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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高校招生下周一報名
每人可選四間 最低要求2211

文學卷考熱門題目

【本報訊】中文大學校董會通過院長遴選委員會的
推薦，委任前副校長黃乃正為理學院院長，任期五年。

黃乃正於1973年在中大取得一級榮譽理學士學位，
隨即赴英國倫敦大學學院進修，1976年獲頒哲學博士學
位，曾於美國哈佛大學、英國倫敦大學學院、中國科學
院上海有機化學研究所從事研究。他在1983年返回中大
任教，於1996年升任為化學講座教授，曾擔任化學系系
主任、新亞書院院長、中大副校長等職位，去年9月起
出任理學院暫任院長。他在2011年獲教育局委任為研究
資助局委員，任期兩年。

黃乃正的研究專長為天然及非天然化合物之有機合
成，現為中國科學院上海有機化學研究所滬港化學合成
聯合實驗室管理委員會主席，並出任多所內地大學的客
座及顧問教授。他曾獲中國國家自然科學二等獎、香港
裘槎基金會傑出研究獎，並分別於1999年及2004年獲選
為中國科學院和世界科學院（前稱發展中國家科學院）
院士。

【本報訊】記者胡家齊報道：第二
屆中學文憑試筆試昨日煞科，2771名考
生應考中國文學科。資深中國文學科老
師指出，是次試卷出題大路而平實，主
要考核學生對文本的理解及典型的寫作
手法，難度適中。他反對取消寫作卷的
片段寫作部分，認為可訓練基本功。

福建中學（小西灣）中國文學科主
任謝世杰表示，文學賞析卷所出都是熱
門試題，涉及課文無一與去屆重複，問
題主要考核學生對文本的理解，額外篇
章深淺程度亦適中。

寫作卷方面，二選一的長文題目分
別為 「我和我的書桌」及 「過關了」。
謝世杰認為題目平實，學生獲取高分的
關鍵是能否從生活瑣事中表現高遠立意
。片段寫作兩題必答題則要求考生描寫
一名考生於中文口語考試中沒有發言的
窘態，及以一種動物描述自己在家中的
狀況。謝世杰分析，前者以肖像描寫為
主，後者則是詠物，考核學生各種修辭
手法。

早前，教育局發表新高中檢討報告
，建議文憑試中國文學科寫作卷取消片
段寫作，考試時間由三小時減為兩小時
，文學賞析卷由設五題選答三題改為設
四題選答兩題，考試時間由三小時減為
兩小時。兩卷佔分比重不變。謝世杰認
為，減少考試時間無可厚非，但片段寫
作是訓練基本功的好辦法，不應為遷就
部分學生而作罷。

議取消片段寫作
本屆文憑試筆試已全部完成，中文

科續成學界箭靶，師生普遍認為缺乏範
文令中文科漫談無根，學生溫書無範圍
、無目標，失去學習動機，支持重設範
文的呼聲愈來愈大。而以選擇題考核閱
讀理解亦引發熱議，有作家指出每個人
對同一篇文章都有不同感受，質疑以選
擇題考閱讀能力是否恰當。為回應學界
訴求，教育局早前宣布會設立小組，研
究重設文言文範文，最快於明年9月的
中四落實。

【本報訊】香港理工大學將於本周六下午在校園為
報讀2013/14年度全日制學士學位及非學位課程之申請
人舉辦諮詢日。諮詢日將提供理大最新課程資料，應屆
聯招申請人可於5月21日或之前更改課程選擇次序或增
加課程選擇。詳情可瀏覽網址：http://www.polyu.edu.
hk/as/conday2013/。

【本報訊】教育局將於明日及本周日在九龍灣國際
展貿中心舉辦 「多元出路資訊Show 2013」，為中學畢
業生提供不同出路的資訊。展覽會將設有30多個攤位，
介紹各間專上院校提供的 「大學聯合招生辦法」以外的
全日制經本地評審專上課程、毅進課程、職業教育課程
、經評審專上課程資料網（iPASS）、專上課程電子預
先報名平台（E-APP）和 「e導航」。學友社、青年協
會及基督教女青年會亦會在場為同學提供升學及就業輔
導。

