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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克儉籲商界助港生內地實習
【本報訊】教育局局長吳克儉繼續在北京的訪問行
程。他昨日與北京市教育委員會主任綫聯平及在京的香
港商界及專業人士會面，並呼籲他們支持香港學生，為
學生提供在內地實習的機會。
吳克儉首先前往北京市教育委員會，與教委會主任
綫聯平會面，就廣泛的教育議題交換意見，包括本港及
北京的教育改革及課程發展情況，和深化兩地的教育交
流及合作。他其後與在京的香港商界及專業人士聚會，
了解他們在個人、家庭及工作各方面所遇到的機遇與挑
戰，和對於教育及人力發展的看法。他呼籲商界及專業
人士支持香港學生，為學生提供在國內實習的機會。
「2013年香港教育界國慶訪京暨專業交流團」亦分
組探訪了多間中小學及幼稚園，包括北京十一學校、北
京市第一五九中學、北外附屬外國語學校、北京師範大
學實驗幼兒園及東方劍橋幼稚園，在校內進行交流及觀
課。交流團成員今晚會再集合進行深入討論，分享及總
結經驗。

九成受訪者喜歡上體育課
【本報訊】記者毛依文報道：香港電台日前舉行《
體育的風采─運動場成長路》節目啟播禮，並公布
「
我們的體育課」調查結果。該調查顯示，近九成受訪
者喜歡上體育課，其中八成非學生受訪者認為學生時代
體育課對自己有正面意義。
香港電台於今年9月2日至13日通過網上問卷調查形
式，對296位市民進行有效訪問，了解他們對體育課的
看法。結果反映，約六成受訪者認為理想體育課節數為
每星期二至三節，與現行教育制度下體育課時相仿。
受訪者中，近九成（89%）表示喜歡體育課，其中約
八成非學生受訪者認為學生時代體育課對他們有正面意
義，幫助建立對體育的興趣及培養運動習慣。另外，現
時在校學生中，五成半表示學校體育設施和場地不足。
香港浸會大學體育系副教授雷雄德指出，與歐美體
育課程比較，大眾心目中理想體育課節數與國際水準仍
存差距。他表示，香港教育局關於體育課的課程綱要是
全面， 「
但不幸的是每間學校場地設施不同，老師水平
參差，導致學生在體育方面所受訓練不同」。
但雷雄德指出，體育課主要功能是教授學生體育知
識，幫助他們培養對體育的興趣和了解，讓他們於課外
能自己參與體育運動，達到終身運動的目的。

科大首辦家長日
逾3000家長出席
【本報訊】香港科技大學昨舉行首屆家長日，逾3000
名家長出席，參與座談會、校園導賞、參觀學生宿舍等
活動，了解學校資訊。不少學生未有陪同父母出席，有
家長指是子女不想被人認為自己有直升機父母所致。
兒子剛入讀科大一年級的蘇太昨日連同親戚朋友到
科大出席學院簡介會，並參觀校園與老師聊天。她坦言
，兒子不太情願她出席家長日，但她堅持要多了解兒子
所讀學校。她認為，有關行為不算是 「
怪獸家長」的表
現。
科大表示，明年很可能會再辦同類活動，但是否稱
為家長日、模式如何等，會再作研究。

科大資訊日逾3萬人參觀
【本報訊】科技大學前日舉行 「本科入學資訊日
2013」，協助大學本科課程申請人為未來發展作好準備
，參觀人次超過30,000。是次科大資訊日安排逾60個入
學資訊及課程講座，涵蓋理學院、工學院、工商管理學
院、人文社會科學學院和跨學科課程事務處的課程及特
色，包括 「
聯招入學策略」、 「入學 『
工』略」、 「
工
商管理課程簡介」等，協助學生認識聯招及非聯招的收
生要求、入學安排及遴選過程。
由於學校採取學院制收生，本科招生及入學事務處
以及各學院設立多個問答環節，由教授、學生大使及職
員即場介紹有關特色及解答疑問；就業輔導中心亦介紹
了學生和畢業生的發展情況、優勢及如何作妥善裝備應
付未來發展挑戰等。
理學院及工學院接近20個實驗室，包括機械人控制
實驗室、工業自動化實驗室、海岸海洋實驗室等，亦同
時開放，讓參加者從不同角度認識科大之餘，可了解各
項領先國際的教研領域及研究項目。大學亦開放了圖書
館、宿舍、康體及資訊科技設施等予公眾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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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政治題影響考生成績

