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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家長守門絕技 同心保護孩子
教育局推預防自殺便覽 及早察覺子女精神健康問題

校園逐步重拾正常學習和社交生活，有個別學生可能受到學業、家庭或朋輩關係等問
題困擾。為加強支援青少年面對逆境，教育局正分別針對家長、學校及學生群體，從多方面加
強「守門人」角色，同心協力守護孩子，包括推出預防青少年自殺家長便覽，協助他們及早察
覺子女精神健康問題或自殺警號。局方又將於未來兩星期為全港家長舉辦網上分享會，提升其
對青少年自殺的認識，加強家長作為「守門人」的技能。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鈺

教育局教育心理學家陳惠敏昨日以
「家校同行 守護生命」為題，在

網上專欄《局中人語》撰文，分享與各
界攜手幫助青少年面對逆境。她引述研
究指，良好社交技巧能讓孩子建立親密
人際關係並以較佳精神狀態面對逆境，
因此家長應注重培養孩子建立正面人際
關係的能力，並學習擁抱人際互動中有
機會出現的不安與挫敗。
她提到，家長有可能因為不了解孩
子說話或行為所引致的長遠影響，令
孩子情緒及精神健康惡化，甚至帶來
悲劇。為此，教育局近日製作了預防
青少年自殺家長便覽，以協助他們了
解青少年自殺的警號、保護因素、危
險因素及支援他們的方法，便覽已上
載「校園．好精神」（mentalhealth.
edb.gov.hk）。

遇警號速尋專業支援
她提醒家長應不時重溫當中的實用
資訊，以及時察覺問題和適切支援孩
子，一旦留意到問題甚至自殺警號
時，需要盡快尋求學校及社區專業支
援。
教育局還將聯同社會福利署，在 6

預防警號及保護因素

疫情回穩後，全港學校經過 4 月的特別假期及復活節假後已恢復面授課堂，學生重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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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生理徵狀，例如：越來越多身體不適
症狀，睡眠或飲食習慣改變等

◆尋找自殺方法

◆情緒變化、顯著的情緒不穩

◆安頓好各樣事情，例如：轉送心愛物品

◆專注及思考能力減弱、出現負面思維

◆像要訣別般向家人或朋友說再見

◆行為改變，例如：離群孤立、參與高危或
自毀行為

保護因素及家長提升孩子抗逆力相應方法
◆多陪伴孩子、讓孩子知道你關心他
◆多聆聽及認同孩子的感受和困惑，
避免批判及指責
◆與孩子有優質的親子時間，建立良
好的關係

◆ 教育局聯同社會福利署，在10日及17日舉辦兩場網上分享會。
月10日及17日分別為中學及小學的家
長舉辦兩場全港性的「家校同行 守護
生命」網上分享會，以加強家長作為
「守門人」的技能，幫助他們及早識
別及支援子女的精神健康需要。

下月再辦網上工作坊
7 月 及 10 月 ， 局 方 會 再 舉 辦
「『家』多點守護」網上工作坊，提
升家長對子女精神健康的認識及加強
對子女的支援。局方昨日又上載了新
一輯小冊子，幫助家長了解思覺失
調、飲食失調症和對立性反抗症等精
神病患的徵狀、處理方法及家校支援
策略。
為協助教師及早識別有自殺風險的

學生，陳惠敏表示，教育局致力向他
們提供「守門人」訓練，包括開辦 60
小時的專題課程，而局方在 4 月已舉
辦兩場全港網上研討會，聚焦恢復面
授關注學生精神健康議題，共有來自
690 間中小學 1,600 多名校長、輔導老
師及學校社工等參與。
在友儕層面，教育局亦為中學生開
展「學生守護大使」計劃，完成培訓
的學生會成為「守護大使」，懂得關
心及應對有情緒困擾朋輩的實用技
巧，並會在學校舉辦
不同形式的精神健康
推廣活動，加強老師
和同學對精神健康的
認識和關注。

量學額。

校長：家長應寫自薦信展誠意
荃灣商會朱昌幼稚園校長林翠玲昨日
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今年該
校派位結果整體不錯，只有少數人未獲
派心儀學校，事實上放榜前夕已有不少
家長請她寫好推薦信備用，「惟多數都
派不上用場。」
對需要為孩子「叩門」的家長，她建
議除幼稚園的推薦信外，家長自己也應
為子女寫自薦信，以展示誠意和對學校
的欣賞，及讓校方了解子女性格特點，
同時還要準備好小朋友的學習資料及課
外活動獎狀等。
她又提醒，在「叩門」面試前，家長
應注意孩子的儀容和禮貌，衣着乾淨整
潔之餘，也可打扮得可愛一點，面試前
則要為孩子練習自我介紹，最重要的是

