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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師考獲佳績贏得經驗

特稿

殘疾考生憑毅力摘5*
關 昭

政府主動賣地 住宅供求趨合理 賣國者說吳克儉賣港

社 評 井水集

最新的私人房屋數據顯示，未來兩
三年住宅供應量有六萬五千個，是四年
來最多，而預計今年住宅施工量多達二
萬個，創出十二年新高，當局訂下每年
供應二萬個單位有望達標。據此，目前
住宅樓市供不應求的情況勢將逆轉，隨
着供應量按年增加，住宅供求將逐步趨
向均衡合理。

港府兩年前採取主動賣地政策，不
再依靠地產商申請勾地，令土地供應主
導權從地產商重新回到政府之手，土地
供應果然比前暢順得多。當局自一零年
開始的密集式主動賣地政策，目的顯而
易見，一方面是要填補過去多年來土地
供應的不足，另一方面則為了遏抑樓市
過度亢奮。

剛公布的私人房屋數據帶出兩點重
要訊息。一是實施兩年的主動賣地政策
，終於見到成效。地產商過去一兩年吸
納的土地，開始進入動工期，並保證兩
三年後有一定數量的住宅供應。

今年上半年住宅施工量為一萬零二
百個，接近去年全年的一萬零三百個，
預期今年全年住宅施工量可達二萬個，
將是二零零零年以來最多。當住宅供應

量回復每年二萬個的正常水平，基本上
可達致供求均衡。

二是持續多年的住宅供求失衡情況
將有變化，撇除不可預計的因素，目前
的住宅供應量正穩步追近需求量，兩者
逐步走向均衡，為樓市健康發展重要關
鍵因素。現時已落成未售的貨尾，以及
仍在興建中而尚未出售的單位合共有五
萬二千個，為三年來最多，若再計入已
批出土地而仍未動工的一萬三千個單位
，本港兩三年後的住宅總供應量達六萬
五千個，換言之，平均每年住宅供應將
逾二萬個，略超港府訂下每年供應二萬
個的目標，充裕的供應下，樓市狂態必
定大為收斂。

正如恒基地產主席李兆基所言，土
地供應增加，貨多市不爽，市道好極有
限，因而地產商投地策略轉趨保守。其
實，最近北角邨舊址地皮成交價低於預
期，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就是土地供應
源源不斷，地產商不用急於補充土地儲
備，而建築成本又愈來愈高，地產商自
然小心翼翼，審慎投地。

另外，行政長官梁振英的新房屋政
策備受關注，部分新政策已率先披露，

包括白表申請者可免補地價購買二手居
屋及由政府全資興建首批三千個出租青
年宿舍。

上述措施有助紓解市民住屋問題，
其中每年批出五千名額予白表申請者免
補地價購買二手居屋，便是針對家庭月
入三萬元以下市民置業難的問題。

一直以來，二手居屋交投不活躍、
流轉速度緩慢，主因是居屋業主需先補
地價才能將單位以市價轉售，相信落實
白表申請者可免補地價購買二手居屋後
，將可令目前二十五萬個尚未補地價的
二手居屋全面解凍，即時提供不少 「上
車盤」 ，只要有百分之四的二手居屋業
主願意出售單位，便可提供一萬個二手
居屋單位，再加上政府決意復建居屋，
未來中小型住宅不乏供應，難免對四、
五百方呎私人住宅有所影響。

不過，港府增加土地供應目的不是
要推冧樓價，而是讓地產樓市平穩發展
，避免大上大落。現時住宅落成量由每
年萬餘個，遞增至數年後的逾二萬個，
屬於漸進式穩步增長，排除其他不可預
知的因素，包括外圍經濟及利率等變化
，預期本港樓市可以順利安全着陸。

特區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日前赴
京，與國家教育部長袁貴仁會面。

本來， 「新官上任」 ，上京拜會
一下同行，並不為過；但是，由於局
長上京沒有如慣例發新聞稿，昨天政
務司司長林鄭月娥被問及此事時強調
只是禮節性訪問，又說是內部溝通有
「誤會」 ，以為局長離港不足二十四

