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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關注上帝粒子的英國理論物理學家兼馬克士
威獎得主約翰．艾理斯（Prof John Ellis），應全球鋁生產
商UC RUSAL（ 「俄鋁」）與香港科技大學邀請，本周五
在科大林護演講廳的俄鋁校長論壇主講，分享畫家高更（
Paul Gauguin）的著名畫作 「我們是誰？我們從哪裡來？我
們往哪裡去？」所提出的問題與答案。

艾理斯是粒子天體物理學的先導者，研究粒子物理學
與宇宙學之間的聯繫介面。他撰寫近1,000篇科學學術論文
，獲引述超過5萬次，是全球獲引述次數第二高的理論物理
學家，現時致力了解歐洲核子研究中心發現近似希格斯玻
色子的粒子。他表示，希格斯玻色子是現代物理學最熱門
的研究範圍。物理學標準模型，有如巨型拼圖一樣能解釋
所有基本粒子物理，而希格斯玻色子就像拼圖正中央或缺
的一塊。有關假設於50年前提出，物理學家過去30年來一
直致力尋找希格斯玻色子，這亦是歐洲核子研究中心大型
強子對撞機的最重要任務之一。

一年兩度的俄鋁校長論壇由科大高等研究院主辦。

【本報訊】實習記者許玥報道：香港中文大學於昨日舉
行第二期 「綠識辦」啟動儀式，將計劃推廣至教學部門及研
究單位，共同履行以節約能源、源頭減廢為主的環保行動。
同時推出 「Bring Your Own」概念，呼籲減用樽裝水。

第二期的 「綠識辦」吸引了中大所有八個學院及新加入
的教研部門參加，至今已有超過一百個辦公室成員參與，涉
及教職員及學生四千餘人。

參與者承諾實踐包含32個條目的「綠識辦行動清單」，從
節約能源、減少廢物、環保採購、提高環保意識及參與四方
面做出行動。具體內容包括：離開辦公室前關燈及電腦，將
空調調至省電溫度，減少紙張使用，使用環保文具用品等。

除了節電外，中大也十分注重減廢。大學將推行一系列
珍惜食物教育活動，並在七個人流最高的食堂添置廚餘處理
機，處理後的廚餘可用做肥料。另外，今年中大將至少有一
部電動校車投入運行。

與第二期啟動儀式一起舉行的，還有 「自備杯子」（
Bring Your Own Cup）茶會。中大校長沈祖堯亦參與由中
大多個辦公室成員一同拍攝的 「環保由心出發」短片，帶動
「Bring Your Own」文化，呼籲大家自帶水杯、餐盒、購

物袋，從 「心」開始注重環保。

開展青少年活動，必須從青少
年的需要眼，按照青少年的特點
和愛好，採取生動活潑的形式，力
求豐富多彩。

組織參觀、訪問、交流、聯歡
、遊覽等旅遊活動，對青少年很有
吸引力。記得上世紀七、八十年代
，香港中旅社每年暑期均舉辦多條
內地線路的師生旅行團，由於它們
別具特色，頗能滿足師生的願望，
加上收費又很便宜（獲得港中旅及
內地有關部門的優待），因而大受
歡迎，師生踴躍報名，各 「熱線團
」早就爆滿，此情此景，令人印象
難忘。後來不知何故，師生團停辦
了，殊為可惜。

內地與港日趨密切
香港回歸之後，鑑於香港和中

國內地的關係日趨密切，不少學校
和社團紛紛組團到內地參觀或考察
，師生們反應是良好的。足見無論
當年的師生旅遊團抑或現時的訪問
團，都是青少年喜愛的活動，值得
大力推廣。

參觀訪問就是生活體驗，藉此
能擴闊視野，增廣見聞，可補課堂
教學之不足。課堂知識經過學生的「
生活體驗」，會變得更豐富、更深刻
。這種體驗使 「耳聞」、 「目睹」
和 「親自參與」都能結合起來，箇
中有靜有動、亦莊亦諧，由此到彼
，從表到裡，又得到群體生活的薰
陶，自然具有較大的感染力。過去
無數實踐告訴我們，安排這一類參
觀訪問活動，總會取得良好的效果
，這應成為學校教育不可或缺的成
分，也是國民教育的重要形式。

