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科書改版半數無必要
改版後普遍加價 增幅高達6%

兒童心理虐待個案急升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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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大家會認為內地體育成
績耀眼，事實上本港毫不遜色，
尤其在青少年方面。拔萃男書院
的教師劉宇麟及其學生，全港青

少年壁球冠軍楊皓偉，粵港澳學界埠際籃球比賽第二名
蔡再懃接受本報專訪，為我們述說那些成功背後艱苦和
失意的故事。

「他真是沒法按捺心中的激動，直接衝上觀眾席緊
緊抱住我痛哭，這孩子一年來真是付出了很多。」劉宇
麟介紹起楊皓偉今年擊敗宿敵，奪得 2012 年冠軍時候
的場景。

一年前，楊皓偉敗給對手，一下子陷入到人生的谷
底，這位新晉冠軍回憶道：「那真是一段難熬的日子，全
隊的成員都來安慰我，讓我不要灰心，但一想到是我讓
大家丟失了冠軍，心裡面就充滿自責。後來的一段時間
裡都沒有心情投入訓練。」提及這段經歷，楊皓偉不由
得暗自神傷，後來在教練和隊友的開導下，慢慢地重燃
鬥志。 「今年比賽上我的心態很好，在先輸一局的情況
下連追三局獲勝，成功報對手的一箭之仇。我們很期待
接下來的團體賽，希望這次能為學校爭得更多榮譽。」

籃球隊蔡再懃的經歷更不順意。一年前作為轉校生
的他處於彷徨和迷茫：來到新學校之後，學校裡成績倒
數，籃球場上打不到正選要坐板，學業水平落差和籃
球水平差距對他產生雙重打擊，不禁令他產生返回原來
中學的意願。 「同學和老師都十分樂於幫助我，特別是
班上的同學為我補習英文，對我適應學校英文教學的環
境起關鍵作用。回想起來都覺得十分幸運。」

教練劉宇麟坦言，每個運動員到達一個新環境都有
一個適應期，他一直看好蔡再懃，常常提點他。弟子終
於在NIKE全國高中籃球聯賽上爆發，其中一場比賽上
一人斬獲 36 分，佔全隊得分的三分之一以上。後來表
現愈發優異，本學期以來被委任為隊長。

男拔教師每年會外出發掘有潛力的學生，邀請他們
入讀，同時給予優惠條件，如全額獎學金和學費減免等
。據稱，2011 年至 2012 學年間獎學金總支出為三百三
十萬，佔男拔學費總收入的 10%，嘉許 「學術表現」
「體育才華」 「音樂表現」表現突出的學生。目前六個

年級約100名運動員受益。學校在訓練上亦會提供很多
幫助，楊皓偉表示，學校並沒有壁球場，訓練時候會幫
助學生在外面租場，因此隊伍裡同學都十分滿意。

【本報訊】香港科技大學將於下周一下午四時半至
六時假九龍常和街8號華英中學舉辦聯招升學講座，歡
迎文憑試考生、家長與老師參加。報名和詳情可瀏覽
http://join.ust.hk/local/visit/calendar.html， 查 詢 可 致 電
26231119。

【本報訊】香港基督教女少年軍將於本周日下午二
時半假旺角大球場舉行五十周年大會操巡行暨感恩崇拜
（崇拜將於路德會協同中學舉行）。

當天，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總幹事蘇成溢牧師及
香港基督女少年軍榮譽會長李炳光將蒞臨擔任檢閱官及
副檢閱官，並由執行委員會主席蕭海暉陪同，為一眾兒
童、青少年及長者制服團體成員進行檢閱。此外，循道
衛理聯合教會會長袁天佑將於感恩崇拜訓勉女少年軍成
員。活動詳情瀏覽www.gbhk.org.hk或致電26949321查
詢。

新學制之下，通識教育科成為必修科目之一。不
少高中生至今仍未能掌握課程，又不懂得去讀通識。
他們對此科目感到迷茫，想盡辦法去應付，卻又苦無
對策。筆者修讀綜合人文科及通識教育科合共四年，
對學習通識有不少心得，在此與大家分享。

要讀好通識，一切由最基本做起。所謂最基本的
是，了解整個科目所有單元的學習內容。了解過後才
可以找到學習通識的方向。大家可到教育局的網站搜
查 「通識教育科」的文字檔案。此文件詳細列明此科
目六個單元的學習主題、探討問題及處理議題時可考
慮的角度和方向。學生在學習通識前，先了解要在此
科目學什麼，再想方法去學。正所謂 「知己知彼，百
戰百勝」。

