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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獄中省己過
文憑試場報母恩

文憑試資訊
今日開考：
時間
08:30–09:45
10:30–12:00

科目
中國語文卷一（閱讀能力）
中國語文卷二（寫作能力）

明日開考：
時間
09:15–12:00

科目
中國語文卷三（聽力測驗）
中國語文卷五（綜合能力考核）
公開考試資訊中心電話：3628 8860

報考6科盼獲新生 非求高分只願盡己所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笑迎文憑試

勞雅文）籌備經年、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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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矚目的第一屆中學文憑試今日開鑼，首日為中
文科「閱讀」及「寫作」兩試卷考試。今年7.3萬

名考生大軍中，4個必修科「3322」級大學「入場券」
，是大部分人目標，但對
於同樣來自單親家庭、因犯事被判入歌連臣角懲教所的明仔及肥仔（化名）來
說，他們絕不是成績最好的一群，今日卻信心滿滿迎接挑戰，為的只是得到一
張「盡己所能」的成績表，報答母親在成長路上的不離不棄。
專門收納青少年犯人的歌連臣角懲教所，
每年均為所員提供學習機會，並為他們報考
公開試，展開「更生」旅程。今年懲教所共6
名男所員迎戰首屆中學文憑試，應考包括
中、英、數、通識、經濟及旅遊與款待6科目。

11歲來香港 難適應逃學
於單親家庭成長的明仔（20歲），去年7月
因勒索被判入懲教所。他於內地出生，11歲
時來港，但未能適應新學習環境，變得無心
向學，經常逃學流連街頭。明仔憶述指，當
時任職清潔工人的母親非常擔心自己，「經
常問我去哪裡，我卻無言以對」
。

吸毒記憶差 努力抄筆記

明仔雖然一直不喜歡學習，但在院所受經濟
科老師教學吸引，決定重拾課本，更希望透
過文憑試報答母親，「要補償之前錯過的」
。
雖然吸毒令明仔記憶力變差，但他上課抄足
筆記，努力跨過難關。
同樣受慈母感動、希望回歸正途的考生，
尚有「一錯再錯」的肥仔。肥仔（20歲）自
中三開始無心向學，加上不守校規被「踢」
出校，又曾因「貪玩」偷竊被捕，判入更生
中心。他獲釋後轉到私校升學，外人以為他
能改過，但他卻再步向犯罪深淵。去年2月，
肥仔因行劫被判入懲教所，今次終意識到自
己的問題，也感受到家人的愛，「我已不只
第一次⋯⋯但家人都沒有放棄我，一直支持
我，陪我上庭面對」
。

明仔2009年會考只得1分，原打算繼續進
倘今次失手 願繼續進修
修，但誤交損友，踏上歧途。他開始吸毒，
「K仔、可樂、搖頭丸都試過」，最後錢花光
於單親家庭成長的肥仔指，知道自己令母
了，鋌而走險參與恐嚇勒索活動，事敗被捕 親十分傷心，不想讓她再失望，所以鼓起勇
判入懲教所，接受6個月至36個月更新教導。 氣參加文憑試，向每周山長水遠到訪的母親
他的母親事發後並無加以責備，更每周不辭 展示決心。肥仔表示，成績並非最重要，
勞苦到偏遠的懲教所探望，又不時寫信問 「如果今次不行，我也會繼續學習、進修，希
候。明仔在懲教所中反思，坦言非常懊悔。 望將來成為調酒師，報答母親支持」
。

孫公出院：不會提早離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思諾）教育局局長孫明
揚本月25日凌晨在跑馬地
家中跌倒，右臂骨裂，於
瑪麗醫院留醫兩日後，昨
午出院。他向記者表示，
用手機查看球賽結果時失
足，倒地傷及右臂，但身
體情況安好無大礙，而手
■孫明揚在太太鍾小芬陪同下乘
臂需數周才可完全康復。
座駕離開。
孫明揚明天重投工作，強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思諾 攝
調不會提早離任。

查球賽結果 失足傷右臂
孫明揚下月滿68歲，去年4月底證實患上腎衰竭，需以腹膜
透析治療。去年12月18日，他又因病被送入瑪麗醫院留醫，至
22日證實患上退伍軍人症，需請假多天接受治療。外界對他是
次再入院留醫深表關注。但昨日剛出院即面對記者相機的鎂
光燈，孫明揚仍然表現輕鬆，只是聲音略帶沙啞，手臂仍以
肩帶、護托包紮。他解釋事發經過時笑指，當晚他上洗手
間，拿 手提電話，想看球賽結果，邊行邊看，不小心便絆
倒了，所以跌斷右手手臂。當時他在家人陪同下自行入院，
未有報警。他希望盡快康復，但手臂痊癒估計需數周時間。
近日盛傳，現任香港教育學院校長張炳良為新屆政府教育
局局長大熱。當被問及覺得張是否合適人選，孫明揚指對何
人接任並不知情。對於今日開始的文憑試考試，孫明揚寄語
考生放鬆心情，不要太緊張，所有事隨遇而安。