最近，國教的反對者將矛頭對
這種活動，硬指它具有 「單向性
的偏頗」，當然又是無中生有的抹
黑。他們既無視多年來這種活動獲
得師生支持的事實，又以演繹的手
法肆意加以歪曲。日前十一屆全國
政協主席賈慶林說一聲支持政協委
員組織這種活動，竟然觸動了反國
教者的神經。他們呱呱大叫，驚呼
「國教恐重來」，胡說此乃 「單方

面灌輸愛國情懷」，又指 「夾硬
係唔得」，還要求立法會議員審查

教育的有關撥款，而政府則須交代
「國情參觀團」的具體情況，以免

有人藉此向學生宣傳 「公式化的愛
國思想」。賈主席的一句話被演繹
出這麼多東西，恐怕只有對國教又
怕又恨的人，才會這麼離譜！看來
今後他們還會玩弄這一套演繹法，
並對參觀訪問團實行 「監督」，我
們應洞悉其謬誤，排除其阻力。

洞悉謬誤排除阻力
組團到內地參觀訪問，由來已

久，因而積累了許多經驗，其中最
重要的有以下幾條：

（一）組團目標要鮮明，使參
加者了解活動純屬參觀訪問的客觀
性質，絕非帶有偏頗的單向性。可
藉活動而認識國情，但非煽情。

（二）要因應學生需要和興趣
組團，有的側重遊覽，有的側重交
流，有的側重考察，有的則兼顧各
種內容。

（三）活動完結後，可總結經
驗，交流心得，但不作 「情感評估
」或 「活動考核」。

（四）組團要具透明度，使參
與的師生和家長對活動的目標和內
容都能詳細了解，並得到他們的認
同。

（五）堅持自願的原則，絕不
強迫學生報名參團。

（六）組團如得到資助，可以
吸引較多學生參與，特別有助於家
境困難的子弟解決經費問題。

（七）如能獲得內地有關方面
的支持和配合，可使參觀訪問活動
更豐富，接待更周到，行程更順利。

青少年參訪內地值得推廣
資深教育工作者 桂 松

上帝粒子專家科大開講

閱讀卷試題考起作者

中大推綠色辦公室

綜合卷考學生視野

考評局跟進 若屬實罰成績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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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公然違規考場影相

堂堂正正談國教

文憑試主科筆試在本周展開，七萬多名考
生於過去兩日迎戰四份中文考卷，今日則轉戰
通識科。

昨日，中文科聆聽卷及綜合能力考試完結
後，網上討論區流傳一張社交網站截圖，一名
名為Nicole Chan的用戶上載一張於屯門恩平
工商會李琳明中學相片，相中可見到一張准考
證及張貼在桌上的座位編號。

相中可見座位編號
她留言稱 「琴日就167（試場座位編號）

，今日就169，中文筆試就甘（咁）完結。兩
份比重較重卷就係甘（咁）死了，唉，對其
表現極之失望！」從相片可見，該名用戶准考
證上的名字與其社交網站用戶名合，試場編
號亦清楚寫169。

由於《考生手冊》列明考生不得在試場內
攝影，若事件屬實，該名學生的科目成績會被
降級處理。去年首屆文憑試違規個案共有579
宗，其中有三名考生於試場內拍攝及將電腦條
碼照片上載互聯網，結果被罰降級。

去年三個案罰降級
該名考生自拍編號169的照片和言論一上

載，隨即成為討論區熱點話題，多名網民紛紛

幸災樂禍，不少人甚至以動畫名句 「人類總要
重複同樣的錯誤」贈興，又有網民直斥該考生
「傻」、 「冇腦」，更有網民慨嘆 「每年都有

呢傻仔」。
蘇浙公學中文科主任陳匡正表示，在試場

不准拍照的規例有 「走盞位」，若該名考生能
證明自己是在派卷前或收卷後才拍照，或能避
過降級處分，但最終仍須由考評局定奪。對於
每年都有考生在試場拍照並放上網，她認為有
關考生是希望挑戰權威，抱 「你唔畀我做，
我就做畀你睇」的心態。

