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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人 一
般對歐亞國
家 缺 乏 認
識，提起哈

薩克，不少人感到陌生，但浸會大學
已 迎 來 首 名 哈 薩 克 本 科 生 Askar,
Karibzhanov Zhanibekovich （ 阿 斯
卡）。這名哈薩克高官之子操流利普
通話，嚮往香港國際化都市生活之
餘，仍保存純樸的生活習慣——不喜
歡坐升降機，認為浪費時間，連入宿
也要挑選住在二樓。

最愛青馬橋萬丈高樓
本學年有 5 名哈薩克學生就讀浸

大，僅 Askar 為本科生，其餘均是交
換生。21 歲的 Askar 來自官宦世家，
父親曾是駐北京外交官，剛回國當上
地方首長。

父親5年前赴北京工作，Askar順理
成章到北京大學就讀國際政治系，4
年後，他的普通話雖能應付日常所
需，卻未能跟上沉重課業，後來因成
績平平需要轉校。

他兩年前來港旅遊，被香港國際城
市形象所吸引，決心來港升學，因而
申請入讀浸大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
剛在浸大度過一個學期。

志願是當外交官的 Askar 不忘推銷
哈薩克的風土人情。他形容，位於歐
亞交界的哈薩克擁有豐富石油，首都
雖然較富有，但很少高樓大廈，許多
人都住在類似蒙古包的帳幕（哈薩克
語稱為 urta），帳幕以厚網及木製
成，只消數小時便能蓋好。見慣平原
大地的 Askar，首次來港看見青馬大
橋及萬丈高樓，不禁大歎奇妙，非常
興奮。

Askar 又說，哈薩克人跟中國人一
樣，都有自己的新年，定於每年3月
24日，慶祝春天及新年的來臨，他們
穿上民族服裝在營外玩遊戲，並聚首
在只有桌子的營內，坐在暖烘烘的駱
駝毛氈上，一起喝羊奶、吃肉等。

棄電梯 走樓梯
Askar 大讚香港是中西合璧的大都

會， 「又漂亮，生活質素又高，港人
英語很好，校園生活很精彩，宿舍每
天都有不同活動」。

生活簡樸的他特意選擇住在大學宿
舍二樓，他說： 「我不喜歡搭電梯，
以前也很少搭，看着它上去和下來，
很浪費時間，跑下去不就可以了
嗎？」

明報記者 曾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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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 案 一

特稿

◀匡智翠林晨崗學校校長、師生和家
長同遊深圳世界之窗及民俗文化村
等，彼此打成一片，更一起穿上民族
服裝拍照留念。右二為校長程溫月
如。 （學校提供）

▲匡智翠林晨崗學校一名中五學生打
算日後當廚師，老師特地安排他在旅
程中為同桌的家長和學生盛湯，並要
他觀察食肆的膳食安排。

（學校提供）

浸大首名哈薩克本科生Askar曾
在北京大學學習4年，能說一口
流利普通話，現於浸大就讀一年
級，他的志願是成為政治家或外
交官，讓其他人認識哈薩克。他
接受訪問時，特地穿上哈薩克傳
統服裝讓記者拍照。 （曾媚攝）

家長觀察互相得益
匡智翠林晨崗學校副校長陳鎮雄

說： 「自閉症兒童情緒較差，行為固
執，不理他人感受，因此家長不敢經
常帶他們外出，以免發生尷尬事件，
更不消說到外地旅遊。」為鼓勵自閉
症兒童的家庭享受旅遊樂，該校特別
為家長舉行三日兩夜 「伴我同行」境
外培訓營，由教師帶領19名小三至中
五學生及其家長，一行40多人同遊深
圳，目的是讓家長透過觀察教師和其
他家長的示範，掌握攜同子女出境的
注意事項。

度身訂做學習計劃
校方和家長設計是次旅行，可說花

盡心思。陳鎮雄說，校內的自閉症資
源組為每名自閉症學生設立個別學習
計劃，如一名中五學生希望日後任職
廚師，教師便要他在旅程中留意膳食
安排，負責為同桌同學和家長盛湯，
及查看團友進餐後有否遺留物品等。

另一名學生不喜歡到陌生地方，父
母早於一個月前便開始灌輸 「愉快旅
行信息」，如不時跟他說： 「好開
心，媽媽將會跟你一起去深圳玩。」
結 果 他 由 「不 想 去」變 為 「很 想

