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中生升大率低英中2成
學者追 調查8年 倡重新為母語教學定位

【本報訊】（記者　劉美顏）全港小學昨正式接獲教育
局通知新學年的開班安排，當中9所小學因收生不足面臨
殺校。由於小班教學及出生率回升，學校需求會增加，故
教育局推出紓緩殺校措施：上述未能開班的學校可選擇再
參加09年度「小一入學統籌辦法」，爭取多一次免死機
會；若學校選擇特別視學，過關者更可參加09及10年共兩
個年度的「小一入學統籌辦法」，續命機會大大提高。

上述不獲資助於下學年開辦小一的9間學校，可考慮向
教育局申請下列其中一項求生方案，包括再參加「09年度
小一入學統籌辦法」一次，又或選擇特別視學、加入直資
計劃、與其他學校合併，或以私營方式開辦小一。

校長團體 支持新安排
教育局發言人指，政府將於09/10學年推行小班教學，

預期若將大部分學校的班額調低至25人，個別校網在未來
幾年可能出現班房不足的情況，當局要考慮增加學校，為
避免出現又殺校又建校的情況，當局決定從新學年起，在
執行「統整使用率低的小學」政策時，在有關校網給予彈
性。即被殺學校的所屬校網，因班房短缺以致當局未能批
准校網內所有已表達願意推行小班的學校行小班，有關學
校會獲准再次參加下年度的小一派位，但若有關小學不屬
這類校網，則未必受惠。

東莞工商總會張煌偉小學新學年可開辦一班小一，校長
湯寶珍認為上述的新安排對整體小學發展有利，「隨 小
班落實與出生率反彈，相信過了今年，小學界就會脫離殺
校潮了」。

資助小學校長會主席張志鴻表示，除了上述安排，新學
年政府計算開班人數時會由以往32人減至25人，令殺校情
況得以紓緩，故十分支持新安排。

■為配合小班教學及出生率回升，教育局推出紓緩殺
校措施。圖為一度面臨「被殺」的鮮魚行學校，新學
年可繼續開辦小一，避過殺校威脅。 資料圖片

9小學臨殺校
教局推紓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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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記者　任智鵬）教育局有意微調中學教學語言政策，令母語教

學的成效再次成為社會焦點。一項調查顯示，母語教學在初中的學科學習成

效顯著，但英文科表現卻較為遜色，直接影響了首兩屆母語教學中中生於會

考的整體合格率，令他們升大學的機會較英中生低2成多。負責研究的學者認

為，這可能與當局目前採取的母語教學政策、課程及教學限制有

關，故建議當局重新為母語教學定位。

中文大學教育行政與政策學系教授曾榮光，獲
教育局委託及教資會資助，對98及99年兩屆升中
生進行長達8年的追蹤研究，分3階段研究了100
間學校共3萬多名學生於初中、中四五及預科的
學習成效及升學情況。研究透過統計學方法剔除
入學成績、社經地位及性別差異等因素，發現中
中生的會考5科合格率遠比英中生低約70%，而
獲14分的比率及考獲升大學最低要求比率，也分
別低約30%及23%（見表）。

英文科明顯比英中生差
針對初中階段，研究發現中中生於科學及歷

史、地理等社會學科優勢明顯，特別是中下游的
中中生，其學習優勢也一直維持至會考。但曾榮
光表示，由於中中生英文科也明顯比英中生差，
直接影響其通過各項升學關卡的機會，加上英文
是在全球化社會的重要資本，最終只是得不償
失，「(英文)無 半斤(中文) 番4 ，trade-off(交
易)已不平衡」，「會考5科合格一定要包括英文
科，其他科進步也幫不了，如不計英文，中中生
一定會好好多」。

中中生歷史地理有優勢
倘計算學生中一至中七的學習成效，中中生比

起英中生而言，只剩下中文及地理有優勢，曾榮
光坦言，現有教學語言政策只能讓學生透過母語
教學「學得更易」，卻完全沒有在「學得多、學
得叻、學得深」等方面 力，令英中生在中四五
及預科趕上中中生原有於增值上的優勢，出現

「追趕效應（catch-up effect）」，其中可能與母語教

學政策下課程及教學限制相關。

批評統一課程局限發展
他解釋指，早年中中生因為學得較快較易，其

科學等課程會比英中生深，所學更多，但現時中
中英中課程統一，局限了學習較快的中中生未能
深化其所學，變相令中中「讓賽」，年前考評局
曾建議在中文考卷中加入較深的部分，讓中中生
取得額外分數，但最終未有成事，令中中生只停
留在「學得易」的階段。

倡教學語言因程度施教
因此，他建議教學語言政策應重新定位，以增

加兩文三語人才為目標，讓上游學生以英文學
習，下游學生則以母語上課，中游者則讓學校以
專業問責的自主決定，為學生提供最適當的教學
語言。

■各升學關卡達標情況
(英中生：中中生)