抱挑戰權威心態
考評局回應稱，會調查有關個案並交由常

設委員會作跟進及處理。局方發言人表示，《
考生手冊》已列明，在任何考試中，考生不得
在試場內攝影、錄音或錄影，違規考生會被扣
分。若考生將有關相片或紀錄公開展示，其科
目成績會被降級，局方已透過不同渠道多次提
醒考生有關規定。截至目前，考評局暫時接獲
一宗相關個案。

第二屆文憑試主科筆試開考僅兩日，就有考生公然違規，涉嫌在試場拍照
並上載至社交網站炫耀。考評局發言人表明會調查有關個案，違規考生的成績
或會被降級。有資深老師認為，若該考生能證明自己在派卷前或收卷後才拍照
，或能避過降級處分，但最終仍須由考評局定奪。 本報記者 胡家齊

近年資助夜中學
獲發還租金津貼

學年

2010/11

2011/12

2012/13（註）

註：截至2013年2月
資料來源：教育局

金額（萬）

103

88

56.3

【本報訊】記者呂少群報道：政府資助的夜中
學面臨萎縮，全港十五個指定中心有三分一收生不
足而停開，承辦機構獲發還的租金津貼也由逾百萬
遞減至大約八十萬。教育局將為九月新合約重新招
標，成人及持續教育協會副會長張民炳重申夜校無
利可圖，不可只看收生數字而忽視其存在價值，畢
竟能為弱勢社群提供出頭天的第二次機會。

第二屆文憑試主科考試本周開考，近八萬多名
考生中，逾百人來自政府資助夜中學。教育局在八
年前把夜官中外判，以招標方式委託團體承辦夜間

成人教育課程，2010/11至2012/13學年有六個非牟
利辦學機構中選營辦十五個指定中心，由於收生不
足而有六個中心開不成，餘下九個中心則由保良局
、路德會、馬錦明慈善基金和港專負責，有關中心
位於官立中學校舍，例如港專營辦的四個中心是九
龍工業學校、伊利沙伯中學、何東中學和荃灣官立
中學。當局透過發還租金資助有關機構營辦資助夜
中學課程，但統計顯示發還租金由百餘萬減至去年
的八十八萬，今年截至二月則為五十六萬元。（見
附表）

相對以往的官立夜中學，教育局近年以發還學
費方式資助學生，分為三成、一半和全額，例如夜
中六課程全年一萬元，發還三成學費即退回三千元
，餘此類推。前年有九百二十五人獲發還學費，去
年減至八百三十七人。至於獲資助的夜中六學生，
去年首屆文憑試計二百零二人獲資助，涉及九十萬
元，其中五十八人獲全額退還學費。今年第二屆文
憑試申請結果尚待整理。

協助弱勢社群需要
對於資助夜中學的收生和營運前景，夜校出身

的成人及持續教育協會副會長張民炳坦承有隱憂，
但他認為夜校確有存在價值，在協助弱勢社群的歷
史角色仍在，社會仍有新來港人士，以及為數不少
的中年人和中途醒悟要讀書的青少年，要給予條件
裝備他們以適應社會轉變，不能貿貿然因為收生不
足而停辦資助夜中學。

張民炳指出，近年入讀夜校的學生趨於年輕化
，二十來歲，頗有書到用時方恨少的醒覺，不少則
是追不上日校程度或公開試失手，正尋求第二次翻
身機會。 「夜校無利可圖，肯參與營辦的大多有心
。算算經濟帳，一個夜中六學生一年學費一萬元，
機構就靠此維持營運，包括教師薪金，校舍租金等
開支，而政府給予日校中學生的平均資助額是四萬
元以上。」

張民炳又透露資助夜中學的處境，除了課時不
足，還欠缺學科支援， 「夜校連電腦室也沒有，許
多東西做不到，最簡單校本評核就做不了登分等工

作，至於想申請場地辦活動或比賽
，則常常受日校限制，非常不公平
。有官校校長甚至講出夜校借用教
室以外地方做什麼的鬼話！」

教育局與認可辦學機構的 「指
定夜間成人教育課程資助計劃」營
辦課程合約將於今年8月完結，發
言人稱將公開邀請有意開辦夜中學
課程的非牟利辦學機構參加下一期
計劃。張民炳呼籲當局在審批新合
約時，給予夜中學更多支援，在場
地租借上給予適當彈性。

