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學聯招標準難倒考生
收生複雜 各有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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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午餐計劃倡健康素食

首屆文憑試共有七萬二千人應考，約二萬六千名考生
於中、英、數、通識四主修考獲 「三三二二」基本成績，
競逐一萬四千個政府資助大學學額。結果大批抱 「達到
三三二二就有書讀」的考生大感失望，因為文憑試下分數
通脹，大部分專業都提出附加要求，平均成績五科四級才
有望躋身大學。受尖子追捧的環球商業學、醫學及計量金
融等課程，收生成績幾乎要全部達頂級（相當於舊制高考
A）的五**成績。

各校計分方法不同
更令考生摸不頭腦的是，八所資助院校今年公布的收

生標準各不相同，例如港大、城大計分方法相同，一級至五
**級依次換算為一至七分；嶺大則把中英科的一、二級一
律換為零分，第三級起計算三分，數學、通識的二級則有一
分，中大和理大則把一級為零分、五**級為六分。

學友社近日舉行的聯招講座上，升學專家列豪章表示，
在 「三三二二」的最低收生要求之上，各校收生標準不一，
考生報讀前須掌握 「遊戲規則」。第二屆考生或較首屆競爭
更加激烈，因為明年將劃撥部分學額予非聯招考生，減少兩
千學額後，相當於兩個學生爭一個名額。

為讓考生在激烈的競爭中 「少走彎路」，列豪章表示填
報志願首要清楚各校收生要求。考生要以各校網站上公布的
資訊為準，不宜直接比較，也不要相信道聽途說。針對各校
的收生分數迥異，他表示，各校網站上其實都有比較清楚的
說明，科技大學更別出心裁在網站上設立一個分數計算器，
考生可以自己上網換算分數。

選擇自己喜歡專業
列豪章建議考生在掌握充足資訊的前提下，選擇自己喜

歡的專業。在填報時將稍高於自己預期的志願放前 「一博」
，而將叫穩妥的志願留後。

雖然離考試仍有半年時間，但 「大學聯招講座二零一二
」吸引八千一百名家長和學生到場，場地座無虛席，不少學
生邊聽邊做記錄。而同為中六有意修讀護理專業的王同學則
表示，關於文憑試資訊鋪天蓋地，但覺得難弄明白，所以才
過來聽講座，但對於各校收生標準 「還是覺得好複雜」。有
意報讀中文大學的中六林同學表示，因為一直關注考試資訊
，現場所聽到的內容之前自己都有所了解，但到現場聽聽，
更直觀，也圖個安心。

【本報訊】學友社舉辦的
大學聯招講座上，中文科老師
林溢欣分享語文學習經驗。語
文是一門博大的學科，考生要
注重平時積累。包括多讀多寫
。但並非沒有快速提高技巧，

他表示被許多學生所厭惡的抄
寫尤其重要。抄寫包括金句的
摘錄，文章主旨的提煉。而在
答題時，如果能和自己生活的
所見所感相結合就更好。

關於作文寫作，林溢欣主張

考生要在作文尾端對全文作一個
「昇華」式的總結，讓考官看到

考生有一些獨到的或者更深入想
法。

林溢欣更建議考生將三年內
從A-Level到文憑試的語文考題
連續做三遍，將自己打答案和高
分答案對比，找出問題。

【本報訊】記者胡家齊報道： 「無綠
不歡星期一校園午餐計劃」啟動禮昨日舉
行。計劃每周一次向學生提供健康素食午
餐，超過一百間中、小學參與，涉及學生
約五萬人。民政事務局副局長許曉暉擔任
啟動禮嘉賓，並分享自身經驗，鼓勵家長
以不同方法吸引小朋友茹素。

許曉暉茹素二十多年，她認為很多家
長都擔心子女飲食不均衡，若學校可以在
這方面加以協助，家長一定無任歡迎。她
說，家長首先要了解茹素的好處，再以不
同方法吸引小朋友茹素。她建議家長可與
子女一同參與種植蔬果，增加子女進食時
的投入感，並以自己女兒為例，說日前女
兒吃了她們親手種的番薯，吃得津津有味
。她又建議家長多煮不同顏色的素食，以
視覺效果吸引小童。

國際膳食顧問協會亞太區會長畢李
明表示，食肉率高漲會加劇全球暖化，

並令更多人患上肥胖症及慢性疾病。她
解釋說，生產肉類和乳製品佔全球溫室
氣體排放近兩成，超過所有運輸工具的
總排放量；而心臟病近年漸趨年輕化，
與年輕人多肉少菜的飲食習慣亦不無關
係。她呼籲市民由自身做起，採用低碳
烹調方法，確保身體健康及助地球永續
發展。