多閱讀 多收看
通識科是一門生活化的科目。大家所學習的都與

身邊的事物有關，並且每分每秒都有新的學習議題。
既然科目離不開 「新」，大家每天閱讀報紙及收看新
聞節目是不可或缺的事。筆者在中學階段，每天最少
閱讀兩份立場不同的收費報紙（內容較詳細），上學
前及晚上都會收看新聞報道。過程中，筆者會特別留
意與科目學習單元有關的新聞。除了透過以上途徑獲
取最新資訊外，閱讀社評、專欄和收看時事節目，如
鏗鏘集、新聞透視等，均有助刺激思維及幫助大家更
深入認識某議題。在接觸帶有評論色彩的文章及節目
時，大家宜分析材料的論據是否合理。

上通識課時，多發表意見絕對是好事。礙於大部
分學生對全班發言時感到緊張和害怕，很少學生會
在課堂中跟老師交流。筆者也經歷過以上的情況，但
多發言幾次，慢慢就不怕了！在課堂中發表意見的重
要性在於，老師會和全班同學一起討論你的看法。在
討論的過程中，你會知道你自己的論據是否足以支撐
論點，也會知道別人的看法，從而作出思考和評論。

當你與老師多交流，熱烈的參與課堂，你的收穫會比
別人多，對課題的印象更深。

課堂內，與老師多交流；課堂外，與老師多討論
。筆者在學習通識的時候，每當自己對某時事持有看
法，都會找通識科老師討論。筆者的通識科老師總會
故意跟筆者持相反的意見，或者攻擊筆者的論點，讓
筆者為自己的論點護航。在討論的過程中，你會知道
自己的觀點是否站得住腳。當然，多作討論亦可以訓
練大家的思考速度以及多角度思考。這有利於學習通
識。筆者十分建議大家主動出擊，在課餘時間邀請你
的通識科老師討論時事。不久，大家會看到自己的進
步。

寫筆記備戰
其他學科要寫筆記，通識科亦不例外。有寫通識

科筆記的學生不會在考試的時候說， 「通識無溫」
這句話。筆者會把筆記本分開四個部分，分別記錄以
下東西。第一，上課時老師說的重點和自己想到的東
西；第二，平時看報紙和評論文章時，寫下跟課題有
關的新聞和各方觀點；第三，記下一些專有名詞和其
解釋及用法，比如 「社會公器」、 「溫水煮蛙」、
「以紅領專」、 「巧實力」。這些詞語是平時上課及

閱讀報章和書籍的收穫。第四，記下不同種類問題的
答題方法及技巧。有了這本筆記，大家可以更有效學
習通識和準備考試。

只要大家找到正確的學習方法，要應付通識教育
科就易如反掌了！以上分享都是筆者學習此科的方法
和心得。大家只要每天抽一點時間去做以上的事，將
之成為習慣，要讀好通識絕對不難。以上的方法，配
合一些答題技巧，大家要在通識科摘星亦非難事。

（筆者在 2010 香港中學會考的綜合人文科和
2012 香港高級程度會考的通識教育科所修讀的全部
單元，包括香港研究和現代世界均考獲A級）

科大周一辦聯招升學講座

女少年軍周日舉行大會操

男拔獎學金助運動員
實習記者 張 嘯

教育觀點
為摘星鋪路

通識教育探索者 岑小燕

消委會評6套改版書

教局評審書

毋須教局評審書

註：該綜合科學分2冊，頁數各增20%和23%。
該中一英文分4冊，頁數增幅由17%至30%，各加價2元。

資料來源：消委會《選擇月刊》

科目

Aristo綜合科學

Longman英文

雅集通識

齡記通識

教圖中文

頁數（+/-）

270（+23%）

140（+30%）

248（+3%）

352（+26%）

148（-12%）

售價（+/-）

150（+6%）

156（+1%）

193（+5%）

173（0）

81（+4%）

結論

要改版

無必要

非必要

非必要

無必要

【本報訊】記者劉家莉報道：本港
虐兒情況嚴重。防止虐待兒童會於11/
12 年度接獲 811 宗舉報及查詢，當中
305宗屬懷疑虐兒案，心理虐待更較去
年急升68%。屯門更是虐兒重災區。該
會指出，雖然整體舉報數字下跌，但警
告個案只屬冰山一角，促請政府增撥資
源作預防工作。

香港防止虐待兒童會於 2011 年 4
月至今年3月，收到811宗熱線舉報及
查詢，較10/11年度的878宗下跌約7%
。舉報個案中，佔38%、即305宗為懷
疑虐兒案，主要是遭受身體虐待、有
150宗，其次是疏忽照顧有44宗。至於
心理虐待及多種虐待亦有上升趨勢，分
別由去年的25宗及29宗，升至今年的
42 宗及 37 宗，升幅達 68%及 27%。
（見表）

