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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商不再加價
書目表今上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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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須擔心新學年「無書買」 孫公：揭定價策略成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思諾）教育局與教科書商因應「教師用書」是
賣是送問題，一連數日「隔空開火」
，昨日終現轉機。教育局局長孫明揚宣
布，已接獲書商通知，承諾不會進一步加價，並會於今日上載新學年教科
書書目表及價格，學校可如期出書單，家長毋須擔心新學年「無書買」
。他
並透露，現時教科書市場嚴重扭曲，當局挑起教師用書議題，旨在揭開書
商定價「真面目」
，強調政府絕不會「包底」讓學校購買「昂貴又無用」的

超
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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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有家長怒轟書商當他們「人肉提款機」
，年年借題發揮乘機加價，做
法不能接受。

教

育局本周一突然提出，容許學校免
費收取書商提供的「清水版」教師
用書，引起教科書商強烈反響，批評當局
出爾反爾，違反用者自付原則，更即時撤
回已提交新學年書價。孫明揚日前已指，
做法緣於書商把教師用書定價高出學生課
本2倍至3倍，並不合理。

刻意定價後准送教師用書
他昨日進一步解釋指，情況迫不得已，
希望藉此揭示書商定價情況，「假如今次
我們不這樣做，大家就不會看清楚書商究
竟如何定價。他們之前甚至聲稱如果要送
書，就綑綁所有書商，一齊把學生課本再
次加價」
。
孫明揚又指，若早兩個月書商未定課本
價格前要求他們送教師用書，很大可能提
高學生課本價錢，最後成本會轉嫁家長，
「到時他們又會以通脹、燈油火蠟作藉
口，大家又不知道價錢為何會提高」
。

不會為「昂貴無用」教材包底
他澄清政府只容許學校接受「清水版」
教師用書，「這些『清水版』只不過是在
學生課本中加入答案、註解、教學建議
等」，包含其他材料的「豪華版」教師用
書，學校仍需付錢購買。他強調當局已有
提供資源供學校購買合適教材，但學校需

衡量是否有真正需要。政府不會接受「專
款專用」方式包底購買「昂貴又無用」教
材。由於書商已回覆不再更改書價，當局
今日將如期上載新學年書目表。

家長斥被當「人肉提款機」
家長周先生昨日致電電台節目時，大罵
書商當家長「人肉提款機」，「我不滿出
版商年年借題發揮乘機加價。雖然香港是
12年免費教育，但每年暑假我們都為了買
書花費擔憂」。而出席節目的香港教育出
版商會發言人尹淑瑜表示，之前2年、3
年，書商一直凍價，直至去年才平均加
3%：「今年雖然有加價，但加幅較通脹
低，變相是減價。我們都是商業機構，難
道要我們減價至虧本嗎？」
資小校長會副主席張勇邦指，教育局今
日公布書價表，可讓學校如期確認選書及
出書單。該校預計只有英文科會購買新版
書，所涉及教材費約3萬元。他希望當局
和書商可心平氣和商討對策。

鄭泳舜批評書價不合理
民建聯多名代表昨日向教科書商會請願
表達不滿。區議員鄭泳舜批評，已分拆定
價的書價平均較去年上升0.5%並不合理。
鄭泳舜要求出版商提供開發教科書成本詳
細資料，以及免費贈送教師用書予學校。

歷九龍灣新校舍奠基

■民建聯區議員鄭泳舜（右二）昨日代表家長向兩大書商協會請願，
表達不滿。
民建聯供圖

電子書添配套 教評會倡津貼30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劉思諾）教育局局
長孫明揚昨日表明決
心，透過推行電子教
科書計劃，打破教科
書市場壟斷及扭曲問
題，由當局採取主導 ■教評會昨日要求教育局提出完整電子
建立新市場，就質素 教科書計劃方案。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偉邦 攝
和價錢把好關。教育
評議會認為，電子教科書需有 慮學校硬件設施等，並有完整
完整配套準備，政府或需向學 配套準備，如每位學生津貼
界提供30億元津貼，當局應就 3,000元計，總額達30億元，有
計劃提交完整方案應對實行時 關問題應盡早商討。該會指要
以電子書取代傳統教科書，至
問題。
今尚未有普及成功案例，預料
料電子書傳統書將並行 未來將要電子書、傳統書並行
教評會強調，推動電子教科 使用，有關開發及使用成本未
書時，需確保對低收入家庭學 必便宜，提醒公眾不應存有不
生不造成學習障礙，當局應考 切實際的期望。

曾蔭權：促教育樞紐發展
政府2009年撥出4幅土地供國際學

校申請， 歷學校獲批九龍灣地皮發
展「一條龍」中學課程。曾蔭權昨日
致辭時指， 歷為香港國際學校重要
一員。立法會財委會近日已通過向該
校撥出逾2億元免息貸款興建新校
舍，讓該校擴充學額應付社會需要。
他又稱為繼續支援國際學校發展，以
及推動香港成為區域教育樞紐，今年
中會推出至少2個位於市區的空置校
舍供國際校申請。