◆ 有校長建議，家長在叩門前應注意孩
子的儀容和禮貌。圖為 2020 年家長及學
生在聖芳濟書院排隊叩門。
資料圖片
表現出自信，若然遇上不懂回答的問
題，也能禮貌得體地回應。
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路德家長專
線」及「點蟲蟲熱線」單位主管李詩敏
提醒，家長在「叩門」爭取入學機會的
同時，也要調節期望和心態，以免將負
面情緒傳給孩子。

以籃球啟發基層學生 良師展人道精神獲獎
現為小學教師的
梁國成，早年曾加
入香港男子籃球代
表隊，並於 2012 年
成立非牟利組織「希望種子籃球亞
洲」，多年來為天水圍、深水埗及觀塘
社區提供籃球訓練課程 ，讓住在兒童之
家、領取綜援或關愛基金家庭的兒童及
青少年免費參與。梁國成去年獲頒發
「香港人道年獎」，以表揚其創立「希
望種子籃球亞洲」關顧基層兒童及邊緣
青年的努力。人道精神的宗旨是為了減
輕或防止別人的疾苦，出於善意而自願
地向有需要的人伸出援手；而透過運動
提升學生自信，令他們勇於尋夢，正是
人道精神的具體表現。
2010 年，梁國成在天水圍一間小學任
教，發現班上一名住在兒童之家的女生
有自殘的情況 。他見這小女孩沒有參與
課外活動，便邀請她參加籃球校隊的練
習，「籃球隊的成員大多是小五、小六
學生，只有小二的她亦一同參與一些基
本技巧訓練。隊內的大姐姐很照顧她，
常常和她聊天，後來她的行為及學習情

◆在言談、文章或美術作品中表達死亡或自
殺的意念

1.家庭支援及凝聚力

升小
「叩門」
重自信
注意孩子儀容禮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金文博）2022 年
度小一統一派位昨日起放榜。疫情下，
今年《小一註冊證》會再次經郵寄派遞
予家長，已登記手機號碼者亦會獲發短
訊通知。雖然今年小一升學滿意率近九
成，但仍有部分家長於放榜後前往「叩
門」，把握讓子女入讀心儀小學的最後
機會。有幼稚園校長表示，該校今年學
生派位情況較理想，校方在放榜前已為
不少家長寫好推薦信備用，惟大多數最
終「派不上用場」。對少數有意「叩
門」者，她提醒在面試前應注意孩子的
儀容和禮貌，最重要的是讓小朋友表現
出自信，即使遇上不懂的問題也懂得禮
貌回應。
今年小一統一派位連同自行分配的整
體滿意率達88.8%，屬近年高位，但昨日
仍有部分家長在收到結果後前往心儀學
校「叩門」，爭取派位後可供申請的小

警號

況得以改善 。」
小女孩的轉變帶動了家舍的其他孩子
一同參加籃球訓練，梁國成自此在天水
圍開始義教籃球 ，後來參加人數愈來愈
多，兩年後他與一些志同道合的準老師
及大專生成立「希望種子籃球亞洲」，
將籃球義教服務擴展至深水埗 。當時梁
國成還是甲一籃球員及教師，私人時間
都用來義教，「真的很忙碌！但兒童之
家的孩子周末如果沒有活動就只能留在
家舍，參加籃球班起碼可以讓他們出外
走走。」他與一眾義工均希望以籃球義
教服務，幫助孩子透過運動建立正面的
人生觀及自信心 。
身為小學教師，梁國成特別重視照顧
學生的個別差異，「每個小朋友都應該
享有公平學習、運動和發展潛能的權
利，不應受成長背景影響。我不希望學
生因為成績未如理想而認為自己一無是
處，他們在其他領域也可發揮所長。」
從小患有哮喘的梁國成，若非獲老師給
予機會讓他加入籃球隊，也不能成為運
動員，「感激老師沒有放棄我，反而經
常給予鼓勵，令我找到人生目標。」他