屯門是虐兒 「重災區」
整體舉報個案共涉及 606 位兒童

受虐，67%受虐兒童是 11 歲或以下，
當中 42%是 6 至 11 歲兒童，該會總幹
事何愛珠認為，就讀小學兒童處於被
虐危機，他們可能考試、功課成績不
理想被責罵。至於 0 至 2 歲兒童亦佔
10%，即在嬰兒時已被虐待，超過 66%
施虐者均為兒童的父母。在地區分布
方面，屯門區是虐兒的 「重災區」，
有 17%個案在該區發生，其次是黃大
仙及天水圍。

何愛珠指出，凡持續性恐嚇、威脅
或侮辱小朋友，包括家長常對小朋友說
「我唔要你」等，均會影響兒童的心靈

，構成心理虐待。她強調，求助數字只
是冰山一角，呼籲受害人或其親人，當
發現有此情況時，應立即舉報。她又建
議，政府一方面從預防手，加強援助
年輕父母、單親家長、精神健康有問題
家長與貧窮家庭，教導正面管教方法同
時檢討保護兒童法例，例如立法禁止體
罰。

虐兒個案舉報及查詢
性質

身體虐待

疏忽照顧

性虐待

心理虐待

多種虐待

管教問題

其他家庭問題

總數

資料來源：防止虐待兒童會

2011年

150

44

32

42

37

209

297

811

2010年

142

58

47

25

29

265

312

878

特寫

教科書改版屢受非議，消委會昨天公布對六套中
學課本，包括教育局審批的適用書目和無須局方審批
的用書。涉及兩套高中通識、兩套中一英文、加上中
二綜合科學和高中中國語文各一套。結果發現，只有
綜合科學屬於有需要改版，雅集和齡記的新高中通識
的改版必要性，只屬略有需要。其餘由朗文出版的中
一英文和教育圖書的新高中中文選修單元（名著及改
編影視作品）則屬毋須改版。（見附表）

專家：應作重印兼修訂
消委會委託教育學院專家的結論是，上述毋須改

版的三套書 「應作重印兼修訂」已可。專家評語是，
其中一冊書只是重組舊章節並輕微改動，體例結構不
變，必修學習重點及選修內容亦沒有改變。至於一套
四冊的的中二英文，新版內容和結構反而比舊版鬆散
。同樣是這套英文課本，其中兩冊新版只是加入文法
詞彙， 「但各元素之間的聯繫不夠緊密」。同時，改
版書普遍售價提高，升幅由百分之一至六不等，教圖
的新高中中文選修單元改了版減了頁數。

教育局自2007年起規定教科書五年不改版，但消
委會發現有三套與此時限不符，有三套新版距上一版
只差二至三年，由於不在適用書目表，故不受五年不
改版限制。這三套書是雅集和齡記的新高中通識，都

不用送教育局審批。另一套是毋須改版的教圖新高中
中文選修單元。

昨起卸任消委會總幹事的劉燕卿表示，出版社可
以更新圖片和補充內容，但這些理應在出書之前做好
，實在無須家長另行付鈔去買非必要的改版書，並造
成額外經濟負擔。她認為，出版社可以加紙和增訂方
式，已足以解決補充資料的問題。

商會：對出版社不公平
香港教育出版商會和中英文教出版事業協會聯合

回應，不認同消委會的結論。兩會聲明指出，學校用
書必須與時俱進，故出版社經常接觸前線老師，徵求

他們使用課本或參考書的意見，並針對教師需要及學
生學習差異而不斷修訂。

兩大商會表明，被消委會稱 「應作重印兼修訂」
而非改版的三套學校用書，其中兩套（共六本）為課
本，出版社在改版前已循審批程序送交教育局審批並
獲當局認可；其餘一套（共一本）則為參考書，並不
包括在適用書目表內，按例並不須送審。兩會最不滿
的是，公眾已可瀏覽適用書目表的評審結果，消委會
卻邀請其他人士再次審閱已獲教育局認可的課本，
「造成雙重標準，容易誤導公眾，以及對出版社不公

平，實屬沒有必要，亦不恰當」。
教育局表示，是次調查中，部分課本並非列入

教育局 「適用書目表」內，亦不受 「五年不改版」
的規定限制，局方建議學校充分考慮家長的負擔能
力，小心選擇此類不列入教育局 「適用書目表」並
頻密改版的課本。當局會繼續嚴格審視課本改版的
申請，並鼓勵出版商透過 「勘誤表」、 「附頁」或
「重印兼訂正」形式補充或修訂課本資料，避免作

不必要的改版。

【本報訊】 「2012 當代傑出華人科學家公開講座
」將於本月二十九日在香港科學館揭幕。是次活動一連
三天，由康文署、中國科學技術協會、京港學術交流中
心及香港中華科學與社會協進會合辦。

