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熙）教師
行業「薪高糧準」，是不少年輕人的理
想職業，據香港教育學院公布數字顯
示，今年有逾7,800名文憑考生在大學聯
招的首三志願填報了該校與教育相關的
學士課程，競逐501個學額，平均16名
學生爭1個學位，競爭激烈；其中幼兒
及通識教育課程最受歡迎。另今年教院
首推「教育學士課程入學推薦計劃」，
共收到逾1,500份申請表，本月起開始面
試工作，表現出色的學生可獲優先考慮
錄取。

設「入學推薦」面試選才
今年是大學「雙軌年」，新舊制兩批

考生升讀大學學士課程備受關注。教院
協理副校長（學術事務）暨教務長鄭美
紅表示，首屆文憑考生分別有約7,800人
及1,300人報讀該校的教育學位和非教育
學位課程。至於高考生，則分別有5,000
人及500人報讀這兩類課程，數字與過

去相若。
為了挑選有才能、熱誠的準老師，教

院今年初推出「教育學士課程入學推薦
計劃」，結果收到219間中學、逾1,500份
報名表。申請人須把教院的教育學士課
程列為聯招的首三志願，教院除考慮申
請人的學業成績外，還會要求中學校長
填寫評分表格，獲推薦者要在任何13個
項目中取得「優」或「良」才具備獲推
薦的條件。

新增「雙修」五年學士課
教院學術副校長李子建稱，所有申請

者均會在5月至6月期間獲面試機會，半
小時的面試將以5人至6人的小組形式進
行，題目可能包括教育新聞、最難忘的
校園生活等。他提醒學生要恰如其分表
達自己意見，既不要過於主導討論，也
不要人云亦云。他又指出，想考入語文
系的學生，更要小心懶音。

此外，教院在新學年起推行的「五年

制教育榮譽學士課程」，將設「雙主修」
及「雙副修」，以提升學生就業靈活
性，但其科目清單仍有待最後修訂及審
批，預計7月會有結果。

教育局日前推行「電子教科書市場開
拓計劃」，讓不同團體申請經費研發電
子教科書。李子建表示，校內已有教授
表示有興趣申請。

由港大研發的電子學習平台有不少
功能，除了可以讓學生做電子版

的工作紙、小測外，學生亦可透過平台
進行討論和投票，學生提交資料後，系
統會為教師提供即時分析，反映學生的
答題情況、選出最熱門的關鍵字眼，以
了解學生對課題的認知。

小學用家活躍 平台資源最多
實驗室總監霍偉棟指，有關平台除了

有基本教材供教師使用外，教師亦可上
載自己設計的教材，「以我們的經驗所
見，不少教師都樂於分享教材」。他又
指，以「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為試點，
主要是認為現在的時機適合，「學界對
這科的教材有需求，而且這科也非常重
要，所以參與有關開發，以出一分

力」。他表示，平台上有關「德育及國
民教育科」的教材由大學至小學都有，
但由於小學用家比較活躍，所以小學的
材料最多。

製電子書成本 料較實體書低
有見教育局將斥資5,000萬元推行

「電子教科書市場開拓計劃」，推動電子
書研發，霍偉棟坦言團隊亦有意參與中
小學電子書的開發，有關研究人員已初
步看過政府的計劃資料。他表示，如果
要進一步發展，將會與中小學界合作，
由專業的教師提供教材，技術人員再將
材料加工製成電子課本。霍偉棟補充
指，上述計劃每項資助金額設400萬元
上限，應足以開發一科電子書，「電子
書與實體書審批制度不同，再加上電子

書很多的材料都可以循環再用，相信成
本會較實體書低」。

配對經費難覓 易生版權爭議
不過，霍偉棟亦提出一系列研發電子

書會遇上的難題，包括院校難以找到配
對經費，另教材的版權問題、研發團隊

如何攤分利潤等均要解決。
此外，實驗室亦出版了The New Era

of e-Learning（《電子學習新紀元》）一
書，並會送出100本予教師及教育工作
者以紀念百年校慶，有意者可到港大周
亦卿樓6樓電機電子工程系辦公室索
取。

