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慎跌傷而再度入院的教育局局長孫
明揚，經過兩天住院休養，將於明天復工
，他重申不會因身體抱恙而提前離任或退
休，換言之會同其他問責官員一道盡力工
作至今年六月底。問及下屆教育局局長會
否由現任副局長陳維安擔任，孫明揚並無
作答。

實習記者 程登輝

孫明揚明復工不提前離任
昨出院 右手臂骨裂無大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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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觀點

文憑試開考 147校停課
【本報訊】全港七萬三千名考生應考的首屆文憑試今日開

考，以及同時有三萬名高考生應考公開試。考評局數字顯示
，全港約四百五十間中學將借出為試場，當中一百四十七間
學校需停課一至三天，騰出禮堂及課室，而停課的日子均是
舉行主要科目，如中文、英文、通識科的日子，集中在本月
底至四月初。

【本報訊】去年本報的調查發現，受訪應屆文應試考生
認為，最難取得及格的科目不是備受社會關注的通識科，而
是英文科。該科將在本周五開考，有資深英文教師提醒考生
，必須按自己能力，選擇卷一、卷三及卷五均設的B1較淺
或B2較深試卷，同時，抓緊開考前時間，閱讀英文的評論
文章後，再寫總結，以增加應試信心。

全港有七萬二千人應考的文憑試英文科開考在即，不少
考生都因應試而過度緊張。資深中學英文教師周蘿茜坦言，
「考生擔心 『肥佬』是沒有用，愈驚就愈難考得好成績。」

她認為，卷一閱讀、卷三聆聽及卷五綜合試卷，均設B1較
淺（最多只可考獲4級）、B2較深（最多可奪5**級，即最
高分）兩部分，考生在試前可按能力二選一，不應浪費時間
即場再閱卷考慮。

身為福建中學副校長的周蘿茜建議，考生可趁這兩天時
間，閱讀英文的評論文章後，寫簡潔的總結。作答卷三聆聽
時，必須細心閱讀試卷提供的資料，試前亦可做以往會考的
試卷，熟習題型。

在北區中學教英文科的許老師異口同聲表示，考生必須
參考老師意見，選擇適合自己能力的B1或B2部分，切忌自
視過高。 「在聆聽部分，考生避免邊聽邊寫，應待對方說畢
內容，才寫出答案。」

城大嘉年華兩地生展活力
【本報訊】香港城市大學內地學生學者聯誼會本科部於

本月中，在香港城市大學惠卿劇院舉辦嘉年華大型文藝演出
，座上客包括城大副校長林群聲、城大內地及對外事務處林海
倫、香港高校內地學生學者聯誼會聯席會議秘書長陳錦雲。

本次嘉年華的主題為 「城人禮」，節目中播放的採訪視
頻，帶領每一位在場觀眾追憶高中時期曾經單純的歡樂，將
現場氣氛帶到高潮。

城大內地生嘉年華已經舉辦了五年，本屆嘉年華還吸引
香港其他高校內地生代表前來觀看，理大、樹仁、公開、中
大、浸會內地生應邀參加演出。

陳錦雲表示，香港各高校中有不少內地生舉辦的舞台演
出活動，有些更與本地學生同台合拍演出，展現兩地青年人
的活力。

【本報訊】貴為全港官校老大哥的皇仁書院，獲
郵政署特許發行盾形郵票及小型張，為創校一百五十
周年誌慶。皇仁舊生會會長于鎮康表明，希望一百五

十周年口述史如期展開，校慶晚宴仍以筵開一百五十
席為目標，設中央舞台以凝聚校友。

創立於一八六二年，前稱 「大書院」的皇仁書院
，為香港第一所官立中學，也是本港最早開辦師範教
育的學府。一個半世紀來培育大批傑出校友，包括孫
中山先生、政商界名人霍英東、何鴻燊、中文大學校
長沈祖堯等。

皇仁舊生會與校方和家校會去年籌劃一百五十周
年校慶系列活動，其中之一是昨天由香港郵政發行的
郵票小型張。因應這間老牌官校的悠久歷史和聲名，
也為配合皇仁校徽，郵政署特別為該校推出盾形紀念
郵票兼首日封，郵政署署長丁葉燕薇昨介紹該款富懷
舊味道的啡黃色設計，郵票前景為荷李活道書院舊貌
，背景則為高士威道校舍現貌，小型張嵌有四枚面值
各為十元港幣的郵票，分別以絲網閃粉墨、壓印、亮
漆和22K鍍金印。