「別害怕輸在起步
線上」，這是很多親子
講座上常聽到的鼓勵話
，但對於基層家庭來說

則如咒語一樣。最近，再有調查顯示窮學生對升讀大學
或成為專業人士的信心都較低，原因可能與經濟和信心
阻力有關。

報章報道，中大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劃（PISA）
香港中心早前發布有關中學生追蹤研究結果，發現來自
草根階層（社經地位最低10%）的學生，無論是期望升
讀大學的比率，還是期望從事專業工作的比率，均遠低
於最高階層（社經地位最高10%）學生，如在去年，富
學生中有81%期望升讀大學，窮學生只有35%。

基層家庭的孩子連適合學習的基本環境也難以滿足
，根本沒有能力參加各類型學術精英班，更遑論那些動
輒花費過萬的遊學團，在現今香港追求多元智能又要有
通識學問的教育制度裡，這班基層家庭子女其實難以生
存。

這種現象其他國家早有研究，某些名牌大學也會為
基層的學生提供入讀優先權和增加學分以幫助入讀，就
如美國的哈佛大學也有專人到各地中學，尋找資優的窮
學生。這些政策是值得參考和借鏡，對於環境及資源較
缺乏的家庭，可能就是脫貧的機會。

香港可能一下子無法仿效上述政策，但現有的關愛
基金也能對基層家庭伸出援手，希望政府和社會人士都
能繼續支持，甚至加大力度投放資源，例如給予幼童實
際的經濟援助，讓他們有機會得到功課輔導或託管，亦
讓為口奔馳的父母可以安心工作。政府向商界推廣除作
經濟援助之餘，也開放職位讓一些基層家庭高中學生得
到實習機會，使他們有更多機會接觸各種專業，造就在
社會向上流的機會。

【本報訊】大公報、教聯會和香港學者協會合辦的
五月教育沙龍，主題為 「再思香港教育的未來」，定於
五月二十二日傍晚開講，請來前教統會委員戴希立、香
港專業進修學校校長陳卓禧和教聯會副秘書長林樂主講
，學者協會副主席譚鳳儀主持。

今年香港財政再傳盈餘六百多億的喜訊，但教育
預算佔公共經常開支的比例，由2012年的21.3%跌至今
年的20.4%；教育局及教資會兩大教育大戶分別被削減
實質開支12.4%及5.3%！相對於台灣、韓國等擴大資源
提升國民教育水平，香港不加反減，值得反思，行之
多年的 「睇食飯」理財應予檢討。以 「再思香港教
育的未來」為主題的教育沙龍，廣邀學界朋友與講者
對話交流。

教育沙龍安排如下：5月22日（星期三）下午6時至
8時，在教聯會所（九龍旺角道33號凱途發展大廈17樓
，近港鐵旺角站A2出口）舉行。留座電話：27703918
（江先生）。

【本報訊】記者成野報道：針對本港副學位課程收
費隨通脹不斷提升，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昨日舉行記者
會，建議政府以學券形式資助副學位學生。學券面值可
考慮現時學費中位數。

世界經濟論壇發表的競爭力報告指出，香港大學生
佔人口比例低至五十三位。應此，教聯會昨日建議，政
府應檢討專上教育政策，應增加副學位畢業生銜接學士
學位的資助。

教聯會副主席胡少偉表示，本港副學位課程收費不
斷提升，各專上課程學費今年平均加幅百分之五至十。
基層家庭難以負擔。早前有專家估計，今年將有八千個
副學位課程未能招收學生，將衝擊不少院校的生存。他
表示，政府應對副學位課程有所承擔。可以學券形式資
助。