陳維安：出路是多元的
教育局副局長陳維安昨日接受媒體訪問時，鼓勵文憑試考
生保持輕鬆、樂觀的心情，最重要是豁達面對。當他被問及
會否留任，以見證7月20日文憑試考生放榜，則未有正面回
應，只笑言：「正如我和考生提過很多次，我和考生一樣，
出路是多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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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慶祝香港政府開辦的第一所官立中學皇仁書院150周年
校慶，香港郵政與皇仁書院昨日在該校禮堂聯合舉行「皇仁
書院150周年校慶」郵票發行儀式。皇仁書院校長李樂然、
郵政署署長丁葉燕薇、皇仁校友律政司司長黃仁龍及教育局副
局長陳維安等。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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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起）明仔、肥仔及強仔後悔昔日誤入歧途，今日將參加文憑
試，報答家人的不離不棄。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勞雅文）應考文憑試
懲教所所員尚有17歲的強仔（化名）
，去年3月
因販賣危險藥物被判入歌連臣角懲教所。他因
一時貪念而賠上前途，感到懊悔不已。為了不
再浪費時間，他決定在鐵窗下繼續學業。囚倉
11點準時關燈後，強仔想出「另類溫習法」
，爭
取更多溫習時間。他主攻中文科，躺在床上仍
用心背誦課文鍛煉記憶力，文字在黑暗中仍於
腦海穿梭，每晚超過1小時。

賺「輕鬆錢」 付沉重代價
自言從小學開始成績都在水平以上的強仔，
中四時因誤交損友無心向學，成績一落千丈，
重讀一年不見成效。在髮型屋工作一年間，他
開始沉淪毒海。他憶述指：「一次朋友見我等
錢花，就叫我幫手帶貨（販毒）賺外快。」強
仔形容這種賺錢方式「好輕鬆」
，他沒想過一個
多月後就得為此付上沉重代價，即場被捕判入
懲教所。強仔說時面帶歉意，「反正已進來
了，我不想再浪費時間」
，故他去年決定參加文
憑試，期望以成績回報家人。

準備時間少 遠遜主流校

但在懲教所內修讀新高中課程，遠較外間主
流中學緊迫。有關課堂去年6月才開始，即考生
只有9個多月準備文憑試，時間較一般高中生2
年半少很多。懲教所內每日由早上8時半到4時
半上課，又於開考前3星期開始安排補課。晚飯
前1小時自由時間內，所員可因應自己較弱科目
向「專科專教」老師請教。而到了晚上11時，囚室會依時
關燈，讓所員休息。強仔為了爭取更多溫習時間，不惜在
眾人呼呼入睡時在黑暗中背書，希望考好最愛的中文科。
強仔立志成為中文教師，他朝與有需要的年輕人分享「過
來人」經歷，提醒其他學生不要像自己般走錯路。

高考聽卷試場 疑「攻擊型收音機」擾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熙）
高考英語運用聆聽卷昨日開考，近
日有考生於網上討論區熱烈討論，
指部分考生攜帶附有長天線「攻擊
型收音機」應考聆聽試，令周邊其
他考生信號被干擾。昨日位於沙田
的其中一個試場，便有多達30人至
40人轉到特別室應考，人數較去年
大增1倍。有考生因擔心信號被干
擾，故此預先轉到特別室，狠批有
關做法「旁門左道」。考評局表
示，對有關傳聞極度關注，已曾就
所述情況徵詢廣播電訊專家意見，
並澄清收音機天線長短，不會對附
近其他收音機收音質素構成影響。

後我的收音機便接收不清，只餘下
3成清晰度，被迫立刻趕往特別
室」。他坦言已計劃今次高考一早
到特別室應考作保險。他慨嘆指，
希望有關「天線考生」多顧及別人
感受，「中化科都有教，己所不
欲，勿施於人！」
教育政策關注社主席張民炳認
為，個別考生惡意影響他人，實在
不公，考評局應仔細研究，考慮嚴
格禁止使用天線過長的「攻擊型收
音機」
。

