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局北區增9班添225小一額

考評局5招防作弊 保學歷資格不受質疑
準考證防偽「升呢」
文憑試嚴打「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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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詩鈞申讀研究生 唐創時寫推薦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思諾）文憑試包括通
識科在內多個科目，將設開放式題目，令部分學
生擔心評卷標準主觀，或構成不公平情況。考評
局表示，局方於中英文、通識科等7個考試科目
中，採用「雙評制」評卷，即每份答卷最少由2
名閱卷員分別評閱。若成績差異太大，更會作第
三次或第四次評閱。以早前完成的2,800份通識科
練習卷為例，大部分考卷2名閱卷員所給成績相
近，毋須進行「三評」，可見制度運作理想。
考評局評核發展總經理李王鍏表示，通識練習

卷各題目情況不同，難以概括多少份卷需重改。
她指大部分學生通識練習卷表現相當理想，有考
生更於部分題目獲滿分，毋須擔心通識科會拖累
入大學機會。

按程序評卷 不會降要求
對於有意見指，中英文科練習卷深淺程度差異

大，會否因而降低評審準則要求，李王鍏強調，
考評局設有既定評卷程序，每年出題後會先製訂
「暫定評卷參考」，初步改卷了解考生表現後，再
調節評卷準則細節，訂出最後「評卷參考」，但
不代表會放寬準則。
另考評局又指，今年文憑試超過9成答卷以網

上評卷，同一答卷不同題目分配不同閱卷員評
核，以提高準確性，並加快改卷進度。李王鍏表
示，今年將加開3個至7個評卷中心，必要時會延
長開放時間，方便閱卷員批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思諾）去年上任
考評局秘書長的唐創時，曾為香港浸會大學
教務長及數學系教授，並為神童沈詩鈞「伯
樂」。昨日茶敘上，他提到沈近況。他笑言雖
然沈已赴美國參與研究，雙方仍有保持聯
絡，現時沈正於美國申請報讀研究生，自己
為沈寫過多封推薦信。

談起得意門生沈詩鈞，唐顯然非常高興。
他笑言，「現在他常找我，但都不是問候
我，而是要我寫推薦信，我已經寫過10多封
了。」唐透露指，沈早前完成美國研究生入
學考試（GRE），取得研究院基本入學資格，
正四出尋找合適大學，期望在數學方面作更
深入研究。

教局：大學學術自由受《基本法》保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勞雅文）

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下周一討
論大學學術自由問題。教育局昨
日向委員會提交的文件強調，學
術自由為香港一直推崇的重要社
會價值，受《基本法》保障，政
府一直致力維護學術自由及院校
自主。對於現時受教資會規管的8
大院校，除了各自受相關法例保
障外，教資會《程序便覽》亦列
明，院校招聘教職員、甄選學
生、控制課程及學術水準、接納
研究項目及分配資金等5大範疇享
有自主權，政府及教資會一直遵
循指引，尊重並維護學術自由及
院校自主。
教育局文件指，《基本法》第一

百三十七條、第三十四條及第二十

七條等條文，已訂明對學術自由及
院校自主的保障。此外8大院校均
為獨立自主法定機構，有各自成立
宗旨、職能及管治架構，所享權力
及自由也受法例保障。

教資會擔當「緩衝」角色
現時教資會於政府與院校間擔

當「緩衝」角色，就高等教育撥
款及發展方向政府提供意見，並
保證各院校運作及活動質素，其
餘則屬於院校自主範圍，《便覽》
已列明有關自主權。
不過當局強調，雖然各大院校

享有學術自由及相當大自主權，
政府亦不會干預院校內部事務，
不過各院校亦須以公眾利益為依
歸，以及為本身決定負責。

內地免試招港生 6200人網上報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勞雅文）63所內地高校免

試招港生計劃，前日截止申請。教育局表示，共
有逾6,200名應屆文憑試考生及高考生，已透過網
上平台預先報名。當局提醒考生，須於下周四（3
月15日）或之前，於預約時間內親往指定地點進
行確認程序，以完成整個申請程序及進入錄取階
段。
教育局發言人表示，已預先免試報讀內地院校的港

