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
景熙）國際文憑課程（IB）
強調思考和自行研究問題的
重要性，在香港愈來愈受家
長歡迎。為了讓更多學生有
機會入讀，滬江維多利亞學
校首次設立供外校生申請的
獎學金，一旦成功申請，連
同額外補貼，申請人7年共
可獲85.3萬港元。連同現有
只供在學學生申請的獎學金
計劃，該校獎學金總額達
900萬港元，獲獎名額不少
於50個。

分全免半免 按表現而訂
校外生只要在學術、體

育、藝術、領袖才能或社會
服務等其中一方面，具備卓
越成就，便可在入學時申請
新增的獎學金計劃。獎學金
分為全免及半免，按學生表
現而訂。

滬江維多利亞學校（中學
部）校長Richard Parker指，
原則上，學生只要成功申請
獎學金，在學期間都會持續
發放。不過，校方會留意該
學生表現，一旦出現不尋常
下滑，會安排學生進行輔
導，了解他是否適應校園生
活。此外，因應家庭收入狀
況，學校會提供最多兩萬元

「額外補貼」，以實際花費為
標準，供學生申請繳付校巴
費 、 課 後 活 動 、 項 目 周

（Project Week）等不同雜
費。

「勸退」跨境童選北區 教局手法惹質疑

教院幼教課程 126人爭1學額

棄扣分制改獎勵制 學界憂太遷就失正字敏感度
少錯字 有分加
中作評卷新指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熙）「上堂聽書，落堂散水」
是現今不少大學校園生活的寫照，但3名獲得香港中文大
學「2010年度校長模範教學獎」的教授卻認為，教育不應
局限於斗室之內，更要放下身段「走入群眾」，用心觀察
學生表現。3位教授分別來自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醫
學院及理學院。他們有 不同背景，卻有 同一個教育理
想。

鍾宇平：學生喜歡被讚
中大上月頒發「2010年度校長模範教學獎」予8名教

師，表揚校內教師在教學上的卓越表現。3名得獎者昨日
與傳媒見面，分享教學心路歷程。教育學院教育行政與政
策學系教授鍾宇平，從事教學工作近40年，幼稚園生到博
士生都教過。他笑言：「學生從3歲到30歲，都有一個共
通點，就是喜歡被讚。」

教育無驚喜 重堅持信心
他分享以前任教中學時，曾遇上一名「出貓」學生，令

他印象深刻。他兩次作弊，鍾宇平訓示過後，終於放過
他，未有「記大過」。某日放學後，他看見對方努力幫忙
布置壁報板，但同學都不大理會他。鍾站在一旁觀察，發
現他的意見很好，忍不住上前讚賞這位曾經犯下大錯的學
生。當時，鍾宇平任教生物科，這位學生從此喜歡上他的
課，也未有再作弊，後來更成為一名踏實的花王。鍾宇平
指，這個故事雖然平凡，沒有甚麼亮點，但是「教育從來
沒有驚喜，更多的只有堅持與信心，老師要對學生『光明
一面』有信心」。

李詠恩帶學生探訪長者
藥劑學院副教授及醫學院助理院長（學生事務）李詠恩

2007年4月首次主持講座，到社區向長者講解藥物知識，
驚覺他們非常需要藥物教育。自此，李每年都會在暑假組
織藥劑學院學生落區探訪，替長者做身體檢查及推廣藥物
教育，讓學生服務社群之餘，自身亦有所成長。

張紹洪極重視師生關係
張紹洪是統計學系教授，他認為學生與老師的關係，不應只局限

於課堂。張的教學心得是：「即使學生問我功課以外的事，我也會
給予意見。畢竟，課堂只是師生關係一小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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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文憑試模擬考試
進行得如火如荼。考評局昨日向學校派發英文科聆聽
練習卷，雖然有考生認為，試卷程度較樣本試題艱
深；但有資深英文科教師指，模擬考卷試題內容及設
計，與較早前派發樣本試題相若，建議考生平日多聽
英語節目，為考試作準備。

英文科聆聽卷問及兒童肥胖問題，有考生表示，僅
夠時間完卷，來不及覆卷，擔心正式考試隨時失手，
影響入讀大學機會。不少考生均指，會多做練習及多
聽英語節目，為真正考試作準備。

周蘿茜：搜尋資料耗時
資深英文科教師周蘿茜表示，模擬考卷試題內容及

設計較生活化，相信考生不會陌生。不過，部分考試
題目沒有清楚標示作答參考資料，故考生搜尋資料方
面頗耗時。

資深師不覺英聆聽卷難

文 憑試中文科作文卷佔整科20%分數，
比重甚高。據考評局發出評卷參考

（暫定稿）顯示，於新制下，如果考生錯別
字介乎5個至7個，即獲加1分；2個至4個錯
別字則加2分；0個至1個加3分，全卷最高可
達103分。若與2011年會考舊制比較，當時
考評局規定，錯字每個扣0.5分，若情況嚴
重，考生最多可被扣5分，全卷則以100分為
滿分。