去」。
出發前教師向家長大派錦囊，提醒

他們出發前和每天活動開始前，跟子
女說清楚或寫下將會遊覽的地方及活
動，如到劇院前可告訴子女： 「劇院
是一個看表演的地方，關燈後不可以
喧嘩，要安靜看演出。」自閉症兒童
做每件事之前都要弄明白，否則會感
到不安。

約法三章守規矩
家長亦可跟子女訂定合約，以免他

們做出不適當的行為，如一名男同學
自幼便愛看制服人員並趨前拍照，由
於他會在旅途中遇到不少穿制服的人
員，師長便與他約法三章，要求他每
次拍照前，必須問准教師或母親，結
果他全程都很守規矩。

旅行時，家長每天早晚都要聽取教
師的活動預告及接受訓練，又要與子
女一同填寫學習報告，但他們並不感
到吃力，更說很享受這次旅程，因教
師準備充足，家長互相幫忙，令他們
放鬆心情學習。

有家長說： 「感激學校提供機會，
讓我們與子女去一個頗長的旅行，使
我們有更多時間認識兒女，改善溝
通。」

學校組團 自閉童家長學旅遊
香港人愛旅遊，但自閉症兒童的家長擔心

子女難於照顧，甚少一起旅遊。匡智翠林晨

崗學校上月為數十名患有自閉症的學生及家

長，舉行了一次度身訂做的深圳旅行，行程中，觀光為次，教授

家長帶子女外出的「秘笈」為實，如到陌生環境前要不斷「游說」子
女，給他們足夠心理準備。該校校長程溫月如說，只要家長做好

預備，團友多一點包容，便可一家大小愉快度假。

明報記者 何穎珊

哈薩克高官之子入浸大

多外出更懂施教
蔡太的女兒就讀小五，患有自閉

症，有一天女兒早晚兩次打翻飲品影
響鄰座，她向鄰座解釋後，得到不同
的反應。一人說： 「識生唔識教！係
我就打死她！」另一人說： 「你是好
媽媽，不要介意，多點帶她上街才
好。」是次遭遇令她相信人間尚有
情。

蔡太說，自閉症人士不是一般人所
想只愛躲在家中，女兒雖然不太懂用
言語表達思想，但熱愛外面的世界，
很喜歡坐車、運動和吃東西。她鼓勵
家長不要害怕帶子女外出，多上街才
能發現問題，知道如何施教，她亦希
望社會人士多點體諒和包容，減輕家
長的壓力。

個 案 二

微笑鼓勵代責備
黎太就讀中五的兒子，每次外出都

會看穿絲襪及高跟鞋的女士，並愛用
相機拍攝制服人員，黎太曾因而被途
人斥責 「他這樣便不要帶他出街」，
令她很困擾，曾打罵兒子，兒子的舉
動不僅沒有改善，更令母子關係轉
壞。

數年前匡智翠林晨崗學校教她從兒

子的角度了解問題，用微笑和鼓勵代
替責備，她又跟兒子約法三章，讓他
明白後果，最終令其行為大大改善。

她 說 ， 是 次 旅 行 兒 子 未 有 「失
守」，表現很好，將送他小禮物以示
鼓勵。她認為家長需要了解子女，
「他都講不出來，罵他對他很不公

平」。

教局發新高中過渡期津貼

新年快樂

作者︰梁浩銓

教你鬆一鬆

【明報專訊】為推行新高中學制，
教育統籌局向學校發放額外資源，部
分用於過渡期的籌備工作，如有 24
班的中學每年可獲 38 萬元，讓教師
參加專業發展課程，部分則是新學制
落實後的經常撥款，包括高中課程支
援津貼和多元學習津貼。教統局首席
教育主任（新高中學制）關兆錦在教
統局網頁撰文，介紹有關新高中學制
的撥款，非經常撥款包括：
●教師專業準備津貼——24班的中

學每年可獲38萬元，為期4年。學校
可利用津貼聘代課教師作替假人手，
讓教師參加與新高中有關的專業發展
課程，並籌劃推行新高中的工作。
●新高中課程過渡津貼——開辦新