生，須依時親臨中國教育留學交流（香港）中心辦事
處，或免試招生計劃現場確認中心完成程序，並帶備
所需身份證明文件及資料。當局提醒，如考生未能在
原定預約時間及地點現場確認，則須再登入免試招生
報名網址：www.ecogd.edu.cn/lzbm/ks/index.jsp，重
新預約確認時間及地點。
根據2012年內地院校招港生程序，各校可根據考

生報考資料安排面試，5月中旬公布預先錄取名單，
7月下旬進入正式錄取階段。各院校錄取名單8月3日
前公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思諾）早前3名內地「槍手」被

揭發在香港試場代考托福（TOEFL）英文試，判監10個

月，引起社會對本港考試監測的關注。考評局昨日表示，

過往本地公開試中「請槍」情況非常罕見，而在即將開考

的新高中文憑試，局方設有5招嚴防「槍手」及作弊情況，

包括加強準考證防偽功能、校長簽署核實、叮囑監考人員

觀察考生樣貌作身份核對等等。另考評局推出全新手機應

用程式（Apps），提供考試時間表及考試最新資訊，以便利

文憑試考生。

考評局秘書長唐創時昨日出
席傳媒茶敘時指，撇除局

方只作代辦的海外考試，近年香
港本地公開試中，僅曾發生1宗
「請槍」事件，情況罕見，肇事者
遭取消資格。他強調香港監考制
度非常嚴謹，學界毋須擔心學歷
資格受質疑。

須校長簽署 加校印覆蓋
因應新高中文憑試本月底開

考，考評局前日已向各考生派發
準考證。雖然該準考證乍看之下
只是一張A4紙，但其實內有防偽
「乾坤」。負責監考事宜的考評局
學校考試及評核總經理許婉清
指，局方已精心挑選特別紙質印
製準考證，且每張紙都有特定編
號、右上角亦印有考生編號條
碼；同時準考證須貼上考生照
片，再由所屬學校校長簽署，並
以校印覆蓋核實考生身份。
另考評局已向監考員發出指

引，要求必須核對考生樣貌是否
與準考證和身份證照片吻合。唐
創時補充指，針對每年公開試超
過1,000宗違規或疑似作弊個案，
所以已規定考生手提電話要關機
及需放於椅下，所有文具均要放
於桌上，有需要時要被檢查。該

局又要求監考員加緊留意考生可
疑情況，如往洗手間時間過長
等，以確保考試公平、公正。

推手機程式 惠文憑試生
因應文憑試推行，考評局昨日

推出「HKDSE」手機應用程式，
提供考試時間表、規則、試場地
址、重要日期等實用資訊。唐表
示，程式可讓考生設定個人化考
試時間表，又設有訊息提示功
能，即時傳送重要考試公布如惡
劣天氣安排、特殊事故等等。

「壓縮」考試 教評會反對
隨 「末代高考」結束，明年

文憑試將提早9日至10日，約於7
月10日放榜。唐創時指，就具體
考試時間表安排，現仍未有任何
定案。他指考評局將與各持分者
商討對策，預計5月落實明年考試
時間表。據悉該局日前與各中學
校長舉行檢討會，提出6招「壓縮」
考試措施，包括提早進行中英文
口試、同日應考中英數所有筆試
卷、在不相撞情況下同日安排兩
科考試等等。但此舉遭中學界別
反對，教評會昨日發表聲明批評
有關方案，質疑考評局只顧大學
收生方便，罔顧中學師生難處。

逾八成港家長願減工資陪子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金錢誠可

貴，兒女「價」更高。理工大學調查顯示，逾8
成香港家長願意減少工資，以換取更多時間陪伴
子女；與世界各地近似研究相比，比率更屬全球
第一。而女性受訪者願意犧牲更多收入，近7成
受訪母親表示，願意以2成至6成薪金交換與子女
相處時間，但願意這樣做的受訪父親不足4成。
研究由理大應用社會科學系社會政策研究中心

