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將軍澳香島日前舉行畢業典禮，畢業班學生
與主禮嘉賓合照。 學校供圖

全港中小學過剩教材166公噸

改分平常事 要飯碗還是「勇敢」﹖

難搭保姆車憂安全 逼坐港鐵巴士車費貴3倍

700跨境童不便
「禁區紙」擬減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

將軍澳香島中學日前舉行2011
年畢業禮，邀得香島中學校
友、立法會議員黃定光任主禮
嘉賓，師生家長等200多人出
席。黃定光恭賀一眾畢業生，

經辛勤努力完成了人生重要學習階段。他又寄語
在座的學弟學妹，無論升學或就業，都應認清目
標、不怕勞苦；同時，懷 「三心」：愛心、進
取心及貢獻社會的心，努力提升自己，回饋社
會。

葉慧珍袁武楊耀忠出席
是次典禮嘉賓尚包括香島教育機構主席葉慧

珍，將軍澳香島中學校董會主席袁武，校監楊耀
忠，校董葉燕平、王志華，校長吳容輝及副校長
鄧飛等。同場舉行香島傳統的薪火相傳儀式，由
畢業生代表把象徵香島精神的「緊握手中筆」錦
旗傳給學弟、學妹，希望他們在未來的日子裡，
熱愛國家、熱愛香港。

吳容輝披露迎新高中措施
吳容輝在致辭時指，明年將舉行首屆中學文憑

試，學校有一系列計劃，包括中五至中七級提早
於8月18日開學、把雨天操場改成小型禮堂增加
學習空間、推行留校自習計劃、加強升學輔導
等，以回應新高中學制的挑戰。而就政府最近提
出設置「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吳容輝表示，該
校一直重視國民教育，初中生會連續3年參加
「自律、自學、自尊」系列教育。而中六文化考
察活動，也加強了學生的國民意識，深得家長的
支持及教育局的肯定。

將軍澳香島畢業禮
黃定光勉貢獻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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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E N  W E I  E D U C A T I O N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新高中學制已落
實近兩年，首批學生明年將應考中學文憑試。為
加強學生與家長的認知，教育局連同家庭與學校
合作事宜委員會，將於6月16日合辦「新學制的
最新發展：選科、認可、出路」家長座談會，提
供新學制課程、考評及升學就業相關資訊。座談
會今日起接受報名。

6月16日晚於荃灣舉行
座談會將於6月16日晚上7時至9時，在荃灣大

會堂演奏廳舉行。家長即日起可瀏覽教育局「家
長講座」網頁（www.edb.gov.hk/parentstalks）報
名，先到先得。透過活動，家長可藉此了解「新
高中科目組合」、「中學文憑考試的國際認可」、
「職業訓練局課程」、「專上院校升學途徑」以及
「新學制畢業生的就業出路」。座談會將以廣東話
進行，主講嘉賓包括教育局副秘書長陳嘉琪、家
校會主席黃寶財、考評局秘書長唐創時等。會上
設有答問環節，歡迎家長攜同中一至中五的子女
出席。

教局家校會
合辦新學制講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通訊員丁寧 深
圳報道）香港大學工程學院日前與中國科學院深
圳先進技術研究院簽訂合作備忘錄，雙方將聯合
培養博士生。而首年獲選的10名內地生，將會在
先進院和港大各學習兩年，並最終取得香港大學
博士學位證書。

樊建平：兩校共建科教平台
中科院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院長樊建平介紹

指，計劃今年將招收10名博士生，由先進院提供
人選，港大工程學院進行質量考查。深港兩校將
一同提供科研教育平台。其中，先進院將為在深
圳學習期間的學生指定副導師、提供相應研究設
備等；港大將為在香港學習期間的學生提供獎學
金、基本醫療保險等。

港大其他院校有望受惠
樊建平表示，香港在高端人才培養方面，擁有

豐富經驗和國際化優勢；而先進院則有良好的科
研平台和產業化能力，故深港兩地合作，能培養
出企業所需的人才。他又指，先進院與多間港校
有協作關係。其中，中文大學陸續派出27位教授
常年駐深工作，連同科技大學、浸會大學及港
大，有近50位香港學者於先進院從事研發和管
理，領銜或參與逾150項國家研究項目，佔總研
究項目近2成。港大工程學院院長周永祖則透
露，除了工程學院外，港大其他學院也有望與先
進院複製這一培養模式。