▲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左）與北京市教育委員會主任
綫聯平（中）會面，就教育議題交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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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測 最低 最高
驟雨 23 27 馬尼拉
驟雨 22 27 曼 谷
密雲 15 21 新加坡
多雲 16 25 悉 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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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雲 19 27 紐 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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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晴 19 32 蘭 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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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雲 16 27 烏魯木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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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指近半考卷評分差異大
香港通識教育會以 「佔領中環」 擬題，為673名中學生舉辦通
識科模擬考試，發現大部分考生概念混淆，誤以為合法的遊行及示
威請願都是 「公民抗命」 ，而且考生整體表現欠佳，合格率僅52%
。在要求考生陳述個人立場的題目中，有45%考卷評分出現明顯差
異。該會建議考評局在評分準則列出更多考生可能舉出的論據，設
法收窄評分差異。
本報記者 胡家齊
通識教育會於9月28日為來自49間
中學673名中學生舉辦三場 「新高中通
識科模擬考試」，測試新高中學生的學
習成果及讓老師批改試卷，同時分析閱
卷員在批改具高度爭議性和政治性的考
題時，評分準則會否有所差異。是次考
試有46名通識科老師參與閱卷工作，部
分有公開試評卷經驗。
是次考試只限於卷二資料延伸題，
只設一條必答題，與公開試三選一有別
。題目引用中文大學有關 「佔中」的民
意調查數據、 「幫港出聲」發起人之一
何濼生及 「佔中」發起人之一陳健民對
「佔中」的正反意見、公民抗命分類三
項資料，問考生 「佔中」在香港不同持
份者之間可能會引發什麼衝突，以及就
香港情況而言，多大程度同意 「面對不
合理的制度時，應採取公民抗命的手段
抗議。」

合格率52%遜公開試
題目滿分為20分，8分合格，13分
或以上為優良。結果顯示，多達322人
不合格，合格人數264人，87人取得優

良成績，合格率僅52%，與公開試近九
成合格率有相當差距。通識教育會副會
長黃家樑分析，政治性議題對學生來說
較為艱深，且卷二難度較大，為是次考
試合格率偏低的主因。
黃家樑表示，多數考生作答時雖能
清晰提出個人立場，但對有關政治議題
的知識和概念認知不足，例如很多考生
誤以為示威請願就是公民抗命，有考生
指公民抗命分 「合法」及 「不合法」等
等。他指出，公民抗命是針對不公義的
現象或法律作出違法行為，引起公眾注
意，有違法成分，例子有民間電台、焚
燒國旗等，而遊行、示威、遞請願信等
均是合法，不屬於公民抗命。

至於老師評卷方面，在雙評改的考
卷中，不要求學生陳述個人立場的分題
，只有10%考卷出現較明顯的評分差異
（相差2分）。要求陳述個人立場的分
題中，則有近45%考卷出現相差2分或
以上的明顯差異，其中15%更有3分或
以上差異。
黃家樑分析，閱卷員對自己本身立
場的論點較熟悉，當考生所用立場與之
相同，就可能較容易取得高分。他續稱
，有明顯傾向性的政治爭議會增加評分
主觀性，增加閱卷員公平和客觀評核答

卷的難度。他強調，通識科有評分差異
為正常現象，但差異不應太大，是次考
試則有部分考卷差異嚴重。
通識教育會建議考評局謹慎考慮以
政治爭議為考題所帶來的問題，設法收
窄評分差異，例如在評分準則列出更多
考生可能舉出的論據、只在選答部分考
問政治類題目等，但反對要求閱卷員申
報政治立場。該會副會長陳志華認為，
有關做法對老師不尊重，質疑老師專業
，而且即使老師申報了立場，其立場也
可能隨時改變。

45%有2分或以上差別
通識教育會於是次考試亦發現來自
同一間學校的學生多採取相近的立場，
所舉例子亦相似。黃家樑認為，有關現
象反映老師對學生影響深遠。他擔憂通
識科仍停留在應試教育的層次，學生過
分依賴老師給予的材料，未能實踐多角
度思考。

