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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僑供住宿溫習 18 同學排萬難逐夢

中學文憑試（DSE）本周五（23
日）開考筆試，今年約有 5.2 萬人報
考，當中學校考生約 4.4 萬人。這一屆
「被選中」的考生，在三年的高中經
歷了令人困擾的黑暴事件、捱過一次
又一次的疫情反彈及漫長的停課，當
中的跨境生更是很長一段時間無法回
港接受面授課，處境更是「難上更
難」。為援助校內 18 名跨境生備戰，
培僑中學專門提供住宿服務，安排學
生過有紀律兼沒有手機干擾的寄宿生
活，以便專心一意溫書，衝刺即將開
鑼的文憑試。

培僑中學中六跨境生戴宗霖及黃莉珊本身
住在深圳，為了準備應考文憑試，他們
上月提早回港，接受隔離，現正入住學校宿
舍。宗霖直言，準備文憑試之路可算是波折
重重，中五時他曾因為沉迷打機，數學成績
嚴重下滑，由於是核心科目，他要留級「補
底」，「當時想到若文憑試表現不佳，升學
會很受限制，未來會找不到工作……家裏還
有個讀幼稚園的弟弟，我覺得自己要振作，
想給弟弟做個好榜樣。」在父親開導下，他
決定在學業上奮起直追，希望能考入廈門大
學資訊科技相關的專業，實現自己的夢想。
本身是「運動達人」的宗霖說，他非常
喜歡運動，以往學校常安排打羽毛球、跑步
等活動，幫助學生紓緩壓力。惟疫情下不能
游泳，令他有點納悶，幸好有其他跨境生一
起留宿備戰，心態調整得不俗。
他的同學黃莉珊則表示，雖然文憑試開
考在即，但並不緊張。她一直留意內地一個
公益項目「行走的力量」，活動由著名演員
陳坤創立的東申童畫公司發起，鼓勵參加者
通過「止語」行走，內觀自我、提升內心力
量。大會招募的志願者曾在西北地區徒步行
走，「我一個人在香港預備文憑試，覺得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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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霖在宿舍備戰文憑試
宗霖在宿舍備戰文憑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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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莉珊
（右）對中文及歷史情有獨鍾，目標是到
城大攻讀相關學系，左為宗霖。

下就像自己一人徒步行走，跨境的生活就是
走出舒適圈。此外，校方規定，同學住宿期
間手機會被收走，讓大家專心學習，所以平
時我雖然不能以手機與家人聯絡，但變相也
鍛煉起自己獨立生活的能力。」莉珊對中文
及歷史科情有獨鍾，目標是到城大攻讀相關
學系，未來擬到知名中文出版社擔任編纂字
典的工作。她指本來有機會在假期前往北京
商務印書館學習，但卻遇到疫情，最後不能
成行，頗為遺憾。

憂過海塞車 訂酒店策萬全
就考評局因應今年疫情影響而取消文憑試
中英文科的口語，戴宗霖坦言「太好喇」，皆
因他一直被口語拉低分數，相信新安排對爭取
成績更有利。兩人對考評局的衞生防疫措施皆
充滿信心，相信考試會順利舉行。
另外，莉珊指中文科卷三需要前往葵涌
應考，如當日從學校過去需要「過海」，為
怕交通擠塞，她已提前在考場附近訂好酒
店，以策萬全。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
一一一一一
一5一
一
年僅
歲女童慘被生父及繼
一一
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
母虐待死亡案件，法院審訊期
一一
一一一一一
一的一
間一
披露
案情內容觸目驚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心，令人匪夷所思。對待親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5
一一
一一一一生女，而且是毫無反抗能力的
一一一一
一一
一一一歲女童，手段怎可能如此狠心毒
一一一一一
一一
一辣？他們究竟有沒有良知？有沒有親情？
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
一難道人性中的惻隱之心已經蕩然無存嗎？
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
女童其實並不是唯一被虐的小孩，
一一
一她的
一一
一一一一一
8 歲哥哥也同樣被生父繼母不斷虐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
一待。只是哥哥比較幸運，雖身體皮肉、
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
一心靈和精神都嚴重受創，還可保住性
一一一一一一一
5 歲妹妹遭虐受傷，卻因傷口沒
一一
一命，但
一一一
一一一一
一一
一有適當療理，而引致敗血病死亡。一個
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
一來到人世僅
一一一一
一一一
5 年的小女孩，從未享受過
一一
一人間的愛，還未看清楚世界是怎樣，就
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
一在極度痛苦和無助之下，被死神帶走。
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
一生父和繼母竟然是只因為「不聽話」
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
一「教極都唔改」「打完都係咁」就對小
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
一女孩兄妹掌摑、綑綁、藤條抽打，甚至
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
一拋高撞向天花板等。一個正常的人，就
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
一算對待小動物都不忍心用這種手段，莫
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避免虐兒慘案 加強兒童保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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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韋瑋 資深傳媒人