教聯會亦建議，政府擴大資助香港學生入讀境內外
學位課程、協助院校興建學生宿舍村、與國家教育部簽
署兩地認可副學位課程，同時容許自資院校招收更多非
本地生。

談及副學位認受性低，面臨就業還貸皆不易的尷尬
局面。教聯會理事陳卓禧表示，不能放任市場主導，應
鼓勵開設市場需要且當前缺乏的課程，亦應給有意報讀
的學生提供包括各專業就業率在內的資訊，減少資源錯
配。

文憑試筆試煞科

理大聯招諮詢日周六舉行

教局明辦升學就業展覽

教聯倡學券資助副學士

黃乃正任中大理學院院長

教育沙龍月杪開講

關愛基金助基層學生升學
全國人大代表暨新界社團聯會理事長 陳勇

教育來稿
全港今年文憑試考生超過七萬人，但資助大學學

位仍然只得一萬五千個，接近六爭一的局面。為擴展
港生升學出路，國家教育部繼去年後再度允許港生只
以文憑試成績就可免入學試升讀內地大學，參加院校
更由去年的六十三增至今年的七十間，包括全國名校
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復旦大學等，接受2013年文憑
試或高考的應屆考生申請。

參加院校增至七十間
教育局發言人稱，考生須於5月6日至6月6日期

間登入聯招辦的免試招生報名網址（www.ecogd.edu.
cn），已報名者須於6月7日至6月30日期間作現場確
認。根據招生程序，各院校將根據考生報考資料安
排面試，8月上旬進入錄取階段，各院校將於8月上
旬公布錄取名單，並將於8月9日至10日根據招生情
況作補錄。

錄取方式方面，今年會由 「平行志願」改為 「順
序志願」。在去年計劃下，考生可報考4所志願院校
，各校採平行錄取，即考生可同時獲4校錄取。為避
免學額浪費，今年免試錄取計劃改用 「順序志願」，
即報名時要按優先次序選擇4所志願大學，錄取時會
按序送往第一、第二、第三和第四志願院校，每人只
獲一所院校錄取，希望令更多港生可考上心儀院校。

最低錄取標準方面，中英數通識4核心科目成績
須達 「3322」，同本港大學入學要求一樣；而報考藝
術及體育類專業標準則下調為 「2211」。 「校長推薦
計劃」今年亦會繼續實施，以照顧於體藝及社會服務
方面有專長的考生，每所中學可推薦3位學生，獲推
薦者錄取標準可微調至 「3232」。

中醫藥大學受熱捧
資料顯示，全港去年有逾6,200名學生報讀內地院

校，由於眾多考生臨陣放棄，最終只得971人獲錄取
，其中廣州的暨南大學派出259個名額，屬各校中最

多，佔首屆971個錄取名額約27%。中醫藥大學也受到
港生熱捧，7所中醫院校共派出137個名額，單是北京
中醫藥大學及廣州中醫藥大學已佔去128個。根據教
育局的首屆新高中畢業生出路調查，有7%學生選擇境
外升學，在前往境外升學的學生中，25%赴英國，其
次22%是往內地升學。

此外，教育局和學友社聯合編製《內地高校免試
招收香港學生指南》，提供有關計劃及內地升學的全
面資訊，包括載列所有參加計劃院校的資料、學科選
擇、選科策略，以及畢業生分享等，詳細可瀏覽
www.edb.gov.hk/expo12。

【本報訊】隨第二屆中學文憑試接
近尾聲，考生再度為升學出路籌謀。今年
參與免試招收港生的內地院校增至70所，
新增者包括北京外國語大學、同濟大學。
考生可由下星期一（5月6日）起在網上預
先報名，每人可填寫4間心儀院校。為免漁
翁撒網式報讀造成學額浪費，當局改採 「
順序志願」 收生，又放寬體藝類科目的最
低錄取要求至 「2211」 。