感恩有良師提攜，讓他透過籃球找到自
我價值。
今日他也成為了別人的老師，和學生
亦師亦友。無論在課堂上或球場上，他
總以自己的座右銘「要堅持才有希望」
激勵學生，「小朋友需要鼓勵，更要學
懂堅持，培養不輕言放棄的心態。」多
年來他見證籃球改變了很多孩子的人
生，例如有流連街頭的青年成為出色的
籃球教練，令他深信只要讓孩子建立自
信，培養出堅毅的性格，他們就有能力
去尋找自己的夢想。
梁國成希望用這些故事，感染更多人
參與人道服務，「人道精神不一定是救
災救難，運用自身長處讓其他人發展潛
能，得到應有的尊重，亦是實踐人道精
神的途徑。」他的心願是希望基層孩子
找到自身價值，即使身處黑暗也能見到
希望，他亦鼓勵更多人與有不同需要的
孩子同行，令他們找到自己的未來。
由香港紅十字會主辦的「香港人道年獎
2022」現正接受提名，提名期將在6月24
日截止，詳情請參閱 ︰https://www.redcross.org.hk/ha 。
◆香港紅十字會

2.朋輩關係及社交支援
◆鼓勵及協助孩子結交朋友及維繫友誼
3.與學校及社區的緊密聯繫
4.合宜的應對及解難技巧
◆引導孩子從不同⻆度看事情及學習
有效的解難技巧
◆為孩子示範如何抒發情感、解難及
照顧自己
5.正面的自尊感
◆協助孩子發展興趣，並了解自己的強項
資料來源：教育局《守護孩子精神健康 預防青少年自殺》家長便覽

THE 亞洲大學榜 清華北大再奪冠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泰晤士高
等教育（THE）昨日發布其 2022 年度亞
洲大學排名，內地的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
再次佔據首二名，而香港則有 6 所大學打
入區內 100 強，其中以香港大學排名最
高，位列第四，中文大學及科技大學亦同
屬亞洲十大之一，分別排第七及第九。
今年的 THE 亞洲大學排名榜共有來自
區內 31 個國家和地區 600 多所大學參與，
透過教學、研究、論文引用、國際化及業
界收入 5 大類共 13 項指標作出評鑑。內地

大學今年表現優異，其中清華連續 4 年蟬
聯榜首，北大則連續 3 年獲第二名，復旦
大學亦首次躋身第十位。整體而言，內地
共 30 所大學進入亞洲前 100 名，其中 22
所名次與去年持平或有提升。
在香港方面，港大及中大名次與去年一
樣，分別排亞洲第四及第七，科大微跌一
位至第九。理工大學由去年的 23 位上升
至的今年的 15 位，城市大學由 19 位降至
24 位，而另一所上榜的浸會大學則由 62
位下降至今年的91位。

鄭若驊向教師講解正確法治觀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律政司司
長鄭若驊昨日出席由勵進教育中心和教育
局合辦的「鞏固法治」教師培訓課程，向
約 100 名校長和教師講解正確的法治觀念
和香港的法律制度，幫助他們理解憲法和
基本法的關係，以及國家安全的重要性。
鄭若驊昨日以「香港特區如何鞏固法治
社會」為題，向教師闡述香港法律制度下
成文法及普通法的基本原則、法治精神和
司法獨立的重要性。她首先指出成文法及
普通法的不同特點，並表示普通法是支撐
着「一國兩制」下香港資本主義的基礎之

一，而正確理解憲法應用於香港的法律位
階，實屬必要。
她指出，基本法第二十五條已清楚訂明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精神，任何鼓
吹違法行為均是違背法治原則，又向教師們
解釋，香港的法律一直尊重和保障基本法下
的權利和自由，但同時必須緊記這些權利和
自由並非絕對，在包括基於公共秩序及保障
他人權利和自由的情況下，可以受到限制。
透過培訓，鄭若驊期望教師能進一步了
解憲法、基本法及國家安全的重要性，從
而向學生傳授正確的知識。

◀ ▲ 考評局表示，
高峰期間答卷掃描中
心動用約 140 名工作
人員。

掃描中心高峰期 140 人處理 DSE 答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文憑試筆
試已於上月 14 日順利完成，考評局昨日
表示，今年約有 70 萬份答卷需要批改。
為配合網上評卷，該局在筆試進行期間已
展開答卷掃描，高峰期間答卷掃描中心動
用約 140 名工作人員，每日運作 16 小時進
行答卷掃描。
考評局介紹，在文憑試筆試結束

後，全港各試場的答卷均會運送到考評局
的掃描中心。工作人員須點算答卷數目，
再將每份答題簿逐一拆開，並清理「擦膠
碎」等碎屑才去掃描，之後還會進行兩個
階段的隨機抽樣檢查，確保掃描影像清
晰。至於多項選擇題的答題紙會與一般試
題答題簿分開掃描。若發現異常個案，會
經最少3名工作人員獨立處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