是次計劃由帆船飲食管理有限公司及
Green Monday 合作發起，有三十二間中
學、七十四間小學參與，涉及約五萬名學
生。計劃透過不同的活動向學生灌輸低碳
飲食的環保觀念，改變下一代 「無肉不歡
」的飲食習慣。計劃內容包括逢星期一向
學童提供營養師設計的素食午餐，及舉辦
一系列環保教育活動如講座、問答比賽、
親子烹飪班等。

許曉暉於啟動禮後到課室參觀小學生
用膳，並鼓勵學生注意飲食健康。

【本報訊】記者胡家齊報道：對於
嶺大社區學院（LUCC）及持續進修學
院（LIFE）超額收生事件，嶺南大學
校長陳玉樹承認兩間學院有管理問題。
他向受影響學生致歉，表示會追究責任
，並可能會解僱相關人等。 「關注嶺大
社區學院及持續進修學院行動組」將於
今天舉行答問大會，要求校方補課及釐
清高等文憑的認受性。

嶺大社區學院及持續進修學院超額
收生以及近千學生 「被轉校」事件被揭
發後近半個月，陳玉樹終於打破緘默接
受傳媒訪問，承認兩間學院有管理問題
，並向受影響學生道歉。他表示，當務
之急是改正及調查原因。又稱嶺大會補
償受影響學生，為教學中心添置電腦、
書本等，並跟進學生被削減二十小時課
時一事。

陳玉樹稱，分別位於尖沙咀好時
中心及華懋廣場的新教育中心將於十
月底前完成裝修工程。他說，若發現
有關管理問題是有人失職引致，會考
慮調查委員會建議處分，現階段不排
除任何行動。

今年，嶺大社區學院及持續進修學
院原定取錄三千四百人，最終取錄五千
三百人，超額收生近一倍。其後，兩院

陸續被揭發教學設施差劣、削減學生課
時、將高等文憑學生由社區學院轉到持
續進修學院等醜聞。

「關注嶺大社區學院及持續進修學
院行動組」認為陳玉樹的回應正面，但
單憑道歉未能令學生釋疑。行動組今天
將於校園舉行答問大會，並已邀請兩院
院長馮培榮及嶺大協理副校長陳增聲出
席。陳增聲回覆稱將如期出席，惟馮培
榮回應表示明日休假，將由 LIFE 副總
監周婉雯代表出席。屆時行動組將要求
校方保證為受削課時學生補課，及交代
高等文憑的認受性問題。

【本報訊】香港大學校務委員會主席梁智鴻的三年
任期將於今年十一月六日屆滿，就其繼任人選，港大學
生會昨提出包括捍衛學術自由等四個條件。

學生會提出的第一個條件是 「捍衛學術自由、堅守
院校自主」。要求下任主席能抵受任何外部壓力，於關
鍵時刻挺身而出，與師生站在同一陣線。

學生會又稱，負責學生事務的校方高層曾於教務會
議將學生會 「不滿」有關人事任命的立場扭曲成 「非常
支持」，又以 「恐嚇信」指摘學生和平、理性的書面意
見。故此，學生會要求下任校務委員會主席能 「尊重學
生自治」。

學生會續稱，校內制度令行政獨大，權力失衡，要
求下任主席「促進校政民主、落實學生共治」。由於校務
委員會有四分之三成員為外來人士，不少更來自與教育
及學術全無關連的界別，學生會要求下任主席 「熟悉教
育事務、具備教育經驗」。港大學生會期望能盡快與下
任主席人選會面，以確保有關人士符合上述四個條件。

【本報訊】三聯書店、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歷史研究
中心和香港浸會大學近代史研究中心合辦人文講堂，第
二講 「戰前的淺水灣與海浴」將於十月十日晚上七時半
於中環中商大廈二樓舉行，有興趣人士可於 www.
jointpublishing.com/CULTUREACT報名留座。

講座由嶺南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潘淑華主講。她
將從一九一零年代淺水灣酒店的興建談起，討論淺水灣
如何從貴族的海浴場地逐漸變得平民化，當中反映了海
浴這種西式的閒暇活動。

由於版面調動，本報今天《通識新世代》第三
版 「通識天地」暫停一期，敬請讀者垂注。

─本報編輯部

小 啟

戰前淺水灣講座明舉行

港大學生會盼晤校務主席

嶺大社院超收 陳玉樹致歉

首屆文憑試考生剛剛步入大學，第二屆考生又須於十二月填報志願。學友社近日
舉行的聯招講座上，不少考生反映，文憑試收生標準複雜令其一頭霧水。學友社學生
輔導中心總幹事列豪章表示，雖然有「三三二二二」這個入學最低標準，但八大院校收
生分數通脹至五科四級才能入學，同時收生各有標準。考生掌握遊戲規則實屬不易。

