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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您祝福別人時，或許會說身
心康泰，原來全人的健康，包含
身、心、靈三部分。身是指身
體，心包括心理及情緒，而靈代
表靈性，亦對應自己與自己、與

他人、及與世界的關係。只要身、心、靈能平衡
發展，便可得到健康，但這對大部分人來說並不
容易，更何況是有特殊學習需要的青年？相比一
般人，他們還要兼顧自己的學習特色。
上周六，香港教育城與職業訓練局攜手合辦「有
特殊學習需要青年之身、心、靈健康研討會」，邀
得精神科專科醫生丁錫全及資深臨床心理學家陳穩
誠，分享讓SEN學生擁抱幸福及享受快樂的秘訣，
也就是身、心、靈健康的重要元素。

配合輔助工具 助跨越讀障
丁醫生有趣地從遺傳基因及人類發展歷史的角
度，讓大家以新思維看讀寫障礙、專注力不足及過

度活躍（ADHD）的孩子。回顧歷史發展，不識字
的人曾經佔大多數。不過隨着社會進步，求生需求
及職業不斷演變，對語文能力的要求也漸漸提升。
所以，若讀寫障礙孩子生活在以前，其實是社會的
大多數。他們只是認字方面稍遜，但在智力、聽
力、認圖像、溝通、社交方面都表現出色。而在科
技發達的今天，只需配合輔助工具如配有朗讀功能
的電子書閱讀器、文字結合多媒體圖像、語音輸入
法等，就能協助他們跨越讀寫障礙的挑戰。
另外，ADHA孩子的特色是持開放態度、常有
興奮的感覺、充滿活力，只要找到合適的方法相
處，便會發現過程充滿樂趣，絕不沉悶。因此，
他們都是正常人，和我們沒有大不同，只是各有
特色及性格，視他們如一般人交往，讓他們幸福
之餘，我們也變得更幸福。

重新檢視重新聚焦重新定義
陳博士就分享了「3R快樂策略」。首先是重

新檢視（Rethink），我們常常以協助SEN孩子
爭取更好的成績為目標，過程不但容易牽引協助
者及SEN孩子的負面情緒，而且只能應付這群孩
子的學業要求，並不長遠。因此，要重新檢視孩
子未來的需要，助他們尋覓理想，擁抱幸福。二
是重新聚焦（Refocus），大膽地將快樂納入個別
學習計劃（IEP）中作為一個重點目標，包括建
立正面情緒、塑造積極生活、鎖定人生意義等。
三是重新定義（Redefine），學習不只限於學
業，還有人際關係、個人興趣和生活技能等，讓
孩子成為自己學習的主人，自我主導學習，建立
他們專屬的意義人生。其實快樂源頭很簡單，就
是他們與朋輩、家人的關係，和受到的尊重與支
援。大家只需在家庭、學校及社群中，並肩建立
共融，便能簡易地提升快樂指數。
他們快樂，是因為感受到我們快樂。以上竅
門，可以是說易行難，也可以是易如反掌，在乎
能否改變思維、同心解難、推動變革，攜手突破
關卡，為他們及自己共建身、心、靈健康。

■香港教育城高級發展經理 洪婉玲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新思維看待學障 談「3R快樂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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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願慈善
基金」承諾捐助1,000萬港
元予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
設立「願慈善基金 毅行醫
路獎學金」以支持港大醫學
院的「毅行醫路計劃」。該
獎學金會按經濟需要及學術
表現為考量準則，用以資助
港 大 內 外 全 科 醫 學 士
（MBBS）課程之本科生。
「毅行醫路計劃」旨在協

助在成長路程上經歷特殊困
難、走過迂迴彎道，卻仍然
抱持堅定信念，矢志成為仁
醫的其他學位持有者或專業

人士入讀醫科。而該獎學金
將會全力支持這些永不言
遲、願以非凡毅力晉身醫護
專業的MBBS學生。
「願慈善基金毅行醫路獎

學金」將於今年9月正式啟
動，為期9年，將會合共資
助五屆學生，預計總數不少
於60名「願．毅行學者」，
即每年12名學生，會受惠於
該獎學金計劃。
每筆資助金額均足以支付