升學要求 整體中中生(98年/99年)

會考5科合格* 100：30/100：44

會考8分* 100：33/100：49

會考14分* 100：65/100：78

升大學最低至求 100：77/100：77

(2AL+中英文E級)

升港大最低至求 100：42/100：56

(2AL+中文E級+英文D級)

註：*包括中英文科合格

教局：1、2年數據 以偏概全
【本報訊】（記者 任智鵬）教育局在回應中大的母語

教育研究結果時表示，中中生在近5年會考的整體合格
率已升逾10個百分點，故不應單以1、2年學生升大學的
數據，以偏概全地全盤推翻母語教學的成效。

教育局發言人表示，會詳細參考有關研究的內容及建
議，現階段不宜評論細節，惟強調自02至07年間，中中
生會考5科合格率逐年穩步上升了10.6個百分點，顯見母
語教學的成效，增加了中中生讀預科的機會，若只以
1、2年學生升大學的數據全盤推翻母語教學，未免以偏

概全。
當局又強調，中中生在入讀中六後，須在英文學習方

面努力，以加強本身入讀大學的競爭能力。
教聯會主席黃均瑜亦認為，是次研究的首兩批的母語

教學學生，其所學課程仍停留在傳統注重知識的層面，
未能全面發揮母語教學的優勢，「在高階思維上母語學
得更好，那是肯定的，而在新高中之下中學課程將有更
多這些元素，這解釋了為何英中都爭取以中文教通識
科，希望爭取這方面的優勢。」

■來自中中的中大一學生陳同學(左)認為，母語教學是失敗的政策，她
指自己因少機會接觸英文，至升大學後仍對英文缺乏信心。但來自英中
的方同學(右)則指，英中生英文水平未必一定佳。 本報記者任智鵬 攝

■曾榮光研究發現，中中生因英文成績不及英中生，即使其他學科有優
勢，其升學機會也大為遜色。 本報記者劉國權 攝

【本報兩會報道組北京14日電】閉幕大會
是本屆全國政協一次會議的最後一項活動，
委員們在朝夕相處了12天之後馬上就要各奔
東西，都十分珍惜僅剩的半日時光，紛紛提
早到達或推遲離開會場，與其他委員們一一
合影留念。許多人更是經過一番精心打扮，
盛裝出席。

上午8點20分記者抵達人民大會堂時，抵
達並簽到進入會場的政協委員已有兩百多
人。

內蒙委員穿戴三種獸皮

人民大會堂更是成為各地政協委員們秀靚
衫的「T型台」。記者在現場看到，朝鮮族
委員身 傳統服裝，豔綠色綢緞上衣和鮮紅
色的繡花長裙在主席台一眾深色外套中間格

外搶眼；頭戴華美銀飾的侗族姑娘和頭戴白
色馬帽、腳踏紅色馬靴的普米族委員一出現
在會場就連連被人邀請一起留影。

最「猛」的盛裝則來自內蒙古呼倫貝爾的
孟松林。這位鄂倫春族的政協委員穿 羚羊
皮和熊皮混製的袍子，頭上還頂 用一整個
完整的鹿頭加工成的鹿皮帽子，乍看到真會
讓人「嚇一跳」。

【本報兩會報道組北京14日電】全國政協第十一屆第一次會議今日上

午在北京閉幕。連任全國政協主席的賈慶林主持閉幕會。賈慶林在會上

發言時強調，政協要適應形勢發展的新變化，順應人民群眾

的新期待，緊緊圍繞工作大局，充分發揮自身特點和優勢，

再作新貢獻。而會議通過的政治決議強調，要繼續促進兩岸

人員往來和經濟文化交流，繼續推動兩岸直接「三通」進

程，繼續努力爭取恢復和進行兩岸協商談判。

人大今選委員長國家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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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上午，全
國政協十一屆一
次會議閉幕。全
國政協主席賈慶
林在閉幕會上講
話。 中新社

■全國政協副主席鄧樸方與林文漪（右）
在主席台上握手互致問候。 中新社

【本報兩會報道組北京14日電】十一屆全國人大15日進入
最後一項重要議程，即人事選舉階段，包括選舉人大常委會
委員長、副委員長、秘書長、委員，以及國家主席、副主
席，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而在今日舉行的主席團第四次會
議上，主席團會議經過表決，已經確定了各項正式候選人名
單，提請15日大會全體會議選舉。港區人大代表范徐麗泰及
屬廣東代表團的中聯辦主任高祀仁，均在人大常委的候選名
單上。