明光社性價值觀調查
觀看色情資訊與約會中性交的關係

約會沒有性交學生

約會有性交學生

沒有觀看
色情資訊

59%

20%

甚少觀看
色情資訊

23%

22%

慣性觀看
色情資訊

18%

58%

性知識來源途徑及效用評價

獲取性知識途徑

老師

同學／朋友

電視／電台／電影

互聯網

報章／雜誌

媽媽

爸爸

資料來源：明光社

選擇學生
比例

75%

66%

61%

59%

51.1%

41%

22%

認為有效
的學生比例

62.9%

43.5%

35.3%

39.3%

29.8%

45.3%

33.4%

【本報訊】記者彩雯、姜黎報道：明光社調查指
出，本港約一成受訪中學生有性行為，其中近六成慣
性看色情資訊，有4%的學生甚至天天看。曾為中學校
長的樓曾瑞認為教育局應設立一套完整的性教育課程
，除了性行為的安全性，還應包含性價值觀教育。不
過，風采中學副校長何漢權表示，課程緊迫令學校缺
乏時間推行性教育。

明光社今年一至三月展開 「中學生性價值、態度
和行為問卷調查」，訪問11間中學的三千三百多名中
二至中五學生。結果顯示，約867個曾經約會的受訪
學生中，一成人曾有性行為。其中近六成慣性觀看色
情資訊，甚至有4%是天天在看。沒有性行為的受訪學
生比有性行為的學生，對倫理與婚姻及父母關係的評
分高出0.4分。

3%青少年有性行為
受訪學生中，近七成反對婚前性行為，九成不接

納有多個性伴侶，且八成七不接受婚外性行為。價值

觀亦有助其對色情資訊的抵制能力，其中近六成沒有
觀看相關訊息，約兩成甚少觀看。不過，學生的宗教
信仰對其性價值觀沒有顯著影響。

調查中，約75%受訪者獲取性知識的首要及最有
效來源是老師，互聯網佔約七成。父母反而成為十個
候選途徑的最後兩位。明光社董事會主席樓曾瑞表示
： 「雖然父母不是最主要的性知識來源，但對倫理與
婚姻及父母關係等價值觀的高評價，反映父母對學生
的性價值觀有不可忽視的影響。」

相對於美國約45%青少年發生性行為，香港僅為
3%。明光社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吳庭亮認為
，雖然本港青少年發生性行為的情況不及美國，但資
訊普及下，應檢討現行《淫穢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
執行中的漏洞，以保障相關數字保持穩定甚至降低。
「不能將歐美國家的性教育照搬香港。西方國家較注

重性安全教育，香港學生發生性行為的比例較歐美有
很大差距，所以應更注重如何處理戀愛關係、生命倫
理方面的教育。」樓曾瑞建議教育局建立整套的性教

育體系，不僅僅是性安全教育，還應該包含價值觀教
育。 「家長要在性價值觀教育中發揮作用，不要因工
作忙碌而忽視對子女的性教育。」

學校普遍注重性教育
風采中學副校長何漢權表示，學校普遍注重性

教育，與網絡歪曲負面的性知識相比，學校是對學
生進行正面引導。多元的性教育包括對學生性價值
的影響及對性知識的引導，例如與學生探討貞操問
題，對待兩性態度，戀愛和性愛的區別等。社會日
漸開放，除傳統生物課上涵蓋的性教育內容外，學
校還適時邀請衛生署專家給學生講述性知識，包括
避孕套的使用等。

「學校希望告訴學生何時適合戀愛，如何互相
尊重，並讓學生認識到性是神聖的行為。」何漢權
表示，目前遇到的主要困難是課程緊迫，時間壓縮
嚴重，學校難以用足夠的時間進行性教育這個重要
話題。

六成中學生慣看色情資訊

▲左起：明光社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吳庭亮、明光社董事會主席樓曾瑞、副總幹事傅丹梅
本報記者彩雯攝

▼▼今年參與免試招收港生的內今年參與免試招收港生的內
地院校增至地院校增至7070所所，，新增者包新增者包
括北京外國語大學括北京外國語大學、、同濟大學同濟大學

▲第二屆中學文憑試筆試昨日煞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