當局：鼓勵注意錯別字
考評局回應指，新制回應了學界一直以來

的關注及意見。就文憑試中文作文卷評分標
準作出適當調整，其中「錯別字」項目，用
加分獎勵方式，目的是鼓勵考生注意錯別字
問題，亦讓評分更能反映考生真正表現。當
局表示，已於去年11月中文科教師會議上公
布有關調整，教師普遍反應正面。

學生滿自信 稱執 正字
考評局雖然表示已公布有關調整安排，但

今年3月考試在即，大部分師生均對新制聞
所未聞。中華傳道會安柱中學中六生梁浩輝
表示，未有聽聞作文「加分制」，並坦言新
制對其並無影響，「我對中文較執 ，會要
求自己寫正字，正字對於作文十分重要」。
至於福建中學（小西灣）中六生余家文亦表

示，未得悉取消「扣分制」，認為「加分制」
降低學生對錯別字警覺性，「不會寫可以用
其他字代替，但不代表可以寫錯別字」。

教師：扣分或難反映學生能力
廠商會中學中文科主任何慧微指，新制好

壞參半，「加分制」雖有鼓勵性，但同時減
低考生對正字敏感度，「他們肯定認為寫字
正確與否，變得不太重要」，故該校仍會沿
用舊制作校內評卷，「我們強調學生絕對需
要寫正字」。風采中學中文科主任吳偉茵表
示，以往錯別字扣分高達5分，就算考生文
章結構好、有內容，但錯別字失分嚴重，評
核準則未必能全面反映學生能力。

教育政策關注社主席張民炳批評考評局
「自相矛盾」，指其考試報告強調要加強學生
語文能力，但新制忽略中文正字重要性，令
港生語文水平倒退。他指，港生現已慣用電
腦輸入中文，不太懂「寫字」，「現在連這
樣重要的公開試，都不再鼓勵寫正字，學生
對中文字的認識，還會剩下多少？」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博士、節
目《最緊要正字》顧問歐陽偉豪認同新制減
低「扣分」對考生的威脅，鼓勵他們「暢所
欲言」，但此舉變相凸顯考評局過份遷就考
生，「這一代不能罰，害怕傷害他們，只好
轉用加分作鼓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勞雅文）今年7.2萬人應考的文憑試中文科，引入與

會考大相逕庭的評分準則。據考評局日前發出的評卷參考顯示，中文作文卷

摒棄會考沿用已久的錯別字「扣分制」，若全篇作文有1個錯別字，可獲最高3

分獎勵，但若考生錯別字少於8個，亦可獲額外加1分。全卷滿分由100分變

成103分。有學界人士炮轟考評局「加分制」變相縱容考生寫錯別字，將令港

生語文水平進一步滑落。有學校堅持校內試以「扣分制」評卷，拒絕跟從當

局指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思諾、歐陽文

倩）政府早前公布2011/12年度跨境學童人
數，中小幼各級相關學童較上年激增3成。
教育局考慮到大批跨境童壓境，迫爆北區
學校，遂於本月14日至15日小一統一派位
選校日，破天荒派專職人員到部分派位中
心，「協助」跨境家長選校。早前，教育
局已致函跨境童家長，呼籲他們考慮選擇

北區校網鄰近學校，以減輕羅湖通道及落
馬洲支線公共運輸交匯處人流量壓力。

派員統一派位中心助選校網
教育局發言人證實，早前已致函通知跨

境兒童家長，呼籲他們本月到統一派位中
心選校時，詳細考慮往返兩地對兒童成長
的影響，特別是羅湖通道及落馬洲支線公

共運輸交匯處，交通流量日漸飽和。有見
及此，教育局希望跨境兒童家長除了選擇
北區學校外，可考慮其他過境安排，選擇
入讀鄰近其他通道的校網。發言人又指，
為方便跨境兒童入學，教育局會在選校當
日，在有關統一派位中心派遣專職人員，
為他們提供「協助」。

據了解，跨境學童人數大增，北區上水
小學校網學額嚴重短缺，需向粉嶺及大埔
借調230個學額。位於北區的鳳溪第一小學
校長廖子良表示，單是本地學生，已經迫
爆北區小學，再加上跨境童，學校實在難
以應付。