考評局：專家稱無影響

位於沙田的樂善堂楊葛小琳中學
試場主任佘老師指，多達30人至40
人到特別室應考，人數較往年大增
1倍，並不尋常。他直言曾聽聞
「攻擊型收音機」說法，但未有深
究。面對有關爭議，他認為考評局
未來可考慮運用電台以外方法播放
錄音，避免再有類似問題發生。
考生林同學指，目睹試場內不少
人轉到特別室應考，相信與避開
「攻擊型收音機」有關。另一考生
李同學形容，如有「天線考生」刻
意藉此影響其他人，「是不能接受
的旁門左道！」

對長天線干擾收音機信號之說，
考評局發言人指已徵詢專家，並澄
清未發現會對其他人收音質素構成
影響。發言人強調，按《考生手冊》
規定，收音機體積不得超過46厘米
×15厘米×15厘米，天線也不能影
響其他考生或阻礙通道，不合要求
者會被安排前往特別室應考。該局
提醒考生，連接收音機與耳筒的電
線應避免捲曲，並與身體保持不小
於兩吋距離，以達更佳接收效果。
考評局又指，過往曾考慮各種不
同方案，包括以試場中央廣播系
統、光碟等進行聆聽試，經研究後
認為透過電台廣播，以及部分試場
採紅外線系統，是較合適及公平的
方法。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考生認為試題難度尚可

考生何同學表示，2年前會考時
懷疑遭「攻擊型收音機」干擾，
「當時我『九宮格』範圍內考生，2
人開考前突然拉長收音機天線，然

就昨日聆聽試內容，考生普遍認
為難度尚可，與往年相近，但錄音
一開始即入正題且速度較快，「有
被考評局突襲的感覺」
。

特別室應考 較往年倍增

■樂善堂楊葛小琳中學試場到特別室應考人數較
往年多1倍。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景熙 攝

■佘老師表示，曾聽聞「攻擊
型收音機」說法。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景熙 攝

網民爆補習社疑「貼中」英作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前 網民指導師在課堂上特別以學生會主席
日舉行的高考英文科寫作卷，懷疑再次 作說明，又強調此題是「心水之選」，
有試題被補習社「貼中」。有網民於討 提示學生一定要溫習。
論區貼上一補習導師筆記，提及學生會
導師：題目常「翻炒」
主席3個主要素質，與高考英文寫作卷
Antonia回應香港文匯報查詢時表示，
其中一題內容不謀而合，只是體裁不
一。有網民質疑補習名師「貼中題」對 網民所述「貼士班」包括4課堂，共提
沒有補習的考生不公，但亦有人指涉事 供8個至10個題目供學生參考。
她稱今年既有香港特首選舉，又有美
試題內容常見，一般人都可以「貼
國、法國大選，遂以學生會選舉出題；
中」。考評局則指，考試試題多取材自
學生日常生活，如與坊間題目相近亦屬 又指公開試題目很多時都是「翻炒」，
正常，但強調如發現考生考卷有背誦範 「學生會主席角色幾乎每年都會出現在
寫作卷上，所以我才會在課堂上強
文成分，該部分將不予評閱。
調」
。

「心水之選」 籲定要溫習

有網民日前在香港討論區發帖，指現
代教育補習導師Antonia及Tony筆記，
與高考作文卷第四題──「要求考生以
書信形式列舉3個學生會主席最重要個
人本領或技能」近似。該筆記於3月份
「貼士班」最後一堂發出，討論領袖3個
主要素質，要學生就此寫一篇文章。但

考評局：取材相近正常
考評局則回應指，審題委員會在草擬
寫作題目時，會考慮考生對題目熟識程
度，方便他們寫作，故會取材自學生日
常生活。坊間題目取材如有相近之處亦
屬正常。但考生若被發現作文卷有背誦
成分，該部分將不予評閱。

城大研討動物心臟病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城市大學本月
14日至16日舉辦一場為期3天的動物心臟病學研討
會，邀得美國康奈爾大學動物醫學院教授兼心臟病
科主任Sydney Moise主持一系列講座，重點介紹治
療寵物心臟病新方法，逾130位執業獸醫出席。
■Moise（右一）早前與本地獸醫合作，首次在香
港為一犬隻安裝心內膜起搏器。
大會供圖

倡犬隻內植心臟起搏器
研討會由太平道獸醫診所主辦，並由城大贊助，

講解治療犬隻心臟病新方法──以微創外科手術在
犬隻體內植入心臟起搏器，以恢復病犬心臟功能，
並把病犬心跳調整至正常節律。
由於手術採用微創技術，造成創傷較傳統手術輕
微，同時復原時間由2周縮短至3天。這方法於歐美
十分常見，但本港獸醫界尚未採用。而Moise早前與
太平道獸醫診所專家合作，首次在香港為一犬隻安
裝心內膜起搏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