小時不用通知傳媒，所以才沒有發新
聞稿，云云。

事實是，吳克儉此行應該確實是
早有安排，性質亦確實只屬禮節性拜
訪，但可能是由於近日有關國民教育
科的新聞鬧得沸沸揚揚，吳克儉為免
生誤會，所以才決定悄悄成行不發稿
，不想北京發了會見稿，如此又惹來
風波一場，被指為 「秘密」 赴京，更
扯上國民教育科的推行。

吳克儉此行赴京，無非就是兩位
教育官員坐埋一齊 「吹吹水」 而已。
從教育部所發新聞稿可見，那位袁部
長講的不外是什麼教育要為 「一國兩
制」 、 「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服務
，兩地教育要更多交流合作等 「官話
」 而已。吳克儉的回應據報也是什麼

感謝關心支持之類，而談話中提到了
中學文憑試和特區政府已宣布在中小
學推行國民教育科。

一些反對派政客和某亂港傳媒，
就抓住會面中提到國民教育科這一點
不放，硬說吳克儉上京是接受 「指令
」 ，回港更大力推動 「洗腦」 ，還大
字標題說 「吳克儉賣港」 。

吳克儉和袁貴仁會面中提到國民
教育，一點也不奇怪，因為這是他上
任後面對的新挑戰之一，當然會拿出
來說說，其情就如 「財爺」 上京見到
周小川行長，不談港人民幣業務又談
什麼？如此把提到國民教育說成是
「賣港」 ，也只能是亂港傳媒才做得

出的 「賣國標題」 而已。
當前有關國民教育的推行，家長

有疑慮，教材質量欠嚴謹， 「成績評
核」 提出什麼 「愛國就要買國貨」 更
是搞笑之作。國民教育重在了解事實
、重在細水長流、重在潛移默化，不
是開一門功課、搞些問卷就可以解決
。工作要改進，但不容 「抹黑」 。

〔特別考生〕

星之女2科奪5**
【本報訊】記者劉家莉報道： 「星之女」李安琪於文憑試再次摘

星。就讀天水圍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的李安琪亦是首批文憑試考生
之一。一向成績名列前茅的她，成為該校今年最佳成績，獲得兩科
「5**」、三科 「5*」及二科五級，她正考慮入讀醫科，畢業後懸壺濟

世。
天上有顆星，編號 110073，名為 「李安琪星」。李安琪因祖母癌

症去世而發憤做科學研究，致力研
究出烏龍茶有助抗癌，屢獲獎項。
其科研成果獲國際肯定，打動香港
天文學會會長楊光宇，以她的名字
命名小行星，因而成為本港首位
「星之女」。

為專心首屆文憑試，安琪中五
起已暫停研究工作，結果她於中文
、歷史奪得 「5**」，化學、生物
及通識三科獲得 「5*」佳績，其餘
兩科亦獲得五級佳績。她正考慮能
入讀醫科，或者入讀科學相關學系
，從事科技研究工作。

【本報訊】實習記者陳曉茵報道：屯門嘉智
中學的三名教師親自 「落水」，每人各報考一科
文憑試科目，與考生一起奮鬥之餘，亦希望能以
過來人身份，把親身經驗分享給其他老師，加強
他們對新學制的了解。結果，他們都取得五級或
以上成績。

「落水」 勝紙上談兵
通識科及數學科的李德慰老師報考了中文科

，考獲5*的優異成績。他坦言要重新適應新學制
有一定的難度，加上身兼教職，這成績得來不易
。 「最初做模擬考卷時，只有四至五成合格，幸
好其後慢慢有進步。」他在預備考試期間，時常
與考生一起溫書，一起分享零食，更會和他們一
起上課，與考生亦師亦友。