廖子良認為，教育局派員勸喻家長選擇
北區以外的學校，身份像由官員變成教育
中介公司，並不恰當。

忽視本地生 家長嘆徒然
北區家長教師會聯會主席阮張淑娟更直

指，當局設立專員教跨境家長選校，希望
令家長「分流」到各區學校是「 氣！搵

搞！」她批評當局現時只把資源和注意
力投放跨境童，「升學資源都以跨境童為
先，那我們本地生利益呢？」她擔心跨境

童大增，北區本地生需跨區升學，變相增
加本地家庭交通負擔。

深港教育交流中心董事兼上水培幼幼稚
園校監蔡敏兒認為，當局此舉「治標不治
本」，「現在上水、粉嶺學額爆滿已是不爭
事實，遠一些的地區如天水圍、元朗、大
埔及屯門，其實已用了逾9成學額，其他地
區早晚都會爆滿，政府有必要採取其他措
施」。

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服務總監張玉清
指，政府以往提倡「就近上學」，現在
卻鼓勵家長送子女到更遠地區，政策矛
盾，反映政府對跨境學童問題欠缺長遠規
劃。

陳克勤倡彈性上學時間
一直關注跨境童問題的立法會議員陳克

勤指，新措施「有好過無」，但質疑新措施
成效，「跨境童家長大多不願意子女長途
跋涉讀書，他們最後還是會選擇北區學
校」。他早前曾與北區學校校長開會，業界
普遍認同，彈性上學時間可以改善跨境童
造成的過關擠迫問題，冀盼當局予以考
慮。

滬
江
維
多
利
亞
校
設
外
校
生
獎
學
金

4年制聯招報名情況
競爭最激烈首5個課程

院校 課程 學額 報讀人數 競爭情況

教院 幼兒教育 18 2,267 1︰126

理大 酒店及旅遊業 17 1,651 1︰97

管理廣泛學科

理大 社會工作 31 2,448 1︰79

理大 酒店業管理 38 2,959 1︰78

理大 食品科技與 23 1,752 1︰76

食物安全

最多人報讀的首5個課程

院校 課程 學額 報讀人數

城大 商學院（工商管理） 685 7,668

城大 人文社會科學院 383 6,691

（文學士/社會科學學士）

浸大 工商管理 220 4,026

中大 護理學 197 3,676

中大 理學 433 3,666

資料來源︰各大專院校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歐陽文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各大院校昨日公布4年
制課程大學聯招報讀數據。香港教育學院幼兒教育課程平
均126人爭奪1個學額，成為首屆新制競爭最激烈的學科。
香港城市大學商學院（工商管理）課程則有高達7,668人報
讀，成為最多人報讀課程之首。有升學輔導專家指，即使
某些學科競爭激烈，但最終入學成績未必很高，只要考生
對成績有把握，依然可選讀競爭激烈的學科。

據各校提供資料顯示，以首3志願計算，只有18個學額的
教院幼兒教育課程，成為競爭最激烈學科，吸引共2,267名
考生報讀，平均每126人爭奪1個學額；與3年制課程平均56
人爭1個學額相比，前者激烈程度為後者逾兩倍。

理大酒店管理「爭崩頭」
此外，香港理工大學部分課程同樣出現「爭崩頭」情況，

橫掃競爭最激烈課程第二位至第五位。該校酒店及旅遊業管
理廣泛學科，出現97人爭1學額情況。至於社會工作、酒店
業管理等學科，分別出現79人及78人爭1學額情況。

城大工管課 7千人競逐
除了部分課程競爭極激烈外，不少「大類收生」課程報

讀人數十分踴躍。城大商學院（工商管理）課程，則有高

達7,668人報讀。該校人文社會科學院，有6,691人報讀。浸
大工商管理則以4,026名考生報讀，排名第三。

倘若看到以上數字，相信不少正在努力溫習的文憑試考
生，頓時感到壓力倍增。不過，學友社學生輔導中心總幹
事列豪章則認為，學科競爭激烈程度，與入學成績不一定
成正比：競爭較大的學科，收生成績不一定高。考生多方
面評估成績最要緊，參考過往學科入學水平選科，「如果
學生對成績有一定把握，選擇競爭激烈的學科亦無妨，毋
須因為太多人報讀棄選」。

■ 無 論 3

年 制 或 4

年制課程

大學聯招

報名，教

院幼兒教

育都是競

爭最激烈

的課程。

資料圖片

■Richard Parker(左)及維多利亞教育

機構總校長孔美琪(右)均希望，可以讓

更多學生有接受IB課程教育的機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景熙 攝

■考評評卷參考顯示，考生毋須再擔心寫錯別字被扣分，

而無錯別字最高可獲最高額外加3分。圖為學生早前應考

模擬試情況。 資料圖片

■3名教授均認

為，教育不只

局限在課室之

內，更要培育

學 生 人 格 成

長。左起：李

詠恩、鍾宇平

及張紹洪。

香港文匯報

記者劉景熙 攝

■教育局

破天荒派

專職人員

到部分派

位中心，

勸喻家長

選北區以

外小學。

圖為跨境

童上學情

況。

資料圖片

本 內容：文匯教育 副刊 娛樂新聞 體育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