港大夥深圳先進院收博士生

浸會大學持續教育
學院（SCE）早前爆出
「改分」醜聞。該校一
名物流課程前導師楊
Sir投訴指，有管理層
大規模調高學員分
數，由全班9成人「肥

佬」，一夜間變成9成人合格。他質疑校方為保住
「靚仔」合格率而干涉學術自由。雖然該校隨後
澄清指，是因為原有分數異常而按機制作出調
節，但「放水」之說仍甚囂塵上。在事件後，日
前再有曾於中大、浸大SCE及港大SPACE任教商
科課程的導師A向香港文匯報爆料指，類似情況
在高等教育界其實屢見不鮮，他自己更曾被院長
「提醒」，要「拉高」期終試合格率，否則隨時教
席不保。
楊Sir打破沉默、挺身「爆料」，獲不少高教界

人士稱讚「勇敢」；特別是近年院校教職員「合
約制」當道，導師為保飯豌，即使遇上不公之
事，亦多不敢吭聲。而今次報料的導師A，其實
已離開院校多年，便因楊Sir事件啟發而「不吐不
快」。

憂評分過緊惹學生不滿
導師A稱，在自己於多間高校任教的5、6年

間，不時遇上近似楊Sir的經歷，只是「程度有深
淺」。而在其中一院校任教時，他便曾被當時學
院院長「提醒」，要考試向學生「放水」，以拉高
合格率。院長更形容，如他評分時過分手緊，可
能導致學生把情緒「反映」在教學評估上，甚至

令教席受影響。
香港文匯報就此向高等院校教職員會聯會副主

席李向榮請教，試後的改分舉措，到底是否存
在、過程又是否如傳言般「秘而不宣」。據他了
解，各院校通常會於期終試後開會，討論評分問
題。但李直言，不同背景的同事於會議上有爭執
並非新聞，須由負責主持會議的系主任，按既有
機制作最終決定，普遍可以和氣收場。

合格率太低會影響收生
「傳統院校的『分數調整』機制越趨嚴謹，以

杜絕有人手鬆、有人手緊引起分數不公的問
題」。李向榮指，不少自資院校亦設有類似機
制，但一般不會經常「啟動」。因為自資院校老
師深明學校須「睇 食飯」，如學生合格率太
低，會直接影響收生，更間接主宰老師的去留，
因此會令部分人「自我審查」，「自動」調低評
分準則。
香港教育向來有品質保證，吸引不少內地生、

國際生慕名而來，嚴格的質素把關是當中的關
鍵。而近年自資學位、副學位、進修課程急速擴
展，多如雨後春筍，學額甚至已供過於求。出現
是次「改分」風波，對專上院校來說，更是關於
課程質素的重要警示。當學生分數有異常時，按
機制及專業作出調整，是校方理所當然的事。但
在現今講求透明度的社會，如何平衡不同導師的
專業意見，院校管理層更需要定出清晰準則、公
開公平的運作程序，以去除外界對其「濫收」、
「罔顧質素」的疑慮；那亦是作為香港高等教育
一分子的義務。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俊

作品簡介：

中國新年是作者最喜歡的節日之一，因為有很多有趣

的傳統活動，令四周氣氛都熱鬧起來。他最高興的是能

夠看到舞獅巡遊：幾個人頂 七彩繽紛的獅頭，由套上

「大頭佛」頭套的表演者帶領，跟 鑼鼓聲，有節奏地舞

動，看得他心花怒放。作者運用最繽紛的色彩，希望大

家可感染這熱鬧的氣氛。

作者姓名：劉俊言

學校：九龍塘學校（小學部）

年齡：11歲

作品名稱：與眾同樂

與眾同樂

教育局日前向北區小學校長發通
告，表示羅湖道和落馬洲支線管

制站流量已超出負荷。2011/12學年開
始，羅湖口岸不會簽發禁區紙予小四學
生及部分小三學生；落馬洲亦不會簽發
禁區紙予小五學生。當局建議家長以其
他交通工具如跨境校巴、港鐵及其他交
通工具等，取代以羅湖道及落馬洲支線
交匯處轉乘保姆車上學。

陳克勤：教局缺長遠措施
據悉，新學年由羅湖簽發的「禁區紙」

數目，將由今年2,900張減至2,200張。立
法會議員陳克勤表示，跨境小學生由
06/07學年約2,800人，增至10/11學年約
4,500人。但教育局卻缺乏長遠解決措
施，過去簽發的「禁區紙」數目年年不
同，例如去年便只有2,100張，遠遠無法
配合需求，令家長十分徬徨。
他表示，最近接獲約10宗北區小學校

