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學4年制教院新措施
1.重新編排上課時間表；

2.要求九巴加密班次及新增巴士路線；教院校
巴亦會加密班次，配合學生需要；

3.租用巿區如將軍澳的小學空置校舍作課室，
目標是加開2個市區校園；

4.將男廁改裝成女廁，同時將女廁擴建，共增
加54個女廁廁格；

5.飯堂擴建1倍，容量由500人變成1000人；

6.學校餐廳會增加三文治、薄餅的供應，縮短
學生用餐時間，或方便外賣；

7.在高峰時期，學校會外購飯盒再轉賣予學
生，減輕餐廳製作飯餐的壓力；

8.新增學生外租宿舍資料網站，讓學生轉到校
外租樓住，減少學生宿舍壓力；

9.改變學生入宿安排，由現在強制首年必須入
住學校宿舍，變成首2年任選2個學期入宿。

資料來源：香港教育學院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鈺

通識模擬卷部分考生搞笑答案
題目1：如何降低香港人進食受污染大米的風險

學生答案：可定期為市民抽血

專家意見：題目要求考生提出預防方法，若抽血
時才發現，意味市民已「中招」，作答離題

題目2：工業、農業的發展如何影響人類生活質素

學生答案：連抄5行「生活質素」的定義

專家意見：考生應 重應用概念，如「工農業影
響多方面的生活質素，包括⋯⋯」

題目3：為何香港人工時長，試舉2個原因並說明

學生答案：香港未有實行一孩政策

專家意見：學生的答案相關性低

題目4：你在多大程度上同意某勞工組織的觀點

學生答案：「勞工組織的觀點是絕對的」

專家意見：學生的立場令人難以明白

題目5：情人節較元宵節普及，是否因為香港較認
同西方文化

學生答案：引用多例包括「麥當勞商品化」、「香
港家長注重子女英文」、「內地假雞蛋報道」等

專家意見：答案與問題無關

資料來源：考評局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鳴

教院9招迎雙軌年 加開2分校

校長推薦新生 收1400份申請

明年1月任期滿 張炳良拒說去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思諾、勞雅文）教

院校長張炳良於2008年上任至今，一直爭取
將教院正名為大學，但至今仍未成功，他坦
言「不開心」，失望之情已溢於言表，「不過
我亦明白，正名需要時間。」其校長任期將
於明年1月屆滿，被問到續約與否，他未有正
面回應，只強調校董會已展開相關程序，已
成立小組向教職員、學生收集意見。

張炳良表示，自己任內已盡最大努力推動
教院轉型，以配合升格大學，早前教院已向
教育局遞交《大學正名最後準備》的報告，
他對教院的學術發展及實力充滿信心，認為
正名指日可待。

就有記者問他，是否被邀請出任下屆政府
的教育局局長，張炳良指自己身份尷尬，不
適宜透露太多。

考評局早前向全港中學發出通識
教育科練習卷，其後回收其中

約20間中學、近2800份學生的練習
卷作研究，分析學生表現，並為教
師舉辦3天的簡介會，以協助全港師
生備戰文憑試。

答案「搞笑」評卷員摸不 頭腦
在昨日首場簡介會上，考評局派

發的文件顯示，考生答卷出現不少
「搞笑」答案，令老師大為驚訝。例
如題目問香港工時過長的成因，有
考生的答案是「由於香港與中國不
同，不是一孩政策，故家庭支出較
大」，答案令評卷員摸不 頭腦。

有連抄5行「生活質素」定義
另有一題問及考生在多大程度上

同意某勞工組織的觀點，有考生指
有關組織的觀點「是絕對的」，但從
無清楚提到自己是「絕對的支持」，
還是「絕對的反對」，取態含糊，評
卷員直指考生行文鬆散欠系統，論
點未有好好闡述，需要評卷員自行
為考生「重組」立場，考生表現讓
人失望。評卷員之一、佛教善德英
文中學校長何滿添坦言，有考題問

及工業及農業的發展如何為人類的
生活質素帶來負面，「有學生連抄5
行『生活質素』的定義，令人費
解。」他對學生的做法不以為然。

教師質疑考評局不夠全面
在答問環節中，有老師質疑考評

局的評卷準則，例如有老師認為某
學生的答案只值1至3分，但考評局
的評卷參考則給予4分，隨時影響該
生的整體成績；另又有老師批評考
評局的模擬卷未有盡出「六大單
元」，例如「全球化」等，認為不夠
全面，直言「今次考評局出卷不合
格」。

評卷員之一、風采中學 (教育評議
會主辦) 通識科主任林佩儀回應指，

「只要學生表現出嘗試努力作答的意
圖，即使內容未能緊扣主題，但評
卷員考慮有其他學生答得更差，故
上述例子中的評卷員，最後決定給
予4分。」至於出題，考評局專家表
示，「當局出卷『以題為本』，希望
考生從議題出發，進行多角度思
考，如果改為『以單元出發』，反而
對學生造成規限，並非試卷設計原
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鳴）考評局昨為通識科老師舉辦簡介