今年的講座由本月二十九日起至十二月一日於香港
科學館演講廳舉行，共五場講座，計有醫學中的腸胃內
鏡、中國載人航天科技、深海探索、稀土資源，及如何
把科研成果轉化為經濟貢獻等。講者包括中國工程院院
士、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沈祖堯；神舟飛船及天宮一號目
標飛行器總設計師張柏楠；國家深海基地管理中心主任
、教授級高級工程師劉峰；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山大學
化學與化學工程學院教授蘇鏘院士，以及香港科技大學
電子及計算機工程學系教授李澤湘教授。香港天文台前
助理台長梁榮武則應邀擔任主持。

五場講座須憑票入場，索取門券的詳情，可瀏覽科
學館網頁（hk.science.museum）。查詢請電27323223。

【本報訊】為解決中一生源下跌，教育局拋出
「111」或 「211」減派方案，局長吳克儉昨日 「落區」

了解校長意見。據悉，最少有10區直指 「211」方案無
助救校，繼續力爭 「321」方案。消息人士表示，局方
已承諾明年再就減派作檢討。

教育局本周一拋出 「111」及 「211」減派方案後
（未來3年每班減派3人或4人），各區隨即進行諮詢
，18 區中學校長會聯席會議將於今日向教育局表達各
區的減派意向，但各區就減派方案出現分歧。

據了解，元朗、黃大仙、北區、荃灣及葵青、觀塘
、沙田區仍力爭 「321」方案。有元朗區校長表示，區
內升中人口大跌，即使採納 「211」方案，亦未必能全
面解決縮班殺校危機，相信 「321」方案才能穩定學界
生態。至於表明支持政府 「211」方案的地區則包括東
區、屯門、大埔。

吳克儉昨日到訪多個地區中學，了解校長意見。
有校長表示，已向吳克儉反映，希望落實政府方案後
，明年再檢視情況，研究是否需要再加推紓緩措施，
以及檢視未來兩年派位人數，確保達致 「保學校、保
老師」。

【本報訊】嶺南大學昨日舉行 「第
43 屆學位頒授典禮」，由校董會主席陳
智思紳士頒授榮譽博士學位予中國證監會
前主席劉明康、香港特區前律政司司長黃
仁龍、經濟學家巴格沃蒂、科技大學顧問
委員會主席陳祖澤，另一榮譽博士許鞍華
未克出席。

黃仁龍代表各榮譽博士致謝辭。談到
香港實施史無前例的 「一國兩制」，為法
律開闢了未知的領域。 「它讓普通法得以
在中國主權下採用，同時透過基本法落實
國際人權公約，更有來自不同普通法司法
管轄區的多個法則和案例在我們的法庭中
匯聚。」在他擔任律政司司長期間，面對
眾多複雜而富爭議性的議題，不少涉及基
本法的恰當詮釋，諸多政制發展、行政機
關與立法機關之間的關係、香港特區的通
常居留權、國家豁免權與外交事務、社會
治安與基本自由、隱私與校園毒品測試等
等。某些議題亦無可避免地政治化了。

黃仁龍表示，應學懂持守，抵抗任何
想贏得官司的虛榮慾望、來自任何政府機
構或群眾的任何實際或感知的壓力，以及
任何選取不用費力方法或走捷徑的誘惑。
要有意識地嘗試放下自己的成見和偏見。
這就是誠信，放諸法官就是眾所周知的司
法獨立原則，對法治而言極為重要。

他又勉勵嶺大畢業生，不要懼怕和淡化別人所
表達的不同和反對意見，儘管這些意見令人不快或
有所缺漏，亦很可能是整個真相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他鼓勵畢業生勇於探索，不要滿足於事物的第一
個印象，或者表面或傳聞。反之，應該透過自己探
索去發現真理；對論點進行試驗；更要行萬里路，
走出去用自己的眼睛觀看世界。

嶺大校長陳玉樹祝賀各科畢業生完成學業，並
提出面對個人失敗的重要性： 「不管你未來生活的
路向是怎樣，千萬不要讓短暫的挫折阻礙你的決心
。」嶺大 「第 43 屆學位頒授典禮」共頒授學士學
位、深造文憑、碩士學位及博士學位予 1171 名畢
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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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委員會公布一年一度對改版教科書的研究結果，顯示六套改版書竟有一半屬於
無必要的改版，只須重印和修訂即可。改版書幾乎全部加價，加幅最高達6%。消委會總
幹事劉燕卿呼籲書商避免家長另行付鈔買不必要的改版書，兩大出版商會則反駁有兩套書
已獲教育局認可改版，質疑消委會重檢，無必要兼造成雙重標準。

本報記者 呂少群

吳克儉落區了解減派

華人科學家講座月杪揭幕

▲全港青少年壁球冠軍楊皓偉 本報攝

▲消委會查6套改版教科書，部分內容新舊版相同 本報記者麥潤田攝

▶防止虐待兒童會總幹事何愛珠指
出，家長常對小朋友說 「我唔要你
」 等，會影響兒童的心靈

本報記者劉家莉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