或許受皇仁校訓 「勤有功」啟發，教育局副局長
陳維安專程為主禮發言而搜集資料，發現中國發行的
第一枚郵票是清末的大龍郵票，那一年為一八七八年

，已是皇仁創校第十六年了。換言之，皇仁歷史比中
國首枚郵票還老， 「這所官校老大哥永遠有獨特
地位。」

皇仁校友、律政司司長黃仁龍作主禮發言時，憶
述三十多年前參與編輯校刊《黃龍報》的點滴，包括
整理校史、剪貼圖片等細緻工夫，他寄語十來歲的師
弟們行事為人持守真理，不要令皇仁這金漆招牌蒙羞
，同時要投放才幹和時間於有價值的事物。

近百名皇仁校友師長，包括前考試局秘書長蔡熾
昌、前校長江紹忠等出席紀念郵票首發式，更排隊索
取由郵票設計師湯偉鵬、郵政署署長丁葉燕薇和皇仁
校長李樂然簽名的紀念封。

另一方面，回應校慶捐款落差大可能令一百五十
周年校慶口述計劃和校慶盛宴 「爛尾」的傳聞，皇仁
舊生會會長于鎮康澄清仍同中大歷史系磋商， 「希望
口述史繼續做下去。」十二月九日在會展中心舉行的
校慶晚宴，仍以一百五十席為目標，每席餐券皆以付
款作實。除了向霍英東和何鴻燊等家族募捐，也會發
動校友等熱心人士支持。

教育局長勉考生沉着應戰
【本報訊】對於今天開考的中學文憑試，教育局正副局

長不約而同寄語七萬考生，沉着應戰。昨日出院的孫明揚的
十二字贈言是， 「放鬆心情，不要慌張，隨遇而安！」

教育局副局長陳維安則勉勵考生： 「成功路絕非獨木橋
；同學出路多元。祝願大家能懷着輕鬆和豁達的心情，盡自
己的努力，面對未來幾星期的考試！」

考試，是眾人之事
，因此要公平，合理。

什麼叫公平？考試
面前人人平等，這就叫公平的考試。這一點無論對考
評局抑或師生，都是信譽良好。

什麼是合理？簡單來說兩條：所考科目課程，在
知識上合乎學術規範，在教育上切合學生程度。對於
這一點，新高中 「企財科」就實在是可圈可點了。

根據考評局去年十二月的公布數據，企財科報考
人數為17526人，在所有科之中名列第二，影響可謂
不小。但自該科實施以來，教育當局和學科團體爭端
不已，幾近白熱化。到一月份練習卷公布之後，雙方
矛盾更為尖銳，一方面是學科團體前往申訴專員公署
投訴，這恐怕是香港教育史上頭一遭，另一方面官方
索性不把練習卷的評卷指引和抽樣學生表現放上考評
網。

雙方爭議焦點，恰恰在於學科課程的合理性之上
。企財科據說是原本會考和高考的五個相關科目合併
而成，知識範圍是否合乎學術規範，考評要求對學生

是否過高，成為彼此拉鋸之處。
筆者作為教授商業科目超過十年的老師，對此有

兩點看法：第一，不同意見可以爭論，但顧及白熱化
爭論對學習心理的打擊。這一點曾在本報提過，不再
贅言；第二，這裡涉及一個更為根本的課程發展議題
，應該採用什麼課程發展的教育政策制定程序，來保
證學科課程的學術合理性和教育合理性。筆者主張，
要用全民教師諮詢，取代現在的 「行政吸納政治」的
諮詢。

理由很簡單，首先，既然現在當局和學科團體都
幾乎扯破臉皮了，可以說已經失去了互信，那麼又如
何能指望彼此打破這個僵局，共同攜手改善學科合理
性呢？其次，一個學科的合理性問題，從來就不是少
數人所能決定的。尤其是教育合理性，課程和考評是
否切合普遍學生的學習程度，是否符合普及教育下學
生高中學習階段的身心發展所限，這既不是少數學科
專家所能決定，也不是個別團體所能代表的。