啟聾學校建手語視像字典
【本報訊】記者彩雯
報道：路德會啟聾學校獲
優質教育基金資助296萬
港幣，開展為期三年的 「
配合新高中課程發展，開
發教學手語新詞彙」計劃
，建立全港首個手語視像
字典。除了日常手語打法
外，還開發學科詞彙及測
試環節，幫助師生提高教
▲左起：手語輔助教學計劃經理袁益
學效能。
萍、校長吳育珍、平機會高級機構傳
路德會啟聾學校為本
訊主任陳潔珍、計劃統籌許加恩
港唯一一間針對聽障學生
本報記者彩雯攝
的特殊學校。由於現時本
手語視像字典」收錄約2000個手
港缺乏統一的手語詞彙庫，大部
語生字，除了兩文三語等日常字
分手語詞彙是透過不同聽障群體
典功能之外，還從三個不同的角
自創而來，令同一手語詞彙可能
度錄製手語動作，方便學生了解
存在5至6個不同表達法。路德會
手語打法的幅度。同時部分詞彙
啟聾學校吳育珍校長表示： 「社
還增加了手部動作的特寫照片，
會人士對手語存有偏見，實際上
令手語表達更準確。
手語有助於聽障人士溝通之餘，
吳校長透露，現時雖有不少
亦有利於學生理解課堂內容並加
機構製作手語小冊子，還有研究
深記憶。」她續言，學校結構屬
機構專門研究手語，但資料多以
於 「上闊下窄」，很多學生都是
生活事例為主，缺乏教育用的學
適應不了主流學校學習，再轉校
科專有名詞，是次的手語詞典特
入讀。 「不過學校學生成績並不
別將不同的手語分門別類，同學
差於主流學校的聽障學生。」
可按照不同的領域翻查手語表達
優教基金資助296萬 法。此外，網上字典還特別設有
測試部分，學生除了可以自測之
但由於手語形式欠統一，且
外，老師也可連接學生進行測試
很多新興詞彙尚缺乏手語表達法
。 字 典 網 站 （www.sign-aip.net
，影響師生日常教學。 「比如電
）對外開放，現時網頁中的手語
腦科常用的文件格式一詞，近年
打法主要由本港數個聽障組織代
新興起的YouTube一詞，或者沒
表參與投票及討論，再由該校手
有手語表達，或者沒有統一的表
語輔助教學計劃職員整理上載。
達法。」是次學校開創的 「啟聾

▲香港通識教育會建議考評局在評分準則列出更多考生可能舉出的論據，設
法收窄評分差異
本報記者胡家齊攝

社工暑期無償加班嚴重
【本報訊】記者彩雯報道：剛過去的暑
假，不少青少年有機會參加豐富多彩的暑期
活動，但負責組織活動的社福機構員工卻因
人手不足而超時加班。有調查顯示，本港社
福機構有前線員工暑期每周加班60小時，其
中40小時屬無償加班，工會呼籲檢討社福機
構人手不足問題，並建議建立工時規管試驗
計劃，立法規管工時。

工會籲立法規管工時
社會福利機構員工會9月進行了一項暑
假青少年服務超時工作問卷調查，訪問了
190名前線員工，發現只有約三成受訪者表
示無需加班，逾兩成員工表示只需進行有償
加班，另有13.7%的受訪者表示只需要無償
加班，而兩者皆有的佔三成左右。其中需加
班的受訪者，每周平均有償加班5.6小時，
無償加班同樣為5.6小時。工會總幹事邱智
恒表示，是次調查中每周無償加班的最高紀
錄是25個小時，加上正常工時44小時，合共
每周工作69小時。
暑假期間雖然活動增多，無需加班的受
訪者也下降至兩成左右，但只需有償加班的
人數上升至逾三成，只需無償加班的人數降
至一成，兩者皆有的升至36.3%。暑期有社