副委員長人數逐屆減少

由於十一屆政協會議今日已經閉幕，全國「兩會」成「單
會」，但議程重要。備受外界矚目的人大及國家領導機構組
成名單15日即將浮出水面。

根據大會安排，十一屆全國人大15日上午9時將在人民大
會堂舉行第五次全體會議，會議有6項內容，除了表決關於
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的決定草案，其他5項均事關選舉，包
括表決總監票人、監票人名單草案；選舉第十一屆全國人民

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副委員長、秘書長、常委；選
舉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副主席；選舉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
軍事委員會主席。

據悉，關於上述人選名單，早在3月12日主席團第三次會
議就已提出，其後，各代表團進行了醞釀協商。主席團常務
主席會議根據多數代表的意見，建議主席團確定以上各項人
選為正式候選人，提請大會全體會議選舉。而在3月9日時，
各代表團就已經進行監票人人選工作，共推選出監票人人選
35名。主席團會議表決通過了監票人名單草案，並指定了總
監票人人選，提請大會全體會議表決。

據介紹，十一屆全國人大主席團提名的委員長人選1名，
副委員長為13名。對照以往，副委員長人數連屆呈減少趨
勢。如九屆人大時，副委員長人數為19名。十屆人大則減少
4名，為15名。而本屆又在上屆的基礎上減少2名，降為13
名。此間輿論分析，預料新一屆副委員長將有10個新面孔。
而現任國務委員華建敏、陳至立，以及山東省委書記李建國
已出現在主席團名單中。

13日，十一屆全國政協選舉出新屆主席團成員，黑龍江省
委書記錢運錄當選為副主席兼秘書長。人大方面是否也會沿
用此例，即由一名資深省委書記來擔任人大副委員長兼秘書
長，外界正在關注。目前，在人大層面與政協錢運錄資歷相
同的，是山東省委書記李建國。

范太高祀仁屬常委候選人

據悉，在人大常委選舉方面，將進行差額選舉，代表要在
173人名單中，選出161人，差額12人，而港區人大代表范徐
麗泰及屬廣東代表團的中聯辦主任高祀仁，均在候選名單
上。

在今日的主席團四次會議上，十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副
秘書長王萬賓向主席團會議作了關於代表提出議案處理意見
的報告。據悉，截至大會規定的議案截止時間，各代表共提
出議案462件，其中由30名以上代表聯名提出的議案460件，
由代表團提出的議案2件。

在 今 日 的 政 協 閉 幕 式
上，新當選的23位政協副

主席與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同在主席台首
排就座，其中，13位首次當選的政協副主
席均悉數出席，正式對外集體亮相。

政治局七常委鍾情紅領帶

記者看到，王剛、杜青林、錢運錄、孫
家正、李金華、鄭萬通、鄧樸方、萬鋼、
林文漪、厲無畏、羅富和、陳宗興、王志
珍等13位首次當選的新任副主席，在步入
主席台和會議結束退場時都列隊上落，沒
有與台上其他人個別寒暄。但都面帶 笑
容，微微向眾人頷首致意，頗為顯現出領
導團隊沉穩和積極並舉的風格。

胡錦濤、吳邦國、溫家寶、曾慶紅、李
長春、習近平、李克強、賀國強、周永康
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同時就座在主席台第二
排。透過望遠鏡記者發現，雖然今晨溫度
驟降，主席台上的9位政治局常委都清一色
身 白襯衫和深色西裝，精神十足。除賈
慶林和習近平搭配了藍色領帶以外，其餘
七位都不約而同地選擇了紅色領帶，尤其
是吳邦國還佩戴了最活潑的粉紅色領帶，
令人眼前一亮。

曾慶紅吳儀表現極輕鬆

細心觀察之下，曾慶紅和吳儀二人今日
看起來心情都分外輕鬆。吳儀穿上了最顯
年輕英氣的千島格西裝外套，曾慶紅則是
無論在開場前和人大副委員長許嘉璐聊天
時，還是會上聆聽報告時，都始終保持
微笑。在聽到賈慶林宣佈閉幕時，二人更
是第一時間起立報以熱烈的掌聲。

■本報兩會報道組北京14日電

【本報兩會報道組北京14日電】全國政協會議今天圓滿閉
幕，大部分港澳全國政協委員隨即收拾行裝，準備離開北
京。他們下榻的北京貴賓樓大堂，整個中午時分都擠滿了香
港委員及其家屬或隨從，可謂絡繹不絕，只見他們「大包小
袋」地出現，有的行李太多，不免半帶狼狽。

政協會議閉幕後，領導人與全體政協委員大合照，時間轉
眼已至中午，香港委員大多要趕下午兩點多的飛機回香港，
故要「快手」收拾行李，有委員坦言：「速度慢點都不行，
下面車要開了，我就連飯也不吃了，趕緊收拾好行囊。」