資助夜中學營運萎縮

學界籲勿側重收生數字

▲教育局與認可辦學機構的 「指定夜間成人教育課程資助計劃」 營辦課程合約將於今
年8月完結，9月新合約重新招標

▶網上討論區流傳一張社交網站截圖，相
中可見到一張准考證及張貼在桌上的座位
編號

編者按：本版逢星期三
設立 「堂堂正正談國教」 專
欄，歡迎教育界和社會人士
來稿，圍繞國民教育的原則
、形式、內容和取材各抒己
見。來稿請寄：北角健康東
街39號柯達大廈2期3樓大公
報教育版，或傳真：283451
04。

【本報訊】文憑試中文科卷三聆聽能力及卷五綜合
能力於昨日開考。有資深中文科老師指出，兩份卷的難
度較去年淺，只有個別文字題能考起學生，又稱讚卷五
試題 「出得不錯」，有助分出學生高低。

蘇浙公學中文科主任陳匡正認為，本屆聆聽卷的選
擇題增加，令試卷難度降低，其中一題八分選擇題要求
考生判斷四名古人的取名方法更是非常簡單直接，笑言
「唔瞌眼一定晒」。她表示，試卷較困難的部分在

於文字題，例如有一題問考生關於偷換概念，但考生未
必聽過該名詞。而另一題問題問及錄音中人物的立場，
該人物在錄音中運用了引導式問題、反問等手法，學生
未必能了解他的立場。

卷五綜合能力方面，陳匡正認為，去年試卷提供給
學生的資料繁複，學生要花時間選擇有用材料，往往因
此浪費大量時間，本屆試卷提供資料則較去年簡單，學
生容易擷取資料完成試卷的第一部分。她認為，第二部
分要求考生就大學選科表達己見並加以論證，稱讚試題
可考核學生視野，分辨學生高低， 「考生要就自己身份
、背景，用三個角度寫出建議，有一定難度。」

【本報訊】周一開考的文憑試中文科閱讀理解卷兩
篇白話文考材分別為香港作家黃國彬的《說誓》及台灣
作家張曉風的《我交給你們一個孩子》。兩位作者昨接
受電子傳媒訪問時同稱，不懂得回答試卷所設問題。

閱讀卷中其中一題選擇題問考生《說誓》的第二、
三段用了什麼寫作手法，文章作者黃國彬也未能選出正
確答案， 「我就算答也不會準確，因為寫的時候沒想過
，所有技巧可能同時出現。」又有兩題選擇題則問《我
交給你們一個孩子》其中兩句的節奏和語調有何不同，
該文作者張曉風亦表示難以抉擇， 「這是一種情感，可
是不一定是把它放在節奏裡面。」她又說，自己去考自
己的題目也不見得有辦法考得很好。

兩位作者同稱，考評局沒有徵詢他們對文章的理解
，他們也不知道試題的標準答案。他們又說，每個人對
文學的理解都未必一樣，因此很難以選擇題考核學生。
張曉風直言，選擇題 「比較麻煩」， 「文章有時候不是
讓你來選擇的，是讓你有讀後的感想。文學本來是充滿
生命力的，可是到考試的時候就變得很死板。」

考評局回應稱，有關題目並非要考核學生是否熟悉
作者風格和寫作原意，而是不同層次的閱讀能力。局方
選題時要將試題保密，故一向都不會徵詢作者。

最高 20 ℃
最低 17 ℃

間中狂風雷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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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測
密雲
驟雨
天晴
多雲
多雲
有雨

最低
16
14
4
5
4
5
9

10
12
21
19
1

11

最低
13
12
5

10
5
5

最高
20
20
14
16
14
18
18
20
16
23
24
9

18

最高
17
19
20
22
2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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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雲
煙霞
雷暴
驟雨
有霧
天晴
大風
多雲
驟雨
多雲
有雨
雷暴
有雨

預測
天晴
多雲
天晴
天晴
天晴
有雨

最低
27
27
25
16
12
10
7

13
8
6
4
6
4

最低
3

-5
8

-2
-5
13

最高
33
36
32
25
24
24
21
27
11
14
7

13
11

最高
19
14
21
15
9

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