工每周有償加班20小時，無償加班40小時，
合共每周工作104小時。工會總理事長何家
漢解釋，由於暑期活動過多，部分機構會因
應增加有償加班的比例，令只需無償加班的
比例下降，但實際上需要加班的比例還是大
幅增加的。 「
比如有些宿營活動，需要員工
晝夜不分工作，但不會計有償加班。」
調查亦發現，近8成員工加班處理文書
工作及近7成加班準備活動工時不計入加班
工時。邱智恒透露： 「基督教女青年會、聖
雅各福群會等部分機構均在職員手冊中明確
規定文職／案頭工作，甚至工作會議均不計
入超時工作。這對員工不公平。」他續指，
社福界人手不足是常態，而政府明年決意削
減3000名活動工作員（PW），屆時加班情
況會更為嚴重。
據悉，社福工作者參照公務員的加班補
償模式，有償加班指計加班時數補假，因此
PW受限於最低時薪限制，如果平均每周有
償加班超過一定限度即屬違法，所以PW多
數難記有償加班。但是，通常一間青少年服
務中心僅三分一人手為PW，活動員工蔡蕊
芝表示，一間服務中心有7至10個PW，理
想狀況是一個PW跟一個社工。 「但我一個
人要跟3個社工，另外跟兩個項目的工作。
」因此，工會建議推行規管
工時的先導計劃，同時增設
社福支援職系。

◀右起：前線活動員工蔡
蕊芝、梁德輝，工會幹事
邱智恒、實習幹事黃文浩
、總理事長何家漢
本報記者彩雯攝

74%高中生嗜上網搜尋娛樂
【本報訊】記者毛依文報道：為深入
了解青少年使用互聯網情況，香港中華基
督教青年會於今年3至6月間，對全港近
4000名中三至中六學生進行調查。結果顯
示，超過七成中學生常上網查找娛樂、休
閒資訊，遠超內地及英美其他地區。
現今科技發達，互聯網使用普及化，
對青少年產生不同程度影響。是次調查以
隨機抽樣方式向全港458間中學派發問卷
，有效回收3722份問卷。問卷內容主要包
括學習、娛樂及政治議題三方面。
調查結果顯示，超七成（74%）青少
年使用互聯網進行休閒娛樂活動，包括下
載音樂、視頻短片，玩遊戲，搜尋笑話或
有趣信息等。與此同時，約四成至六成使
用者每天一次或多次使用互聯網搜索娛樂
資訊，活躍度大幅拋離其他地區一般用戶
（見附表）。
針對此種情況，教育學院陳智達博士
表示凡事都有兩面性， 「要善用學生的 『
八卦心』」。他表示，此次調查顯示香港
學生大多喜透過互聯網查考事件真確性，
反映出他們大多掌握運用互聯網搜索資訊
的能力。
陳智達指出，現有IT課程設計應善
用學生這種好奇心。 「現時ICT科目大多
教一些硬件相關的知識」他說： 「但其實
搜索、篩選資訊的能力也是需要訓練。」
他表示，學校應加強對學生資訊素養的培

訓。

三成人有意入資訊業
另外，問卷亦對中學生是否有意加入
資訊及通訊科技行業進行調查，結果顯示
四成半受訪者對資訊技術及軟件開發有興
趣，而技術服務、電訊及網絡與資訊管理
行業亦各有三成受訪者表示感興趣。
但是，調查顯示，2011/12及2012/13
學年修讀新高中科目 「資訊及通訊科技」
科中學生僅一成。立法會議員（資訊科技
界）莫乃光表示，香港互聯網用戶量巨大
，但去思考背後技術的人卻不多， 「其實
這是一個很大浪費」。
莫乃光指出，雖然香港社會目前對
IT創業的支持 「活躍很多」，但他擔心
本港技術人才供應不足，難有效促進本港
IT業發展。他表示，ICT學科設計有一定
問題， 「
最嚴重在初中」。
莫乃光表示，現時許多初中ICT課程
指引不完善，許多學校甚至讓體育、音樂
老師教授ICT課程。 「學校不重視，很多
學生對ICT課程其實很迷茫。」他說： 「
他們可能上FB很厲害，但對其後面的東
西缺乏思考，覺得很悶。」
他建議政府在解決學校資訊科技配
套設施同時，需改善課程且制定科技產
業發展政策，讓學生覺得行業受重視，
有前途。

香港及其他地區
有關娛樂資料搜索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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