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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三年三月八日 星期五A42教育責任編輯：唐偉雄

區會反對李地建豪宅
單位料售逾兩千萬 無助市民上樓

文憑試文學科或縮短考時

【本報訊】記者彩雯報道：教育局及平等
機會委員會聯合舉辦的融合教育研討會昨舉行
，平機會主席林煥光（前排左三）表示： 「本
港融合教育推行十五年並非完全失敗。出現很
多問題及很多準備不足，但不能走回頭路。政
府仍有很大改善空間。」

平機會去年11月公布的融合教育制度調查
報告顯示，本港融合教育教師培訓不足、政府
支援不夠，甚至有歧視現象等諸多問題急需檢
討。截止2010年九月，約80%的有特殊教育需
要（SEN）的學生就讀於主流學校。政府因此
將2012/13學年有關特殊教育的預算開支增至
10.2億港幣，較2008/09學年的8.6億增加了逾
18%。今年財政預算案又注資四千萬成立針對
SEN學生的獎學金，資助其入讀副學士及學士
學位。

不過，立法會融合教育小組議員張超雄認
為，融合教育面臨的最大問題在於基礎中小學
教育，而非專上教育。教育界議員葉建源也提
出，由於香港教育制度注重效率，教師多只負
責一科的教學。 「美國實行通才教育，一個老
師負責幾個科目甚至全科教育，所以其在融合
教育制度推行方面，較香港要簡單很多。」而
香港要提升融合教育制度，需要投入的資源更
大。

入讀輪候期過長
早前香港中學校長會提出，主流學校在現有條件下

，做不到每個SEN學生都提供 「個別學習計劃」（IEP
）服務。一則教師人手不足，再者 「校本教育心理學家
」服務不足。該會建議政府聘請外國校本教育心理學家
，對此教育局特殊教育支援第二組首席督學黎錦棠回應
： 「教育局承諾2016/17年本港中小學全面覆蓋該服務
，但現時全世界都面臨教育心理學家不足的情況，何況
教育心理學家需要了解本港特殊教育的情況。」至於業
界有建議借鑒澳門等地區經驗，給予IEP法定地位。他
表示，IEP針對不同類型SEN學生都有不同的制定標準
，如果所有SEN學生都提供IEP，教師應付不了。談到
早前申訴專員調查發現本港入讀群育學校輪候期過長的
問題，他說教育局已手優化輪候程序。

與會的多名家長反映，為學生做心理評估的輪候時
間太長，有的甚至要等一年半才能等到。為此，有些學
童已經超過入學年齡但仍未能入學。衛生署高級醫生李
敏尤回應： 「衛生署規定六個星期內約見申請診斷家長
，六個月內為學生提供診斷。但有些較急個案需要特別
處理時，輪候時間會加長。這與本港醫療人員不足都有
關係。」

特區政府將0.88公頃的前李惠利工
業學院南面地皮納入賣地表，引起爭取
在該地建中醫教學醫院的浸大師生不滿
，當局和校方近日隔空交火。教育局等
部門連日發布聲明，以罕見強硬態度，
指摘浸大申請手法反覆，直至今年初才
撤回與尖沙咀街坊福利會合辦中醫院計
劃，轉而正式申請李惠利地皮。

估計居民將投訴不斷
在九龍城區議會上，官員重申有必

要將該地皮的 「政府、住宅及社區」改
為住宅。教育局代表稱，浸大擬建的中
醫醫院為私立醫院，政府不應作出承擔
；為迎接學制改革，政府已相繼撥款12
億予浸大，而前李惠利工業學院北面部
分地皮已留予該校作發展，新宿舍落成
後，浸大將成為本港不欠宿位的兩間大

學之一。
發展局首席助理秘書長鍾瑞琦在會

上表示，是次並非首度將未完成改劃用
途程序的土地納入賣地表，兼且必須經
過城規程序改變用途，才會將土地出售
。食物及衛生局首席助理秘書長章景星
即指，在最近才收到浸大稱，有意在前
李惠利地皮興建中醫教學醫院，但局方
暫時沒有政策批地建私營中醫院，他表
態支持浸大興建中醫教學醫院的計劃。
規劃署規劃專員龍小玉指基於與其他政
府部門溝通，認為浸大發展用地足夠，
故政府擬更改用途，認為當地適宜興建
八百呎住宅，可提供數百單位。

不過，更改土地用途的建議遭到與
會議員一面倒反對。議員劉偉榮表示，
以九龍塘臨近住宅價格作參考，八百呎
住宅售價估計突破兩千萬，對普羅大眾

來說是不折不扣的豪宅，無助基層市民
上樓。議員張仁康指出，住宅建於校舍
旁，與學生作息有差異，難免受到噪音
滋擾，外加需與學生爭行人天橋，未來
估計將投訴不斷。另有區議員稱，即使
不將地皮批給浸大興建中醫教學醫院，
亦可以留作興建其他社區設施，例如室
內運動場或老人中心等。