一名本科生的全數學費及住
宿開支，並視乎其學術表現
再按年續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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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慈善基金」
捐助1,000萬港元
予港大醫學院設立
「願慈善基金 毅
行醫路獎學金」。
圖為基金代表與梁
卓偉（右二）。

港大醫學院供圖

由語常會及教
育局主辦之「悅
讀閱讀 愈讀愈
愛」嘉年華早前
於聖公會聖三一

堂中學舉行，為中小學師生和家
長營造互動閱讀體驗，包括以攤
位遊戲和話劇表演，讓參加者認
識民間故事細節；又以電腦和平
板設備，結合閱讀文本和熒幕影
像，加強互動元素，讓閱讀更添
動感，全日豐富多元的活動共吸
引約2,500人參加。
是次嘉年華亦設有「語文定

向挑戰賽」、「語言實驗室」
「邊讀邊煮邊寫」和「STEM
活動廊」等環節，希望培養中
小學生兩文三語的興趣，更從

中提高他們的溝通能力和團隊
合作精神。
當天，教育局局長楊潤雄亦

有到場為嘉年華致辭，並分享
個人閱讀經驗及當局有關推動
閱讀的政策。
語常會委員、聖三一堂中學

校長陳倩君表示，自課程改革
以來，從閱讀中學習成為課程
核心之一，透過各種互動形
式，提升學生對閱讀的興趣和
兩文三語能力，是不少教育工
作者的努力方向。該校學生劉
瑋晴除參與閱讀活動外亦有為
嘉年華擔任義工，她認為活動
的互動形式可讓閱讀不再枯燥
乏味，更能感受到當中趣味。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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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三一堂校嘉年華宣「悅讀愈愛」

■閱讀嘉
年 華 當
日，楊潤
雄(右三)參
與其中。
學校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詹漢基河內報道）「一
帶一路」建設為沿線國家帶來無窮機遇，為讓
香港青年實地考察「一帶一路」倡議在各地的
發展情形，由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主辦的第
九屆「香港大學生外交之友夏令營」，特意安
排50名香港大專院校學生到北京及越南進行為
期9天的考察活動。
北京行程完成後，港生前晚到達越南，並於
昨日往越南外交學院進行交流活動，其後港生
更參觀中國駐越南大使館，進一步了解中越關
係以及兩國在各方合作的狀況。
夏令營營長、外交部駐港副特派員宋如安昨日
與越南外交部部長助理范星梅及越南外交學院副
院長黎海平會面。
宋如安表示，中越是具有戰略意義的命運共同

體，兩國人民之間的友誼源遠流長。

宋如安：民相親從青年做起
他強調，國之交在於民相親，而民相親要從青

年做起，希望並相信此行將令香港青年了解「一
帶一路」的廣闊天地，鞏固中越青年的友好情
誼，進一步夯實中越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的民意基
礎。
越方則表示，歡迎港生到來，並指出促進民心
相交是「一帶一路」倡議的重要一環。
在越南外交學院中，越南社會科學翰林院中國

研究所前所長杜進森就以「在新的背景下提高越
南與中國經濟合作探討」為題，與港生進行互動
討論。其後港生也與越南外交學院學生進行交
流，締結友誼。

下午港生獲安排前往中國駐越南大使館參觀，
並邀得中國駐越南大使館臨時代辦尹海虹與港生
溝通交流，就大使館職責、中越關係等方面進行
介紹，讓港生開闊眼界，增益不少。