會，向業界解釋早前發放的文憑試練習卷之評卷準則，並總結

考生的常見錯誤。據悉，本港考生水平參差，有題目問及香港

工時過長成因，有考生指與香港沒有一孩政策有關；至於為何

西方情人節較中國元宵普及，有人竟將之和「麥當勞商品化」、

內地出現假蛋及假油醜聞扯上關係，這些「離題萬丈」的答

案，令不少評卷員失笑。有老師指，現時距離文憑試開考尚餘

個多月，上述情況反映學生能力拙劣，令人擔憂。

答案離題萬丈
通識練習拙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勞雅文）香港大學將
向6位對大學、社會或學術方面有傑出貢獻的
人士頒授名譽博士學位，包括本港終審法院
常任法官包致金、新世界發展董事總經理鄭
家純、緬甸反對派領袖昂山素姬、劍橋大學
第345任校長Leszek Krzysztof Borysiewicz、美
國生物學家及企業家John Craig Venter及北京
大學第30任校長許智宏。

曾蔭權主禮 昂山素姬缺席授銜
港大第186屆學位頒授典禮將於3月15日舉

行，並由校監曾蔭權主禮，頒授名譽博士學
位予上述6人，據了解，昂山素姬及包致金將
未能出席是次典禮。

昂山素姬是緬甸反對派領袖，曾被囚禁超
過15年，她於1991年獲頒發諾貝爾和平獎，
她將與包致金一樣獲港大頒發名譽法學博士
學位。包致金是本港回歸後首批終審法院常
任法官，他於2001年成為中殿律師學院的名
譽委員，對法律界有重要貢獻。

北大校長許智宏 獲授科學博士
至於3名獲頒授名譽科學博士學位的Leszek

Krzysztof Borysiewicz、John Craig Venter及許
智宏，亦各自在本身的專長領域上大放異
彩。Leszek Krzysztof Borysiewicz於威爾斯大學
卡地夫學院任職期間，曾帶領研究隊伍進行
疫苗研究，為引致子宮頸癌的人類乳突狀病
毒的治療性疫苗進行臨床實驗，並於2001年
獲冊封為爵士。John Craig Venter是最先進行
人類基因排序的學者之一，並於2010年以合
成基因製造首個細胞。

許智宏則是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及中國科學院上
海植物生理研究所研究員，研究範圍主要包括植物發
育生物學、植物細胞培育及其遺傳操作和生物工程。
許現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第三世界
科學院院士，亦是中國科學院院士。

至於鄭家純將獲頒授名譽社會科學博士學位，港大
指他一直積極支持高等教育發展，故予以表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港中文大學近日邀得
國際知名作曲家及崇基學院1976年音樂系校友林品
晶，出任本年度「黃林秀蓮訪問學人」。她將出席本周
六（本月4日）舉行的崇基周年教育研討會，並以「異
曲同工：全球/在地的文化藝術創作」為題作分享，香
港創樂團更會現場演奏林的作品《近江八景》。活動歡
迎 公 眾 免 費 參 加 ， 有 興 趣 人 士 可 瀏 覽
www.cuhk.edu.hk/ccc/edu-conference/，並登記入場。

林品晶7歲起學習鋼琴，15歲已舉行首次獨奏會，她
在1976年取得中大音樂學士學位後，取得獎學金遠赴
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深造，並以作曲為職志。
她於1981年取得博士學位，同年往西雅圖Cornish
College of the Arts教授音樂，後為專心創作，轉為全職
獨立作曲家。

葉發教授梁曉鳴應邀出席
上述研討會將於本月4日（星期六）上午10時，假座

中大崇基學院利黃瑤璧樓利希慎音樂廳舉行。嘉賓講
者除林品晶外，香港教育學院文化與創意藝術學系曾
葉發教授、澳門演藝學院院長梁曉鳴、媒體及文化評
論人梁文道亦應邀出席。

中大教育研討會
林品晶講創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港城市大學現舉辦題
為D.I.Y.（Discover and Innovate You）「人生28」影像
及視像比賽，歡迎本港各區中學生參加，藉此激發港
生的創意。

歡迎中四至中七學生參加
比賽歡迎中四至中七的學生參加，參賽者可在能源

環境、科技工程、創意媒體、社會文化、法制政治、
工商經濟6大範疇中，創作一件「人生28」作品。創作
方式及作品媒介不拘一格，例如可繪畫表現自己28歲
時的相貌，或拍攝28件重要的個人物品，或把28則個
人感動深刻的經歷製成短片，最重要是能展示創意，
參賽作品呈交截止日為今年4月30日。各組別比賽均設
冠、亞、季軍獎，獎品豐富；而最先遞交作品的30名
參賽者、最先報名出席工作坊的70人，可各獲得禮品1
份。

為協助參賽者掌握製作影視作品的技術，城大將於
本月25日（星期六）舉辦工作坊，屆時導演麥曦茵及
新秀演員盧鎮業、城大及創意媒體學院講師應邀主
講，分享個人創作心得。有意參加者可由本月3日起至
24日，登入網站http://www6.cityu.edu.hk/diy28報名，
獲接納者將收到確認電郵。