教學醫院培養人才
區議員蕭婉嫦指出，中醫是中華文

化精髓，特區政府近年亦看到中醫的發
展重要性。政府應該考慮浸會訴求，希
望雙方以溝通取代爭拗。

浸會大學協理副校長卞兆祥表示，
現時香港並無中醫教學醫院，學生實習
必須北上廣州，兩地醫療制度存在差異
。缺乏本地中醫教學醫院為培養本土中
醫藥人才帶來諸多不便。他承諾，如果
建成中醫教學醫院，該院將作為本港三
所擁有相關課程院校的公共實習基地。

另外，浸大近百名學生、教職員及
校友，昨天於九龍城區議會會議場外抗
議，為卞兆祥等發聲。浸大前校長謝志
偉更在報章撰文，呼籲特區政府 「應以
教育和社會長遠利益為重」，收回成命
，把前李惠利校舍整幅土地保留作教育
用途。

【本報訊】香港理工大學將於4月17日頒發 「傑出理
大校友」榮譽予香港通訊國際控股主席陳重義等七位畢業
生，以表揚他們在所屬行業中的表現及對母校和社會的貢
獻。

七位獲選者分別為陳重義、中電工程前總經理陳福祥
、雲麥郭楊建築工程顧問有限公司董事樊紹基、法國雷諾
汽車外觀設計副總裁羅偉基、時光電業董事總經理伍錦永
、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合夥人孫寶源、復康機器人技
術行政總裁徐錦輝。

「傑出理大校友」選舉由理大及理大校友會聯會合
辦，1996年首辦，至今已是第九屆，過去曾表揚50多位
來自不同專業範疇的傑出校友。理大的畢業生迄今超過
32萬。

【本報訊】記者胡家齊報道：2013年 「科學一叮
」香港區總決賽昨日在科學館舉行，香港大學的
Christopher See擊敗九名參賽者奪得冠軍。他將於6
月代表香港遠赴英國喬汀瀚科學節參與 「科學一叮」
國際總決賽。

10名於上月舉行的2013年度 「科學一叮」香港區
現場遴選脫穎而出的參賽者，需於限時三分鐘內以具
娛樂性、原創性及科學準確性的英語演說，令評判留

下深刻印象。Christopher See以腦神經為題，憑藉出
色的演說技巧、與觀眾的良好互動、適當的道具獲得
評判及觀眾好評，勇奪冠軍及 「觀眾心水大獎」。香
港城市大學的朱琳鏗及香港中文大學的林彥琅分別獲
亞軍及季軍。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物理科老師吳國輝帶同數名
中四同學觀看比賽。他認為，學生可從參賽者身上
學到演說技巧，不過比賽的科學味道就比他想像中

少。其學生認為，參賽者以流利英語
演說，從中學到不少演說技巧，參賽
者的演講內容均有別於課本知識，令
他們眼界大開。

第四次在香港舉辦的 「科學一叮」
由英國文化協會主辦，旨在鼓勵年輕科
學家運用才智及創意，將21世紀的科學
活現於大眾面前，令他們從中得到啟發
，並領略到科學的趣味。Christopher
See將獲由英國文化協會提供的免費英
倫之旅。

【本報訊】職業訓練局（VTC）轄下多間機構成
員將舉行開放日，展示訓練設施及學生學習成果，讓公
眾更了解教育培訓的優勢。其中，VTC九龍灣大樓今
日（3月8日）開放，將展出電子業、機械業、印刷業及
精密工程業的先進儀器及學生習作，並有學生即場示範
設施操作。旅遊服務業培訓發展中心（HITDC）會舉
行展覽提供業界資訊，並示範西式廚務及港式奶茶製作
等。查詢︰3552 9733

此外，屯門及觀塘的展亮技能發展中心，分別於今
日及下周五（3月15日）舉行開放日，屆時會有講座、
導賞團及職業評估服務，並安排學生作技能示範，還有
學生製成品出售。查詢：2452 8969

【本報訊】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將於3月10日至17日
期間，率領代表團前往加拿大及美國作官式訪問，特別
推介香港新學制及中學文憑資歷，以及本港作為區域教
育樞紐的角色。吳克儉離港期間，教育局副局長楊潤雄
將署任其職務。

代表團其他成員包括教育局副秘書長陳嘉琪、教育
局局長政務助理鄭健，以及考試及評核局委員會主席陳
仲尼和考評局秘書長唐創時。

代表團於3月11日至13日期間，會在多倫多與教育
官員、當地大學校董及校長，以及考評機構和學校校長
會的代表會面，亦會訪問滑鐵盧大學，以及一間社區學
院。3月13日至16日將轉往紐約，繼續第二站行程。代
表團會與教育官員，以及當地大學、國際教育協會和
World Education Services的高層代表會面，亦會訪問紐
約大學理工學院、康乃爾科技學院及哥倫比亞大學的教
師學院。吳克儉又將出席多場聚會，與當地的香港社區
領袖、商界人士、教育專家、香港留學生及有意來港升
學的學生會面。

【本報訊】實習記者陳晨報道：香港城市大學
昨舉辦 「日本福島事故兩周年──回顧與前瞻」工
作坊，香港核學會副主席何世傑表示福島事故是各
方不作為導致，毗鄰香港的大亞灣核電站有安全保
障，只要加強監管，市民可以放心。