現時決定課程發展的決策程序，不外乎是官方委
任幾名課程科目委員草擬課程，然後找若干教育團體

代表召開 「焦點訪談」（focus group），作初步諮詢
，以試水溫，最後召開諮詢大會，諮詢及修訂通過課
程。

先做好諮詢再推政策
這是一個典型的 「行政吸納政治」的政策模式，

雖然最終都會召開業界課程詻詢大會，但在 「焦點訪
談」階段，甚至在草擬課程初稿階段，當局已經透過
委任科目委員和認定關鍵諮詢對象（critical figures）
，對業界內該科的資深老師、學科團體的意見進行吸
納，為課程的合理性奠定業界民意基礎，減低課程推
出後的政治風險。說得俗點，先 「打定底」。

但是，近期企財科的 「官民衝突」說明這種模式
已經徹底失效。為何學科團體的反對意見沒有在課程
草擬階段和 「焦點訪談」階段獲得重視和吸納？箇中
有些什麼縱橫捭闔，甚至潛規則，筆者不想用陰謀論
去猜測。

既然失效，能夠重挽學科合理性的解決辦法，只能
由教育當局向全港學校的任教老師發出諮詢問卷，用
全民諮詢來調整學科課程，重建學科的合理性和民意
基礎。正如在一月份，考評局重新檢視校本評核，亦
曾向全港中學發出關於簡化各科校本評核的問卷，然
後在這個基礎上推出簡化方案，結果自然就順暢多了。

反正已經有此先例，當局何不既行且行，順勢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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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近四萬名學校考生及自修生，昨天
應考末屆高考英語運用科聆聽考試。不少考生認為
試卷偏淺，除了用詞較容易，速度亦沒有以往般快

，有信心取得及格成績；有部分考生認為是考評局
「有心放生末屆考生」。此外，昨有二十九名考生

要改到 「特別室」應考。
末屆高考英文科聽力測驗開考，該批高考生能

否順利升讀大學，英文卷成關鍵。於東區就讀中七
的盧同學應試後表示，操練了六、七年歷屆試卷，
認為今年英文聽力卷較過去試題更直接及淺白，
「今年聽力的播放速度適中，不像以往讀得很快，

亦沒有出現較深用字，試卷較預期淺。」
不少考生昨在網上討論區留言，有考生指最後

一屆試題疑似 「賣大包」， 「今年真係有心放生」
，但亦有考生認為由於試卷太易，反而擔心難取得
較高的成績級別。資深英文科教師周蘿茜指出，今
次聽力卷題目圍繞藝術欣賞，對於某些同學可能不
算太難，速度亦尚算適中，但認為整體試卷深淺與
否，仍要視乎同學本身水平。

昨有三十個試場使用紅外線接收系統，取代收
音機廣播，以改善部分地區接收信號不清問題。昨
在東區中華基金中學應考的盧同學表示，使用紅外
線接收系統仍出現 「沙沙聲」，幸好對表現影響不
大。

二十九生「特別室」應考
考評局發言人指出，昨舉行英文科聆聽試，有

二十九名考生到 「特別室」應考，而考生在開考前
十五及五分鐘測試或考試期間，若遇到接收不清的
情況，可通知監考員並轉到 「特別室」應考，不會
因此被扣分。

此外，在上周六（二十四日）舉行的中國語文
及文化科聆聽試，將軍澳景嶺書院的考試報告書顯
示，有十二名考生因接收不清前往 「特別室」。

另一方面，討論區昨日有留言，聲稱有某大型
補習社 「貼中」英文科寫作卷第四題。亦有考生留
言反駁，今年是選舉年，不少學校及補習社特別教
導學生與 「領袖素質」相關生字，亦會預估出現類
似題目，故認為是 「大熱貼中」。

梁淑貞涉詐案連審九日
【本報訊】基督教臻美黃乾亨小學暨初中學校（現易名

為福建中學附屬學校）前校監梁淑貞，涉嫌向家長聲稱與弘
爵國際學校合併，需要購入新校舍及贖回現有學生債權證，
誘使臻美家長借出四十五萬元，並轉帳至其名下 「奇妙公司
」，涉嫌欺詐，昨起一連九日在區院審訊。

控方陳述案情時表示，梁淑貞○七年與弘爵商討合併，
梁向學生家長提出要購買校舍及設施，一名家長借出二十五
萬元，另一名家長借出七十萬元，其中五十萬為銀行本票，
款項轉入臻美的帳戶，再轉至梁淑貞控制的一間公司戶口。
由於合併計劃失敗，家長要求梁淑貞還錢，她聲稱已將款項
交予國際學校的校監，家長多番追討，最終收回二十五萬元
，另一名家長則收不到款項。案件今天續審，並傳召有關證
人。