李老師過往曾任會考綜合人文科的改卷員，
談及通識科評分準則有爭議，他表示身為改卷員
，始終要尊重評分指引，而且通識科的參考答案
尚算清晰及全面。不過，考評局未來可為改卷員
提供更多相關的訓練。

任教音樂科，三年前開始兼教通識科的畢綺
玲則報考通識科，獲得 5 級成績。她的通識科教
學年資尚淺，又想得到更多實戰經驗，不想 「紙
上談兵」。因此她在去年十月報考通識科後，便
一直與考生一起操練試卷，平均每星期操兩至三
小時，臨近考試更每日操最少一小時。

不過，她坦言試卷對中六學生而言有難度，

尤其是其中關於政黨的問題。考生需有一定程度
的批判能力，而且要有留意時事新聞的習慣，才
能掌握試題。關於參考答案，她表示涉及政治立
場的答案有釐清的必要。 「長遠來說，要把通識
科定為必修科，考評局需增加配套，鼓勵學生培
養閱讀新聞的習慣，另外亦應重新調整合格率，
不應再 『放水』」。

新學制改善空間多
報考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科的梁嘉麗老師

，考獲5**的最優異成績。她於考試前一個月預留
了一個課室，和同學一起溫習，討論試題，並會
時常與同學以電話聯絡。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
論科是繼通識科後最受爭議的新科目，科目的考
試範圍太大，引入了過多新內容，評分指引亦不
清晰，加上試卷題目太淺，對勤力溫習的同學略
嫌不公平。」

總括而言，梁老師認為新學制有很多細節尚
有改善空間，考評局需持續跟進這個長期的學制
改革，才能真正令學生受益。

弱聽少女無懼口試
實習記者 葉頌詩

聾絕不等於啞！潘同學天生雙耳嚴重
弱聽，但她並沒有因此氣餒。她努力考入
主流中學，挑戰自己完成文憑試中英文口
語考試，中國語文更考獲 「5*」佳績。她

立志攻讀中文大學社工系，希望以自己的經歷幫助他人。
潘同學自小患有嚴重弱聽，聽和講都成問題。但潘媽媽沒有放

棄，自一歲發現女兒聽不到、講不到，便每天不離不棄地帶她到宣
美語言及聽覺訓練中心學習發音和說話。經過四年多密集式的語言
訓練，她不但能夠如常人般說話，更考入了主流學校。潘同學非常
感謝母親當年不離不棄教她說話，以致現在能如常人般溝通，更能
就讀機會較多、生活圈子較大的主流學校。

一般聽障人士聽和講都有很大的障礙，考評局亦會豁免聽障人
士聆聽及口語考試，但潘同學敢於挑戰自己。她不但完成了今屆文
憑試中英文口語考試，中文更獲 「5*」佳績，英文亦獲五級。她承
認，學習語言的過程的確非常艱巨，但她時常謹記 「書山有路勤為
徑，學海無涯苦作舟」這句話，認為學習需要堅毅不懈。她憶述，
曾不停對鏡練習一個字的口形和發音數百次。她並不認為有缺陷便
不能嘗試，反能成為挑戰自己的動力。

於首屆文憑試獲取佳績，除了要感激父母外，潘同學表示學校
及老師的支持也非常重要。她就讀的葵涌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特
意為她購入FM機，助她更易聽到老師授課，亦會安排她坐近黑板
，聽得更清楚。

患有嚴重弱聽的伍同學同為應屆文憑試考生，他認為聽障人士
自小接受語言訓練是極為重要。用手語溝通的生活圈子很小，若學
懂說話就能如常人無異，能如常
跟別人溝通，同時能學習更多、
見識更多。