何世傑指出， 「大亞灣核電站在選址時就有考
慮地震帶問題，對於廣東可能的地震海嘯威脅主要
來源是馬尼拉海溝。國務院報告提及假設馬尼拉海
溝可能發生最大地震是8.8級，結論是增水高度較小
，影響可控。」雖然情況樂觀，但他仍表示了自己
的擔憂，他說在日本國會調查報告中顯示，日本福
島事故很大程度歸結於人為原因，由於各方的不作

為，包括日本政府、監管機構與東京電力的勾結等
等， 「我們要以史為鑒，核輻射對香港人民所造成
的負面影響是致命的。」

城大工作坊邀請多位專家分析關於福島事故的
專家報告，與此同時，香港核學會建議香港政府積
極參與有關核安全監控，研究及風險分析；向中央
政府爭取提高所有在香港附近的核電站核安全透明
度；與內地共同努力，確保有效的應急計劃到位，
爭取建立一個獨立核緊急事故應變研究中心。據國
務院報告指出，對大亞灣核電站安全保障的改進要
求將分段在2015年底完成，確保防水淹能力為重中
之重。

▲教育局及平等機會委員會聯合舉辦的融合教育研
討會昨舉行

九龍城區議會昨日討論將
前李惠利工業學院地皮改為住
宅的申請。政府規劃專員龍小
玉表示該地適宜興建十五層八
百呎住宅，以提供多元化的住
宅供居民 「轉樓」 。但議員質
疑建成後每單位或逾兩千萬港
元，無助基層市民上樓。力爭
在該地興建中醫教學醫院的浸
會大學，派出協理副校長、前
浸大中醫藥學院署理院長卞兆
祥申述理由。卞表示，中醫教
學醫院不獲政府公營才轉投私
立，建成後住院費最低為七百
港元，不是官方所稱的二千四
百元。 本報記者 成野

浸大申建中醫教學醫院事件簿
05年

11年

12年底

13年2月

13年3月4-5日

13年3月7日

浸大爭取李惠利地皮不獲批准

浸大擬與尖沙咀街坊福利會合作，提交建議書予食衛局

政府建議將該地更改為住宅用地，並提交城規會，浸大稱震驚

浸大正式撤回與尖沙咀街坊福利會合作，續爭地皮

浸大與政府各發布態度強硬聲明

九龍城區議會討論更改地皮用途建議

【本報訊】記者劉家莉報道：2012
年首屆中學文憑試後，教育局、課程發
展議會及考評局展開新高中課程及評核

的檢討工作，部分短期建議最快下月公
布。據悉，當局計劃調整多個文憑試科
目的應考時間，例如縮短英國文學及中

國文學等科目的考試時間或精簡考核內
容，最快可於2014年文憑試實施。

考評局指出，新高中課程檢討的建
議方案已提交課程發展議會及公開考試
委員會的聯合會議審核，現正整理資料
，將於4月聯同教育局公布檢討報告及
落實各項建議詳情。據了解，短期措施
包括簡化及優化校本評核，以及調整多
個文憑試科目應考時間，減少部分科目
的題目數量，如傾向將英國文學及中國
文學的考試時間，由目前共6小時，稍
為減少半小時至1個小時。

以中國文學科為例，目前卷一為文
學創作，卷二則為文學賞析，筆試各應
考3小時。根據該科的學校檢討問卷，
建議將卷二由設5題選答3題改為設4題
選答2題，考試時間由3小時減為2小時
等。英國語文科問卷亦建議， 「為了減
輕考生的壓力，一日內將考試時間縮短

為5.5小時」。根據檢討問卷，當局亦
提出延長部分科目的考試時間，例如經
濟及地理科部分試卷增加15分鐘。

擬統一計分標準
另一方面，第二屆中學文憑試即將

展開，考評局秘書長唐創時昨日於傳媒
午餐會表示，為方便教師參與閱卷，局
方將於今年增設兩個短期的評核中心，
包括向將軍澳的基督教宣道會宣基中學
借用課室，設立20台電腦，以及於沙田
的香港教育城總部設立約90台電腦，方
便閱卷員到區內的評核中心閱卷。

此外，目前八大院校在文憑試考獲
等級的兌換分數迥異，考評局正與教育
局及各大學商討統一文憑試的等級換算
方法，例如以5**等於七分，5*等於六
分，餘此類推，方便學校和家長為考生
換算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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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專家籲監控大亞灣

吳克儉訪美加推介新學制

理大表揚七傑出校友

職訓局今起辦開放日

◀左起：2013年 「科學一叮」 香港
區 總 決 賽 季 軍 林 彥 琅 、 冠 軍
Christopher See、亞軍朱琳鏗

本報記者胡家齊攝

科學一叮港大奪冠

◀昨日，浸會大學逾
百名學生、教職員及
校友，於九龍城區議
會會議場外抗議

本報記者
黃洋港攝

▶考評局
正與教育
局及各大
學商討統
一文憑試
的等級換
算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