尹海虹：兩國優勢互補
尹海虹表示，越南與中國山水相連、文化相通，
若兩國合作，必能起到非常好的效果。她指出，中
越兩國合作在「一帶一路」倡議下日益緊密，相信
兩國能夠優勢互補，達到互利雙贏的結果。
就讀香港大學教育學院三年級的郭杰駿表

示，是次與尹海虹的交流環節「非常有用」，
能讓大家真實、全面地認識中國駐越南大使館
的職責，同時也加深了對「一帶一路」倡議的
了解。

「外交之友」赴越南 研中越經濟合作

■「外交之友夏令營」港生往越南外交學院進行交流活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洋港 攝 ■「外交之友夏令營」港生大合照。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洋港 攝

教育局最新公佈數字顯示，本年度共
有 27,334 名兒童參加小一統一派

位，較去年減少4,837人，也是2012年以
來最少參加人數。獲派首三個志願學校的
兒童共19,992人，成功比率73.1%。
小一統一派位階段的學額分為甲部及乙
部兩個部分，獲派甲部不受學校網限制學
額的佔2,865人，其餘24,469人獲派乙部
學額，家長須選擇申請兒童所屬分區校網
／選校名單內的學校。

連自行分配 滿意率逾85%
至於在去年11月底已放榜的小一自行
分配學位，當中22,702人獲派學位，成功
率44.1%，為近7年來最高。若將自行分
配學位及統一派位階段獲派首三個志願學
校的兒童數目合計，整體滿意率為
85.2%，較去年上升2.3個百分點。
對於小一統一派位首三志願成功率創近
年新高，聖公會天水圍靈愛小學校長孔偉
成表示，始終本年度參加人數下跌數千
人，而學額供應仍維持充裕水平，因此成
功率上升是可以理解，「然而這並不表示
『叩門』位的熱烈程度會下降。」

宜先辦註冊「保底」再「叩門」
孔偉成表示，本港不乏希望精益求精的
家長，哪怕是考獲第一志願都會考慮「叩
門」。他提醒家長務必先往獲派小學辦好
入學註冊「保底」，同時為免到不同學校
「叩門」過於奔波，為子女帶來額外負
擔，建議家長應照顧子女心理健康為重，
選定小量目標學校，限制「叩門」次數。
另一方面，津貼小學議會及香港資助小
學校長會早前呼籲小學校長減少「叩門」
位，據悉，包括北區、大埔、葵涌及南區
等最少7區學校響應，協議減收「叩門」
生；至於九龍城、中西區及油尖旺等校網

小學，則
預計維持
盡 用 「 叩
門 」 位 安
排。
本身為小學

校長的教聯會主
席黃錦良表示，
近年學生人數減
少，部分學校面對
收生不足問題，因此
部分地區存在協議減
收「叩門」生，以減少
學生流失維持整體教育
生態穩定。
他亦建議家長在考慮

「叩門」前，不妨多了解獲
派學校情況，是否符合子女
特質，再作下一步決定。至於
決心「叩門」家長，則可留意
心儀學校是否公佈相關資訊和要
求，作好準備。
教育局提醒家長，須在明天或

後天（6月1日或2日）攜帶「小一
入學申請表」或「選擇學校表格」
的家長副本，返回原先遞交「選擇學
校表格」的統一派位中心領取「小一
註冊證」。其後在下周二或下周三（6
月4日或5日）前往獲派的學校辦理入學
註冊手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2019年

度小一入學統一派位結果明天（6月1日）揭

曉，教育局昨日率先公佈整體數據。今年有

73.1%學童獲派首三志願，較去年上升3.2個百分

點，是2011年後的最高成功率（見表），連同月前已放

榜的自行分配學位階段，整體滿意率為85.2%。不過有小

學校長指，不少香港家長追求精益求精，滿意度較高下仍

會往心儀學校「叩門」，認為今年放榜後「叩門」

情況仍然熱烈。

第一志願

第二志願

第三志願

升小派位升小派位「「圓夢率圓夢率」」
創創88年年新高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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