宣美語言及聽覺訓練中心總
幹事劉湘文補充，聾不代表啞，
弱聽兒童的聲帶是完全沒問題，
她建議，於三歲前提供密集式的
聽講訓練是補救兒童弱聽最有效
的方法。

▲報考文憑試的嘉智中學老師，左起：畢綺玲
、梁嘉麗、李德慰 本報記者陳曉茵攝▶李安琪是本港首位 「星之女」

▲

患嚴重弱聽的潘同學考獲中
文 「5*」 及英文五級的佳績

本報記者葉頌詩攝

看到成績單顯示四科5級、兩科4級時，顏招銘直言 「非常驚喜」
，因為考試時間過長，容易疲勞的他沒有完成所有題目，放榜前還擔心
自己 「九死一生」。

顏招銘平時成績名列前茅，坦言準備文憑試的過程很辛苦。因患脊
髓型肌肉萎縮症，肌肉無力，非常容易疲勞，不能長時間寫字和畫圖，
他就在腦中默念記憶一遍又一遍答案。考前一個多月，除了溫習更多，
他每天6、7點起床學習到晚上10點，足足溫習14個鐘。壓力太大，考
前他臉上還長滿了痘痘。

還擔心 「九死一生」
顏招銘數學考得很好，他表示在平時不會死記硬背公式，而是思考

公式是怎麼來的，在推算公式的過程中理解記憶。愛思考的他甚至難倒
了老師， 「看到書上說圓形和三角形可以在斜坡上滾動，我就問老師一
萬邊形能不能滾動，結果老師答不出來」。通識課老師林家華評價他
「聰明，敢於挑戰，愛思考，說服他要用很多理論依據」。

認為 「商人應該背負更多社會責任」的顏招銘未來想讀商科，希望
「改變人們對商人無奸不商的看法」。他亦表示 「不會讓身體的限制局

限自己的發展，盡可能做到最好」。
患先天重症肌無力的馮康弘脊柱則感 「成績全部達標」，他指平時

上課 「很畀心機」。亦指會考複習很累，因為脊柱彎曲70度，不能坐
久，他常常坐着溫書兩個鐘就腰痠背痛。

馮康弘平素喜歡寫文章，很關注社會民生，曾撰文呼籲社會應該投
入更多資源進行諸如幹細胞移植基因工程等醫療研究。在志願方面，馮
康弘想讀心理學，幫助自己了解人生，獲得做人技巧幫助別人。 「我沒
有什麼可以幫助別人，惟有靠我的腦和我的筆來提升社會對殘疾人的認
識，鼓勵更多人」。

抱病溫習毫無怨言
林錦萍考前一個星期是在醫院度過的。因為患天生增生瘤，身體不

好，她考前數度進醫院，考前一周才出院。除了複習，她讓家人搬一堆
堆書到醫院。醫院的醫生常常可以看到，一個女生伏在堆滿二十幾本書
的床頭認真複習。

林錦萍的英語很好，因為身體不舒服參加考試，頭痛眼花繚亂，英
語成績不如意，但林錦萍沒有埋怨，而是用 「既來之，則安之，人生不
如意事十有八九」來安慰自己。林錦萍的中文考了 5*，她表示喜歡閱
讀是主要原因。她平時喜歡看散文和小說，她認為中國文化博大精深，
且語言是很重要的工具，能幫助自己了解國家和文化，開拓視野。她希
望未來從事與語言有關的工作。

首屆文憑試放榜，來自紅十字會學校雅麗珊學校的脊
髓型肌肉萎縮症患者顏招銘四科獲得5級佳績。甘迺迪學
校的馮康弘患先天重症肌無力，也有兩科5級、三科4級
的不俗表現，他的同學、考前一個星期還躺在醫院的林錦
萍中文則獲得5*。他們均希望能夠超越更多極限，入讀心
儀學科，未來貢獻社會。

實習記者 盧雪花

▲顏招銘（中）通過自身努力獲得優異成績。圖為他與雅麗珊學校校長
胡小玲（右）和通識科老師林家華（左）合影

實習記者盧雪花攝

▲甘迺迪學校校長（站立者）與優秀學生合照：（左起）學生馮康弘、
學生梁洛維、校長張志安、學生林錦萍 實習記者盧雪花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