講是自己兒女。惟這對夫婦的所作所
為，實在令人難以置信。
案件日前審結，4 男 3 女陪審員裁
定生父和繼母謀殺罪成。涉案被告罪有
應得，惟事件卻反映出繁榮社會背後的
陰暗，我們以為理應存在的愛和「老吾
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
道德觀念，原來已經逐漸消失！現代社
會繁榮，但人們付出的代價，卻是只顧
營役求生活，而犧牲其他應該做的事，
包括與子女相處溝通的機會。有些父母
求好心切，用打罵等嚴厲方式教育子
女，換來適得其反的結果。
兒童是社會的未來，我們應該好好
愛護、養育和保障他們的權益。然而，
現時本港沒有設立特定的虐兒罪，只設
《保護兒童及少年條例》《教育條例》
等保護兒童法例，而施虐者多受《刑事
罪行條例》《侵害人身罪條例》等條列
規管。本案如此慘絕人寰，說明現有條
例對兒童保障仍有不足，為免不幸事件
再現，應該是時候反省了。

原校考核心科 提升學生信心

作為較多跨境生的地區，北區中學
校長會去年起特別為跨境考生回港應試
提供支援，主席方奕亮表示，去年校長
會聚集多區學校、機構為有需要跨境考
生安排居所，共幫助約 70 人安排文憑試
期間的住宿，而今年因開學時已知曉大
概情況，部分學生因不想長時間上網
課，已提早回港暫住準備考試，需要支
援的考生減至約 20 多人。各校社工及老
師會輪流輔導學生以緩解跨境考生的情
緒，同時會鼓勵他們平日返學校溫習。
至於本身有學生宿舍的培僑中學，
校長伍煥傑表示，校方為支持跨境生參

與文憑試，會因應學生的需要提供寄宿
服務，有些留宿學生或想在周六日到親
戚家、朋友家及酒店小住一兩天，但父
母始終覺得孩子留校寄宿會較放心，故
校方建議學生在校居住。
此外，雖然該校中六生 3 月 26 日已
完成上課，但學校圖書館及課室會一直
開放，為他們提供一較好的溫習氛圍。
至於考場安排，今年大部分學校考生可
獲安排原校應考核心科，伍煥傑表示，
相信有關安排可提升同學考試的信心，
校方亦會按考評局的要求做好防疫措
施，保障考生健康。

倪明選任科大廣州分校校長
香港科技大學位於廣州的分校預計在 國務院頒授國家自然科學獎（二等獎），
2022 學年正式開學。校方昨日宣布，計算 並曾獲國家科技部委任為國家重點基礎研
機科學與工程領域學者、科大首席副校長 究發展計劃（973 計劃）的首席科學家。
倪明選於 2002 年加入科大，擔任計算
倪明選將出任港科大（廣州）的創校校
長 ， 並 將 在 教 育 部 正 式 批 准 成 立 港 科 大 機科學及工程系系主任，及後晉升為霍英
東研究院院長和校長特別助理。他在
（廣州）後生效。他獲授上述委任
2015 至 2019 年間獲委任為澳門大學
後，將辭去科大首席副校長一職，
學術副校長，其後於 2019 年回歸科
並於今年 6 月 1 日生效。
大，出任首席副校長。
計算機工程領域有成就
科大表示，倪明選擔任首席副校
長期間，積極推動科大（廣州）
科大昨日宣布，科大校
的發展計劃，令學術和研究發
董會及港科大（廣州）理事
展、校園規劃和設計、教職
會一致通過委任倪明選出任
員招聘，以及科大（廣州）
科大（廣州）創校校長的
先導計劃的招生工作等，均
決定，並表示倪明選在
有重大進展。
計算機科學與工程領域
方面饒有成就，其研究
領域廣博，於國際學術
■倪明選將出任港科大（廣州）
界獲廣泛認可，獲得獎
的創校校長，並將在教育部正
項包括中國計算機學會
式批准成立港科大（廣州）後生
頒授海外傑出貢獻獎、
效。
科大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