雖說不少委員都已離京，但貴賓樓卻是「人去樓未空」，
還能見到多名常委和委員的身影。據了解，全國政協常委明
天下午開會，還有部分港區委員將擔任多個專門委員會的副
主任，故也需留京準備明天的會議，晚上更有專委會委員聯
誼活動，還有幾位法律界委員將赴司法部官員宴請，故也多
留一天。

港區委員趕班機
收拾行李甚匆忙

【本報兩會報道組北京14日電】全國政
協第十一屆一次會議昨日下午投票選舉新
一屆政協主席、副主席、秘書長、常務委
員。這四項選舉均有另選名單出現，其中
政協常委的另選人多達78人﹔政協主席有
三個另選人分別是萬剛、王剛和馮遠（文
聯副主席）。政協副主席另選名單居然也有
23個，內地著名歌唱家宋祖英赫然在列。
有趣的是，政協常委另選名單中多有明
星，如濮存昕、彭麗媛、馮小剛、張藝謀
等，說明名人在政協委員中也多有「粉
絲」。港區委員何志平，以至剛入選全國政
協的新人林建岳亦被提名。

在第一項政協主席選舉投票結果中，出
現三個另選人，分別是萬剛、王剛和馮遠

（文聯副主席），三人旗鼓相當，各有一
票。政協副主席選舉中，也另外出現了23
個副主席人選，票數最多的是前中共中央
總書記胡耀邦的兒子、前全國工商聯副主
席胡德平有18票。戲劇性的是歌唱家宋祖
英，也以一票被提名擔任政協副主席，與
現任衛生部部長陳竺，以及前高官趙啟
正、滕文生等票數相當。

政協常務委員另選人多達78人，得票最
多的是文化部副部長陳曉光有41票。78個
另選人中名人頗多，演藝名人多達七人，
著名演員濮存昕票數最多，有六人推舉。
新任中共政治局常委習近平的夫人、著名
女高音彭麗媛以五票緊隨其後，馮小剛、
張藝謀、姜昆、宋祖英、黃宏均有人推
選。

江澤民胞妹江澤慧、美女少將舞蹈家劉
敏、著名作家賈平凹也出現在常委的另選
人名單中。港區委員何志平、林建岳分別
以兩票和一票被提名。

全國政協會議閉幕 籲力爭恢復兩岸協商

閉幕會上，25位全國政協副主席中，除
阿沛．阿旺晉美和馬萬祺因年事已高沒有
露面外，其餘23位副主席均出席了閉幕
會，並在主席台前排就座。

會議通過政治決議

本次會議是換屆大會，在各項議程中，
選舉新的政協領導人是其中的「重頭戲」，
上屆政協主席賈慶林已在昨日順利連任，
而前中辦主任王剛也當選排位第一的副主
席。

今天的會議通過了全國政協第十一屆第
一次會議政治決議、關於常務委員會工作
報告的決議、提案審查委員會關於政協十
一屆一次會議提案審查情況的報告。

賈慶林在講話中對胡錦濤、吳邦國、溫
家寶等領導人出席開幕會和閉幕會，並參
加小組討論，與委員共商國是表示感謝。
這些舉動充分體現了中共對人民政協的高
度重視，體現了國家領導人與政協委員共
商國是的民主作風。賈慶林還指出，胡錦
濤在看望民革、台盟、台聯委員時就發展
兩岸關係發表的重要講話，對於做好對台

工作具有「重要指導意義」。
全國政協政治決議強調，要繼續促進兩

岸人員往來和經濟文化交流，繼續推動兩
岸直接「三通」進程，繼續努力爭取恢復
和進行兩岸協商談判。要廣泛團結海內外
中華兒女，為開創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新局
面、促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貢獻力量。

肯定委員所提建言

本次政協會議氣氛活躍，委員們通過大
會發言、提交提案等方式反映社情民意，
多次掀起內地輿論議論熱點。賈慶林在今
天的講話中對此予以充分肯定，說委員們

「提出了很多有價值的意見和建議」，展示
了政協委員致力發展、關注民生的「時代
風采」。

賈慶林強調，今年是全面貫徹落實中共
十七大作出的戰略部署的第一年，也是十
一屆全國政協的開局之年。他希望政協要

「適應形勢發展的新變化，順應人民群眾的
新期待」，緊緊圍繞工作大局，充分發揮自
身特點和優勢，再作新貢獻。

大會在雄壯的國歌聲中閉幕。

賈慶林：順應民眾新期待
主席台上

政協另選名單
明星名人特多

委員靚衫猛服赴盛會

新人齊亮相
老將顯風采

■朝鮮族和普米族的委員在會場外親切
交談。 本報記者武毅田攝

■鄂倫春族的政協委員孟
松林的「盛裝」。

本報記者武毅田攝

■政協閉幕大會
開始前，國家主
席胡錦濤同董建
華在休息廳握
手。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