唐 代 劉 禹 錫 的
《陋室銘》有這樣
一句：「談笑有鴻
儒 ， 往 來 無 白

丁。」這裡的「白丁」是指「沒有取得功
名的平民」。近來，「白丁」一詞登上了內
地新詞榜，但如果把它理解為劉禹錫所指
的「白丁」，那就大錯特錯了。

丁克家庭 不生兒女
事情得從「丁克」一詞說起。「丁克」

來自英文「Double Income No Kids」縮寫
「dink」的音譯，意思指「夫妻雙方都有優
厚的收入，但卻沒有孩子」。

「丁克」現象在香港乃至歐美十分普
遍，上世紀80年代，隨 經濟條件提升，
內地也開始出現了「丁克家庭」，但內地社

會環境與歐美有別，這些年下來，「丁克
家庭」還能繼續「丁克」下去嗎？

鐵丁堅定 白丁反悔
內地過去有不少文藝作品探討過「丁克」

現象，最近，有一部熱播電視劇，描述一
對「丁克」夫妻面對社會、家庭和傳統觀
念的壓力時，夫妻間感情發生的變化。

劇中有這樣一段對白：「所謂鐵丁就是
不要孩子，也不要寵物，就兩人一起過。
白丁，是過了一段丁克，後來又要了孩
子，所以白丁了。丁狗嘛，很簡單，不要
孩子養狗過日子。」

這裡的「鐵丁」，意即「堅定不移地不生
孩子」，「白丁」，意即「反悔了，又生了
孩子了，白白地丁克了一回」。「丁狗」，
意即「不要生孩子，把養寵物視為養孩

子」。

具創造力 有趣派生

「丁克」一詞，幾年下來不僅沒有消

失，更進一步派生出一系列的「丁克」類

詞語，如：「丁克族」、「丁克家庭」、

「鐵丁」、「白丁」、「偽丁克」、「丁狗」、

「丁寵」等，也算十分有趣。

同樣是新詞語，有的出現不久就悄然消

亡；有的則具有一定生命力，不斷被延用

下來；有的更加具有創造力，派生出一系

列同類詞。此外，與「丁克」相比，內地

離婚情況似乎也相當普遍，不少文藝作

品、影視劇集也有描述，但卻好像沒有與

「離婚」相關的新詞語出現，這種現象是否

值得有興趣者思考呢？

■教院語言資訊科研中心

蔣震（語言科學）講座教授鄒嘉彥主持

（標題和小題為編輯所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茜婷 北

京報道）香港保華國際教育園昨在

北京舉行奠基禮，園區由3部分組

成，包括主要招收中國學生的耀華

國際教育學校、面向外籍學生的耀

中國際學校，以及作為國際學術及

文化交流平台的學而國際會議中

心。

分期建設 明年完工

香港耀華國際教育機構董事局主

席及耀中教育機構董事葉國華致辭

時指，教育園將分為多個部分分期

建設，並將於2013年建成開放，屆

時可為學生、教師及北京海外歸國

人才提供全新的國際生活模式。

香港耀中國際學校及耀華國際教

育學校校監陳保瓊指，在北京建立

第一個保華國際教育園具有重要意

義，作為首都，北京是全國教育的

引領者。她介紹指，「耀中」和

「耀華」是推廣中英雙語能力的複

合型學校，強調東西文化兼容並

蓄。

通識科學習「八達通」之三—「通」
到達「目的地」

之後，是否表示我
們已經對「目的地」
有充分了解呢？當

然不是。大家都明白，把所蒐集得的資料
整理妥當，並不代表我們對有關事件或問
題有正確理解。要充分掌握通識科，除了
要「八」、要「達」，還必須要「通」！

要在通識科學習方面「通」，首要的是
思考。同學聽罷，可能對這說法不屑一
顧：「我們不是每天都在思考嗎？難道我
們都是植物人？」對！我們每天都思考，
但不會全是促進學習的思考。要作促進學
習的思考，首先需要懂得發問。

自我提問 檢視成效
在學習的過程中，同學要透過向自己提

問，檢視自己的學習狀況和成效，並作出
相應的行動。以下是一些自我提問的例
子：

還需要蒐集其他資料嗎？
需要蒐集哪方面的資料？
資料的來源可靠嗎？
我能說出有關資料的重點嗎？
我採用甚麼觀點來了解這些資料？
我還可以採用甚麼其他觀點來了解這些

資料？
結論是甚麼？
這結論合理嗎？
這結論跟自己、香港社會、國家、以至

世界有甚麼關係？
就 不同的課題或事件，同學更可提出

其他與之相關的提問。以「少女為滿足男

朋友的要求而穿舌環」為例，同學可以向
自己提問：

穿舌環會帶來甚麼後果（生理上、外觀
上、人際關係上⋯⋯）？

少女這樣做反映 怎麼樣的價值取向？
這樣做是否真的能夠滿足男朋友的要

求？
男朋友的這種要求反映了甚麼？
男朋友還可能有甚麼其他的要求？
事件反映 怎麼樣的兩性關係？

彼此互問 豐富認知
當然，也可以向其他同學作相若的提

問。透過彼此的提問，可豐富和更正自己
對有關課題或事件的認知；更可增進批判
性思考，甚至強化自己的溝通和與他人協
作的能力和技巧。當然，最終的結果是對
有關課題有更透徹的了解和掌握。