電腦輔助調查組上月以電話問卷進行，訪問313
名家長。研究顯示，逾9成受訪父母認為，子女
關係較夫妻關係更重要。近4成受訪家長每天花

1.5小時至3小時與子女相處，但亦有約1成半人每
天與子女相處不足1小時。相對2010年，2成半家
長認為與子女溝通時間有所增加；近2成家長認
為減少了；5成半家長認為差不多。若把有關結
果與易普索（Ipsos）早前發表、涵蓋歐美亞洲20
個國家及地區的2012《全球兒童報告》近似調查
比較，有關改善情況全球「包尾」。
香港有83%家長表示，認同「願意減少收入換

取陪伴子女時間」，比率較易普索《報告》所有
參與國家及地區高。根據《報告》，有關比率最
高為印度（77%）；最低為法國（2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熙）「雙非」學
童回流香港升學，令北區學額嚴重供不應求。
北區區議會昨日召開會議，多位議員批評當局
未能有效解決問題，聯署提案由區議會及政府
跨部門設立關注小組，以更密切定期關注有關
進展。教育局代表回應指，為紓緩學額不足情
況，局方已聯繫區內4間至5間小學，「拍板」
利用有關空置課室，預料今年9月多能提供9班
共225個小一學額。
北區區議會轄下社會服務、勞工及經濟事務

委員會昨日開會，教育局高級學校發展主任
（北區）趙清淮強調，當局過去已有多項措
施，包括從他區借調學額、於區內4所小學加
建共24個課室等等，以幫助北區準小一生入
學。而近日教育局與區內80及81校網4間至5間
有空置課室的小學聯絡，初步達成共識，在下
學年增開9班小一，按平均每班25人計算，可
額外提供225個學額。她又指政府會繼續與各
方保持溝通，處理北區學位不足問題。
「加班校」之一──上水惠州公立學校，校

長陳紹鴻表示，該校新學年起，小一將由5班
增至6班，「原本當局希望我們增至7班，但考
慮到校內其他因素，最終未有成事。」

原想開10班 終未能成事
他透露當局原希望藉此加開10班小一，現時

成績該屬「達標」，「如果9班小一每班用盡25
個學額，可加2個留班位，總數有243個學額，
紓緩力度不少。」

議員倡設關注組商辦法
在區議會上，議員藍偉良推算指，今年9月

北區或有近千名小一生須跨區上學，令家長大
感頭痛。
他聯同其他10多名議員提案，建議成立關注

小組，在小一統一派位前，要與相關部門討論
解決方法。有份聯署的議員劉國勳強調，除了
議員及教育局代表外，保安局及管理土地用途
相關部門等代表亦應加入小組，並至少每月開
會一次，有助緊密跟進。

嶺南教育機構已交遷校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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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嶺南小學暨
幼稚園及嶺南幼兒園，去年稱校舍有安全問題，
倉促建議遷校。但後來當局檢測未發現任何即時
危險，引起大批家長不滿。教育局提交立法會教
育事務委員會文件顯示，嶺南教育機構本月2

日，向有關部門提交下學年遷往小西灣富怡花園
新註冊校舍最新圖則。不過小學部校董會仍在尋
覓合適地方作臨時校舍。教育局又表示，當收到
屋宇署發出的核准校舍設計圖，以及消防處發出
有關學校房產安全認可文件後，便會盡快審批。

■新界社團聯會昨日向出席

大埔區議會的教育局常任秘

書長謝凌潔貞請願，爭取制

定長期性措施幫助兒童成

長，以及減輕父母負擔。新

社聯要求當局實施「學前免

費教育」、設立「學生課外活

動補助金」及打擊教科書商

加價。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劉思諾

新社聯供圖

新社聯為兒童請願

■趙清淮表示當局有多項措施應

變。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景熙攝

■藍偉良料今秋有近千跨境小一

生。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景熙攝

■劉國勳倡有關部門每月開

會。香港文匯報記者劉景熙 攝

■監考員只需用條碼器「嘟一嘟」，即能核

實考生身份。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思諾 攝

■唐創時表示，新手機應用程式能以嶄新渠道向文憑

試考生發放最新資訊。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思諾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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