高中班級的學校可獲得3年的額外撥
款，以更新學與教資源和設備，亦可
用來進行小規模更改設施工程，以便

小組教學。設有 24 班的中學每年津
貼額約為8.6萬元。

新高中學制全面落實後，教師與班
級比例將修訂為高中每班有兩名教
師，經常撥款則包括：
●高中課程支援津貼——學校可招

聘教師或教學助理，按不同的教學目
的和需要，為新高中調配人手和靈活
分組，以一級 4 班來說，分成 5 至 6
組，則每組學生約二三十人。
●多元學習津貼——鼓勵學校開辦

多元化及冷門課程，包括應用學習、
外語及資優課程，及資助有特殊教育
需要而在一般學校就讀的學生。

政府由 2000/01 年起推出營辦開支
整筆津貼，讓學校在教學及資源調配
享有更多自主權和彈性；去年初轉為
經常撥款的學校發展津貼，讓學校僱
用外間服務或增聘核准編制外人手。

【明報專訊】樹仁大學將於新學年
增加學位課程的學費，由現時每年
4.5 萬 元 增 至 4.9 萬 元 ， 增 幅 為
8.9％，該校與海外大學合辦的學位
課程，每年學費維持 3.8 萬元。樹仁
大學校監胡鴻烈早前表示，加學費不

會影響現已入學的學生，該校對上一
次加學費已是 5、6 年前，有需要調
整。另外，該校將於新學年增加兩個
學位課程——心理學和法律與商業
學，經濟學課程則會改為經濟及金融
學課程。

樹仁加學費8.9％

特稿

師生同樂

申請酒牌更改啟事
Peninsula Hotel

「現特通告：周德偉其地址為九龍尖沙咀梳士巴利
道半島酒店，現向酒牌局申請把位於九龍尖沙咀梳
士巴利道半島酒店地下大堂，1 樓及閣樓 2 之南面
部份，1 樓主要部份，閣樓 2 之北面部份，28 及 29
樓 Peninsula Hotel 的酒牌作出以下更改：“更改事
項：更改店號地址為九龍尖沙咀梳士巴利道半島酒
店地下大堂，1 樓及閣樓 2 之南面部份，1 樓主要部
份（B,C,D,E,F,G,H,I,J 號舖），閣樓 2 之北面部份，7
樓（部份）及8樓（部份），28及29樓”，附加批註事
項為酒吧/跳舞/酒店。凡反對是項申請者，請於此
公告登報之日起十四天內，將已簽署及申明理由之
反對書，寄交九龍深水埗基隆街 333 號北河街市政
大廈4字樓酒牌局秘書收。
日期：2007年2月21日」

APPLICATION FOR AMENDMENTS
OF LIQUOR LICENCE

Peninsula Hotel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Chau Tak Wai, Andrew of
The Peninsula Hotel, Salisbury Road, Tsimshatsui,
Kowloon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the
following amendment(s)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Peninsula Hotel situated at The Lobby Lounge, G/F,
Southern Portion of 1/F & M2/F, Major Portion of 1/F.,
Northern Portion of M2/F, 28/F & 29/F, The Peninsula
Hotel, Salisbury Road, Tsimshatsui, Kowloon 'Proposed
amendment(s): Change of address to The Lobby Lounge,
G/F, Southern Portion of 1/F & M2/F, Major Portion of
1/F(Shop B,C,D,E,F,G,H,I,J), Northern Portion of M2/F,
7/F (portion) & 8/F (portion), 28/F & 29/F, The Peninsula
Hotel, Salisbury Road, Tsimshatsui, Kowloon' together
with endorsement of bar/dancing/hotel. Any person who
knows any reason why this amendment should not be
granted should send a written and signed statement of the
facts to the Secretary, Liquor Licensing Board, 4/F, Pei Ho
Street Municipal Services Building, 333 Kilung Street,
Shamshuipo, Kowloon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Date: 21 February, 2007

Shell 超級金牌大抽獎
No. Name ID No
1 Yau Kam Hung G010XXX(0)
2 馬兆雄 C595XXX(2)
3 Lo Chun Wai E716XXX(1)
4 蔡清敦 D363XXX(A)
5 陳永佳 D707XXX(6)
6 張華倉 K475XXX(0)
7 林坤炎 B779XXX(3)
8 莫景鴻 G061XXX(4)
9 Ho Siu Man Z169XXX(2)

10 蕭紅瑞 K114XXX(9)
11 Mung Chi Chin Z232XXX(A)
12 Chan Shui Nai V062XXX(2)
13 Liu Chung Fai C609XXX(5)
14 Huang Jin Ming G570XXX(7)
15 Chan Kwok Hung K451XXX(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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