本報記者 成野

語文學習應重抄寫

新一屆立法會選舉中， 「泛民主
派」只能獲得二十七席，建制派獲得
四十三席，可算是大贏家。但在教育
方面，建制派一直只是呈上一份白卷
。功能界別的教育界中，教聯會支持
的何漢權只有一萬五千一百七十票而
教協代表葉建源則有四萬六千五百三
十五票，即使在零八年的教育界功能
組別選舉，建制派只有一萬五千零十
八票，而民主派卻有三萬七千八百七
十六票。民主派得票超過建制派一倍
以上，長期進入捱打狀態的建制派，
卻沒有正視本身的問題，或努力去改
善。

在我們教師當中，只知道有教協
，卻對教聯會不太了解？過去十多年
的教改政策上，教聯會為教師表達過
什麼意見？當學校進入縮班殺校潮的

時候，教聯會又為教師做過什麼工作
？好像今天的反國教科事件，學校教
師都需要協助的時候，他們只是踟躕
不前。我們必須了解教師的角色對培
養我們下一代有深遠的影響，教育的
工作就是「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如
何令教師對教育中華文化有使命感？
又如何使學生對自己的根有所認同？

期望提倡中國文化藝術
從事十多年的教育工作，堅持將

我們中國優秀的文化藝術傳授給學生
，希望我們下一代多認識自己的文化
。一直期望，回歸後政府會提倡中國
文化藝術，可是，有關當局不僅沒有
好好地推行中國文化藝術，回歸後，
考試局還將一直存在的中國書法考卷
取消了。這樣倒退的發展，為什麼沒
有愛國的團體、政黨及議員正視這問
題？相信他們從沒有意識到培養我們
下一代認識中國文化藝術的重要性，
只關心自己的選票。在我的經驗裡，

他們有需要才找我們的教師，卻沒有
去關心教師在教學上遇到的問題，或
者我們需要什麼協助等等。

今年三月二十八日新民黨主動來
我們業界的團體，聽取有關現時美術
教師面對的問題或意見等等。我參與
美術教育協會義務工作已有十二個寒
暑，今次是第一次有政黨主動來收集
民間意見（就算是教協、民主黨等不
同的黨派或官員也從沒有主動跟我們
聯絡）。

其後，三月三十日，民建聯邀請
美術教師為他們舉辦的 「香港的明天
」繪畫比賽作評審工作，這樣，我才
第一次有機會到民建聯的總部，評審
當日，獲得兩位職員安排進行評審工
作，期間，我向民建聯的職員表示：
「為什麼你們的黨沒有像新民黨那樣

主動地聽取我們的意見？」他好像有
點奇怪，政黨會主動去一些團體收集
資料？及後，他馬上補充： 「如果你
們有任何訴求可以隨時找我們的議員
，當然我會將你們的意見反映到我們
黨的有關議員去處理。」這種打官腔
口，我以為是那些高高在上的官員
才會有，竟然連政黨都開始有這種文
化，真是匪夷所思！難道他們爭取選

票時才會馬不停蹄上街及洗樓，獲得
議席後，就好像升了官，發了財，忘
記市民為什麼投他們神聖的一票，這
真是令我們的升斗市民感到心寒！

一直以來，所有的議員及政黨打
為市民服務的旗幟，政府官員也號
稱是人民公僕，但是我們卻看不到他
們為市民服務。好像民建聯打愛國
愛港親中而擁有立法會最多議席的黨
派，他們為國家為港人做了什麼工作
？他們又如何監察政府的施政？昔日
的龍頭大哥民主黨，今天卻是強弩之
末，他們沒有做好地區工作及長期的
內部鬥爭，都是致命的原因，世間事
就是物極必反，現在的建制派繼續成
為議會內的多數派，更應加倍小心反
覆自我檢討，居安而思危，才是上策
。整個暑假被反國教科事件纏擾，
好不容易才回校上課，今天，課堂上
的題目是有關中國國慶的知識，有個
別學生馬上在座位上大叫：「反國民教
育！」懷忐忑不安的心情走回教員室
內，教師之間開始談論如何處理課程
內有關中國文化的部分，他們不知日
後應否再教有關中國文化科目給學生
？或交流團應否選擇到內地？到底誰
可以給我們答案？誰給我們方向？