長及家長的求助個案，表示擔心僅8
歲、9歲的小學生自行上學途中發生危
險，且耗費在上學的交通時間大增，影
響學業。他稍後將聯絡保安局、教育

局、北區學校及家長舉行座談會，建議
當區擴建羅湖道、要求港鐵提供更多優
惠予跨境學童等。

「途中被拐帶怎辦？」
家住羅湖的宋太，女兒於上水讀小

四。她表示，每天均會送女兒到羅湖口
岸過境，女兒再自行乘校巴上學。但若
失去「禁區紙」，女兒過境後，便須自行
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到學校，「若我送她
回校，二人每日來回車費便須60元，較
每月400元校巴車費高3倍」。她稱，若要

女兒自行上學，又不放心，「途中被人
拐帶或者迷路怎辦？」同樣有一名女兒
在上水讀小四的潘太稱，女兒由南山家
中到落馬洲的車程已經要1小時，若不獲
發禁區紙，每日上學時間勢必增加至少
半小時。

教局回應指可酌情處理
教育局發言人回應指，政府來年會考

慮實際情況簽發禁區通行證，如有特別
需要，會按個別學童的特殊情況，酌情
處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淑環）出版商
近年大量向學校派發免費教材，不但造
成浪費，更變相成為教科書價格高昂的
原因。民建聯近日向深水 區4所中小
學收集過剩教材及學材，數量高達逾千
件，總重量600公斤。有出版商單是贈送
予1所學校的教材學材，單科已有近百
項。若推算全港逾1,100所中小學，全港
學校囤積約166公噸過剩教材，數量驚
人。
民建聯家庭事務委員會聯同西九龍家

長聯會上星期為73所中小學進行問卷調
查，發現只有16%受訪學校表示，若課
本、教材分拆定價正式落實，會全數選
購書商過往送贈的全套教材。另外，只
有27%學校表示，會購買掛圖教材。

民建聯：造成嚴重浪費
民建聯家庭事務委員會主席李慧 表

示，數字反映學校現時普遍積存大量教

材，認為書商過往並沒有按學校實際需
要，送贈過量教材，造成嚴重浪費，
「有學校曾反映，希望當局組織教材圖
書館中心，以減低浪費。大家亦希望，
研究精簡版教科書供學校選購，減輕家
長負擔」。
面對剩餘教材囤積，調查指，26%學校

把教材束之高閣；近4成學校則會同時考
慮儲存、環保回收、棄置等不同用途。
調查亦發現，82%學校認為，教材費用應
由教育局承擔；認為該由家長承擔的則
有12%；認為學校應該承擔者只有5%。
西九龍家長聯會主席鄭泳舜表示，為

了減少教材浪費，已於九龍西區發起
「教材學材回收計劃」，至今暫有4所中小
學參加，合共收到逾千件教材及學材，
重量高達600公斤，種類超過50種，包括
教師用書、圖片研習卡、排圖等，估計
9成為紙製品。
鄭泳舜表示，以全港1,105所中小學推

算，累積剩餘教材達166公噸。當中，包
括149公噸廢紙，對環境構成嚴重破壞，
故已聯絡環保團體將之回收，以及送贈
至內地山區學校。他又以中國語文科為
例，有出版社為了吸引學校選購課本，

免費送贈的教材種類繁多，一科已涉及
逾百項教材及學材，包括紙製舞台、布
偶、面具等，涉及大量精美及豪華包
裝，除了造成浪費之餘，亦令教科書成
本高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子瑩）

每日逾萬名跨境學童來回內地及

香港上學，令羅湖及落馬洲口岸

壓力大增。港府遂計劃於新學年

削減簽發予跨境學童的禁區通行

證（俗稱「禁區紙」）數目，估計

逾700名小三至小五學生受影

響。有跨境學童家長對安排感到

不滿，指學生失去禁區紙後，孩

子需要「逼巴士」或乘搭港鐵上

學，不能在關口乘坐點對點的保

姆車，不但車費將增加3倍，而

且上學安全缺乏保障。

■港府擬於新學年削減簽發予跨境學童的禁
區通行證數目。 資料圖片

■陳克勤（左）表示，最近接獲約10位北區小學校長及家長求助。
香港文匯報記者歐陽子瑩 攝

■李慧 (左)及
鄭泳舜都表示，
書商送贈過量教
材造成嚴重浪
費。 香港文匯報
記者馮淑環 攝

■民建聯收集過剩教材及學
材，發現數量高達逾千件，
總重量有600公斤。
香港文匯報記者馮淑環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