮時代跨度要夠大、人
物階層豐富。 視頻截圖

■朱石麟中學30周年校慶學生才藝表演—共融舞
龍。 學校供圖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進行貧窮家庭兒童調查。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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