人稱孫公的孫明揚，本月二十五日凌晨，在其跑
馬地寓所跌倒，緊急送院檢查證實右手臂骨裂。他在
瑪麗醫院延醫治療兩天後，昨日下午右手綁着繃帶由
太太陪同下出院，回應傳媒查問時，他聲音沙啞，但
氣色不錯，看起來尚算精神。他描述出事當晚是在家
中廁所時，一邊行，一邊拿手機看球賽結果時不慎絆
倒的。談及病情，他希望盡快康復，但估計仍需幾星
期時間。

拿手機看球賽結果致跌傷
孫明揚下月年屆六十八歲，歷任副運輸司、區域

市政總署副署長、政制事務局局長等職務，屬特區政
府資歷較深的公務員，○二年起轉任問責局長，先後
出任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和教育局局長。

不過，孫明揚似乎流年不利。去年一月，他因小
腸氣入院手術，同年四月首次向外界透露其腎功能出
現衰退，需在家中自行接受 「洗肚」把體內毒素排出
。去年年底，他更一度感染退伍軍人綜合症而要入住
瑪麗醫院，曾發高燒至華氏一百零四度，一度入住瑪
麗醫院深切治療部，留院十二日才出院。後經衛生防
護中心追查後發現其位於金鐘添馬艦新政府總部的辦
公室隱藏大量退伍軍人桿菌。是次又因不慎跌倒而要
留醫兩天。事件再度引起廣泛關注，畢竟對一個六旬
長者，幾個月間兩度入院，令人憂慮其健康和如何履
行職責。

面對包括電台電視和報刊的二十多名傳媒查問，
孫明揚昨天堅稱不會在今年六月三十日（第三屆特區
政府任期屆滿）前提早離任，也毋須提早退休。顯示
這位六旬長者將在崗位上堅持到底，完成餘下三個多
月的任期。

孫明揚去年底感染退伍軍人症而被迫留院十二天
，期間由教育局副局長陳維安署任，這次他住院兩天
同樣由陳維安代行職務，包括昨天擔任皇仁書院一百
五十周年校慶紀念郵票主禮嘉賓。

候任第四任特首梁振英將於七月一日領導特區新
班子就職，問及新一屆教育局局長由誰接掌，包括會
否由陳維安繼任。孫明揚不予回答。

全民諮詢優化考評
教聯會副秘書長 馮劍騰

皇仁昨推盾形郵票賀150周年

沈祖堯籲學生尊重法治
【本報訊】對於中文大學學生陳倩瑩衝擊立法會遞補機

制論壇而被法庭判監三星期，中大校長沈祖堯發表公開信，
表明必要時 「會以個人名義為她的訴訟提供經濟援助」，同
時呼籲年輕人表達訴求時要尊重法治。

身兼學聯秘書長的陳倩瑩，去年九月聯同兩名學聯代表
和立法會議員 「長毛」衝擊科學館舉行的立法會遞補機制論
壇，結果被控以 「擾亂公眾秩序」罪，中大校長沈祖堯曾專
門為陳倩瑩寫 「求情信」要求輕判。

雖然陳倩瑩被判監三星期已成事實，沈祖堯昨表明盡力
幫助，他昨天向中大師生校友發公開信，表明對陳倩瑩的關
心，「很想給她一個支持。在有需要時，我會以個人名義為她
的訴訟提供經濟援助。」為人師表對學生的關愛可見一斑。

老師提醒文憑試生
作答英文卷按能力

考生指高考英文聆聽試偏淺

孫公出院大陣仗
昨日孫明揚出院吸引了本港各家電視電台

及平面媒體蜂擁而至，擁擠的環境擋不住大家
對他的熱情，一分來鐘的訪談顯然滿足不了大
家的要求。所以，就算他關上車門準備開行，
拚搏的記者們仍蜂擁追問拍照，根本不讓車開
走。有行家笑稱，這二十多人的採訪陣容堪比
採訪特首競選人的架勢。

花絮

◀孫明揚（中）
昨由太太（右）
陪同出院

實習記者
程登輝攝

▲末屆高考英語運用科聆聽考試，不少考生認為
試卷偏淺

▶于鎮康展示
皇仁 150 周年
紀念郵票

本報記者
呂少群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