選舉後教育的前景
教育工作者 小 雪

教育觀點

【本報記者袁秀賢廣州七日電】暨南大學
學生工作部部長區向麗向記者透露，二零一二
年初獲批建立中華才藝（武術、龍獅）培訓基
地，計劃在邵逸夫體育館西側建設武術、龍獅
兩個訓練場館，現已啟動基地場館的裝修與興
建，預計在年底前完成建設，屆時，將增加港
生對中華文化認識。

「參加龍獅隊三年來，不僅可鍛煉身體，
且還通過對龍獅知識的認識，增加對中華文化
的認識，這是最大的受益。」暨南大學臨床醫
學專業大三學生羅喻翔今天表示。

性格外向的羅喻翔，在香港已是體育愛好
者，對田徑、體操頗為熱衷。三年前，他入讀
暨大臨床醫學專業，獲悉校內有龍獅隊主動參
加。三年來，他每周二、三晚都參加訓練，現
已成為龍獅隊副隊長，舞獅第一主力隊員。

羅喻翔說，運動建立在理論基礎，才有正
確運動。對文化要了解，包括舞獅的套路等，
演繹精神才能體現，從中增加對中國文化的了
解。

「港生對龍獅文化頗有興趣，現時學校的
龍獅隊有一百五十人，其中外招生佔逾三成，
有近五十人。港生隊員在外招生最多，近三十
人。」羅喻翔表示。

區向麗認為，九十後港生與八十後相比，
他們顯得更加自主、獨立。根據外招生喜歡實
踐，並且對中華武術、龍獅這樣傳統文化更加
關注的特點，基地在招收、培訓學員時，都會
重點考慮加大向外招生的宣傳，及吸收一些外
招生。目前，龍獅隊主力隊員即為香港學生。

暨南大學已在二零一二年初獲批建立中華才藝（武
術、龍獅）培訓基地，現在處於第一階段的基建期。現
已啟動基地場館的裝修與興建，在學校邵逸夫體育館東
西兩側建設武術、龍獅兩個訓練場館，已開始動工，預
計在年底前完成建設，目前，正加緊申辦第二節 「文化
中國」全球華人龍獅大賽的舉辦。

區向麗表示，該基地訓練班的學員招收將面向所
有的外招學生，計劃除了讓他們學習禪武基本功十八
式、地獅、獅等各種獅藝技術及功夫套路訓練課程
外，還將開展一系列豐富多彩的理論學習和講座，如
《獅藝理論》、《中國傳統文化與舞龍舞獅》、《中
醫文化》、《運動損傷與防治》、《禪宗思想的現實
意義》及中國書畫、茶禪、民樂賞析等，增加對中華
文化的認識。

暨
大
建
龍
獅
基
地
助
港
生

▼學友社聯招講座吸引八千餘學生到場▼學友社聯招講座吸引八千餘學生到場

▲許曉暉建議家長多▲許曉暉建議家長多
煮不同顏色的素食煮不同顏色的素食

▲暨南大學計劃在邵逸夫體育館西側建設訓練場館
，增加港生對中華文化認識

最高 30 ℃
最低 25 ℃

大致天晴

澳 門
廣 州
北 京
天 津
濟 南
南 京
上 海
杭 州
福 州
海 口
台 北
首 爾
東 京

中國西部主要城市天氣預測

重 慶
成 都
西 安
昆 明
拉 薩
貴 陽

預測
天晴
天晴
密雲
驟雨
密雲
多雲
多雲
多雲
多雲
多雲
密雲
多雲
多雲

預測
驟雨
有雨
多雲
有雨
天晴
有雨

最低
24
22
14
15
18
16
20
18
20
25
22
13
16

最低
16
16
14
16
4

15

最高
31
31
24
22
25
27
25
26
27
30
25
22
23

最高
19
21
22
22
20
18

馬尼拉
曼 谷
新加坡
悉 尼
墨爾本
洛杉磯
三藩市
紐 約
溫哥華
多倫多
倫 敦
巴 黎

法蘭克福

蘭 州
西 寧

烏魯木齊
銀 川

呼和浩特
南 寧

預測
密雲
雷暴
雷暴
驟雨
驟雨
多雲
多雲
多雲
天晴
天晴
有雨
有雨
多雲

預測
多雲
多雲
天晴
天晴
天晴
多雲

最低
25
24
24
12
7

17
13
7
6
3

10
10
3

最低
5
4
6
6
6

21

最高
30
30
32
21
19
23
17
16
17
12
12
17
15

最高
17
14
17
18
14
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