同學在提問和跟進行動的時候，往往會
涉及蒐集更多的資料和修正自己對已整理
資料的觀點或立場；此外，對蒐集、整理
和理解資料等方面技巧的掌握，也會反過
來影響我們「八」的觸覺。故此，在通識
科學習上，「八」、「達」、「通」三者互
相影響、也是相輔相成，故筆者稱之為通
識科學習「八達通」。

■香港公開大學
教育及語文學院助理教授陳志威博士

（小題為編輯所加）

教育學位搶手 教院16人爭1額

「丁克」及其派生詞

先推「國教科」試點 教師分享自製教材
中小學免費任用
港大電子教學平台 孫明揚：通識試無政治導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首屆中學文憑試通
識科考試有一條與本港政黨政治有關的題目，引來
外界關注考生的政治取向會否影響評分。立法會議
員黃毓民昨日在立法會會議上提出質詢，要求教育
局保證考評局在設計通識教育科試題時，能對政治
社會現象保持中立。教育局局長孫明揚回應指，考
評局按《通識教育科課程及評估指引》釐定評核要
求和設計題目，亦設審題委員會制訂試題，確保試
題質素及不具導向性。

強調評卷重批判思考
孫明揚續指，上述涉及政黨政治的題目，旨在鼓

勵學生討論香港居民參與社會及政治事務的情況，
不應被視為具政治導向性的問題，同時通識科 重
評估考生能否運用批判思考能力，並從多角度考慮
問題，題目本身無預設的政治立場和標準答案，考
生可表達不同意見。

他又說，評卷員會於評卷前開會，當局亦有兩名
評卷員同時評分，若評分差距太大會交由第三名評
卷員評核，確保公平。

理大周六辦升學諮詢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港理工大學將於

本月12日（星期六）上午9時半至下午6時在校園舉

辦諮詢日，為報讀2012/13年度全日制學士學位及

非學位課程之申請人提供升學資訊，歡迎首屆中學

文憑考生及最後一屆高考考生參加。當日校方特設

「入學面試」講座，由經驗豐富的教授面授有關技

巧。

設選科講座 吸考生報讀

高考生及文憑考生可分別於本月21日及6月4日最

後限期前更改大學聯招課程選擇的次序或增刪課

程，為吸引學生報讀，理大各個學系將於諮詢日舉

行不同活動，包括選科輔導、影片播放、講座、展

覽及參觀活動。同學亦可參加「選科全攻略」專題

講座，以了解該校的入學計分方法及新生獎學金計

劃。同學如欲了解更多諮詢日詳情，可瀏覽網址

http://www.polyu.edu.hk/as/conday2012。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非華語
學童學習中文一直受到關注，現時全港逾1
萬名就讀幼稚園的非華語學生中，原來只有
4%在學中文時獲校本支援服務。教育局局
長孫明揚昨書面回覆立法會議員提問指，將
加強為幼稚園提供校本專業支援服務，新學
年幼稚園申請支援時，會以「為非華語兒童
提供的支援」作優先考慮，並集中協同教師
設計學習活動，以鼓勵非華語生入讀本地幼
稚園，讓他們在真實的環境中學習中文。

辦工作坊發展配合教材
教育局表示，本學年共有11,570名非華語

兒童在544所幼稚園就讀，而局方正在為31
間本地幼稚園、共470名非華語兒童提供校
本支援服務，佔總數的4%。為改善問題，
除了上述措施外，局方自上學年起開始舉辦
研討會及工作坊，探討幼童發展及照顧學習
差異的問題，以取得有關經驗並發展配合教
材。此外，當局亦會繼續在較多非華語人士
居住的地區舉辦特設的入學簡介會，並會循
少數族裔人士支援服務中心、電台節目等多
個途徑提供重要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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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電子教學漸成趨勢，香港大學電

子學習技術發展實驗室投入20多萬元，研發無線互動電子學習平台，

以供大學於下學年使用。有關系統曝光後隨即引起中小學界關注，港

大遂將平台開放予中小學免費使用，並率先以「德育及國民教育科」

為試點，推出互動教材，目前已有48所中小學加入，不少教師更於平

台上分享自製教材，豐富平台資源。

■霍偉棟指，平台以「德育及國民教育

科」為試點，主要是因為學界對教材有需

求。 香港文匯報記者歐陽文倩 攝

■港大電子學習技術發展實驗室投入了

20多萬元，研發無線互動電子學習平

台。 香港文匯報記者歐陽文倩 攝

■教院在2012學年起推行的「五年制教育榮譽學士課程」，將設「雙主修」及「雙

副修」。左起：教院副校長鄭美紅、李子建。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景熙 攝

■葉國華(前左)、陳保瓊(前右)與其他嘉賓共同為教育園奠

基揭幕。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茜婷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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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內容：文匯教育 紫荊廣場 娛樂新聞 體育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