城大辦「人生28」
影像創作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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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思諾、勞雅文）為迎接即將殺
到的「雙軌年」，香港教育學院擬實施9大新措施，解決學
生倍增帶來的問題，包括要求九巴加密班次及新增巴士路
線；租用巿區空置學校，目標是加開2個市區校園。教院
又考慮到校內男女失衡日後恐會更加嚴重，故要擴建女廁
及增加廁格。校長張炳良指，校方已有應變計劃處理「爆
棚」情況，但難保不會發生「小插曲」，笑言「求神拜佛」
希望能順利過渡這非常時期。教院昨舉行新春團拜，校長
張炳良率領一眾管理層與傳媒見面，分享大學改制的準備
工作及最新進度。張炳良表示，新學年為「雙軌年」，現
時該校全日制本科生人數超過3,800人，加上教職員已超
過4,200人，若新學年學生人數倍增，校方在設施、膳
食、交通等問題已作出一系列的應變措施。

男廁改女廁增54女廁格
張炳良舉例指，「教院的女學生達8成之多，單是女廁

問題就急需解決啦」。教院物業處處長朱仲強補充指，在
本年9月前，學校將會將部分男廁改為女廁，並在現有的
女廁進行擴建，共增加54個女廁格，增幅達38%。

除了廁所需作改動，飯堂亦為校方關注的項目，教院現
正進行飯堂擴建工程，座位將由原有的500個，倍增至
1,000個；當中也會新設可容納500人的「教學共享區」，
師生可在此區用餐，並作交流。

校方預期新制下，午飯時間校內會非常擠擁，食物的供
應問題亦非常迫切。朱仲強指，學校餐廳會增加一些「飽
肚小食」，如三文治、薄餅等等，縮短師生購買、用餐的
時間。不過，他表示，校方仍擔心食物供應量不足，特別
是在高峰時期，教院將會外購飯盒再轉賣予師生，減輕餐
廳製作飯餐的壓力。

開「租屋網站」助學生覓居所
教院副校長（學術）李子建直言，近年教院的學生宿位

漸見緊張，但校方未有建新宿舍及擴建宿舍的打算。學校
將改變學生入宿安排，以紓緩宿位短缺的問題。該校現在
強制學生首年必須入住學校宿舍，但新學年將改變政策，
學生只須在首2年任選2個學期入宿。此外，教院將新增

「租屋網站」，當中會提供租金、地區、單位有否附帶傢具
等資料，協助學生在校外租屋住，減少學生宿舍壓力。

至於教學設施方面，李子建指，校方正研究租用2個市
區校舍，「早在去年6月，我們已和西貢區議會提出，在
將軍澳租用小學空置校舍作市區分校新址；另外，學校亦
正另覓一個市區分校。」李表示，分校選址詳情將於本月
落實，此舉可增加學校的可用空間。

教院協理副校長(學術事務)及教務長鄭美紅指，校方將
重新編排上課時間表，打散學生的上課時間，亦會加開夜
間課程，避免太多學生擠在教學樓層，造成混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思諾、勞雅文）為配
合334的發展，教院在收生制度上，也有新安
排。為了確保新學年收生質素，教院現特設全新
的「校長推薦計劃」，共有200多間中學參加，比
起往年只有40、50間中學報名，可見學界反應熱
烈。教院副校長（學術）李子建指，暫收到逾
1,400份申請，校方將在6、7月進行面試。由於
教院要確定獲推薦的高中生有「教學熱誠」，故
校方會安排教院的在校生，與獲薦學生聯絡，讓
他們更了解教院的學習情況。

李子建又表示，為了拓展課程的多元化，教院
將開辦第4個「非教育類別」的學科心理學榮譽

社會科學學士。現時此學科已進入最後評審階
段，預計將在新學年開辦；而應屆公開試考生已
可在聯招中選擇修讀此學科。另外，教院語文學
院院長陳國球表示，語文學院已向校方遞交「轉
型」申請，盼改為「人文科學學院」。陳國球
指，現時語文學院只有2個學系，分別是中文系
和英文系，課程較單一；若改為人文教學學院
後，學院將設4個學系，包括(暫名)中國語文研究
系、英語教學系、語文及現化語言研究系，和文
學及文化系。現時學院有關申請仍在審批中。不
過，陳表示，評審過程一直非常順利，現已進入
最後階段，有望於新學年成立新學院。

問工時過長竟答無一孩政策 老師憂文憑試成績

■教院校長

張炳良（中）

率領一眾高

層教職員與

傳媒新春茶

，分享該

校 未 來 發

展。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劉思諾 攝

■首屆中學文憑試即將開考，

各校學生積極備戰應考。考評

局昨日公布通識練習卷常犯錯

誤，助教師改善學生作答情

況。 資料圖片

■考評局昨

日為通識教

育科舉辦簡

介會，向教

師解釋練習

卷的評卷準

則、考生表

現及其常見

錯誤。圖為

教師在簡介

會完結後離

場。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陳鳴 攝

■北京大學第30任校長許智

宏，獲頒名譽科學博士學

位。 港大供圖

■新世界發展董事總經

理鄭家純，獲頒授名譽

博士學位。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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