瀏覽「面書」愈久 負面情緒愈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熙）年 學歷年輕人，最低也達中學程度，屬
輕人愛上社交網站facebook分享生活 典型facebook用家。
點滴忙裡偷閒，但效果往往適得其
壓力明顯升 嫉妒感大增
反。研究顯示，朋友留言、動態及生
研究顯示，每日使用facebook至少
活資訊會為用家帶來壓力、嫉妒、比
較等負面情緒，使用時間愈長，負面 45分鐘的受訪者，產生壓力平均2.8
，以
情緒累積愈多。負責研究的學者建 分、嫉妒感2分（2項滿分為5分）
。使用時間
議，年輕人可縮短每日瀏覽時間，減 及不快感3.9分（滿分7分）
逾45分鐘者，3項指數分別上升至3.4
少不快情緒，保持心理健康。
浸會大學工商管理學院市場學系， 分、3分及5分，升幅明顯。
彭嘉諾表示，家長應盡量避免年輕
上月進行網上問卷調查，成功訪問
105位本地facebook用戶，女性和男性 子女使用facebook，因為他們可能因
各佔67%及33%。86%受訪者介乎19 網站上言過其實的資訊增加妒忌心，
歲至23歲，餘下14%為24歲至40歲。 「朋友上載歡樂照片，或會給孩子錯
負責研究的浸大工商管理學院市場學 覺，以為別人總是過 快樂的生活，
。
系系主任彭嘉諾表示，受訪者多是高 以及擁有他們渴望的東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63所內地
高校今年首次免試招港生，面試已於上周末
進行，大部分院校昨日向內地聯招辦公室提
交預取錄結果。由於港生面試表現不俗，院
校派出預錄名額毫不手軟。全國排名十大的
名校武漢大學，原本計劃招收40名港生，但
最終超額2倍，派出120個預錄名額，更表示
只要成績達標，超額也會招收，為港生到內
地升學打下「強心針」
。

面試表現佳 留深刻印象
據了解，由於港生知識面寬、態度良好、思
維方式活躍，熱心社會服務，令武大面試官留
下深刻印象。該校決定在242位參與面試學生
中，派出約120個預取錄名額，比率高達
50%。除了武大之外，港生熱門之選中山大
學，在147位面試考生中挑選60多位給予預取
錄資格，將於這幾天上傳有關資料到網上錄取
平台。其他名校如上海交通大學，則會在45個
面試考生中，派出19個預錄取名額及8個後補
名額。南開大學派出20個預錄取名額，兩校最
終各招收15人。浙江大學表示，已向預錄取生
發出通知，實際名額暫時不便公布。而由於面
試學生表現不錯，故大多被預錄。

最遲本月15日公布結果
內地院校最遲本月15日經網上錄取平台向
考生公布資訊，若考生個人訊息頁面欄目留
空，則表示考生未獲預錄。不過即使現階段
音訊全無，又或是考生忘記參加面試，也有
可能獲第二次機會。院校將在8月3日公布錄
取結果，成績優異者可能毋須面試亦被院校
錄取。未獲錄取者可在8月7日至8日再填寫志
願，按院校剩餘學額及要求再作分配。院校
最終於8月20日發出通知。

中大生性交四成不用安全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熙）年輕人情到濃時易有親
密接觸，安全性行為問題令人關注。據中文大學學生會調
查顯示，近四成中大生表示，24歲前已有性經驗，17%人
18歲前已發生首次性行為，亦有21%曾於校園內發生性行
為。而在有性經驗的受訪者中，四成人與伴侶發生性行為
時，沒有使用安全套。

倡校園範圍可購安全套
中大學生會本年2月至3月期間，與安全套生產商合辦
「中大學生對安全性行為意識」問卷調查，在校內訪問
1,175位學生，了解他們對「安全性行為」看法及「性」價
值觀。結果七成半中大生認為，校園範圍內應可購買安全
套。逾六成半人贊成校園內設立安全套自動販賣機。近一
成人稱，因校內沒有購買安全套地方，影響使用安全套意
慾。調查機構提醒指，學生欠缺安全措施的性行為，不但
容易導致懷孕，更會大幅提高傳染性病或愛滋病機會。

「香港霍金」出殯 理大校長扶靈

■
「香港霍金」
劉曉鋒昨日出殯，部分中
■
「香港霍金」
劉曉鋒昨日出殯，部分中
■
「香港霍金」
劉曉鋒昨日出殯，部分中
■
「香港霍金」
劉曉鋒昨日出殯，部分中
學同學即使行動不便，仍堅持坐電動輪
學同學即使行動不便，仍堅持坐電動輪
學同學即使行動不便，仍堅持坐電動輪
學同學即使行動不便，仍堅持坐電動輪
椅前來致意。
椅前來致意。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景熙
攝
椅前來致意。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景熙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景熙 攝
攝
椅前來致意。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景熙
攝

■ 歷學校九龍灣新校舍昨日舉行奠基儀式，邀得行政長官曾蔭權、教育局
局長孫明揚及英國駐香港總領事奚安竹等主禮。
學校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國際
學校 歷學校（Kellett School）九龍
灣新校舍昨日舉行奠基儀式，邀得行
政長官曾蔭權、教育局局長孫明揚及
英國駐香港總領事奚安竹等主禮。該
校舍共提供900個中小學額，至明年9
月，該校所有中學部學生將遷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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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熙）上月離世、
有「香港霍金」之稱的27歲前香港理工大學電
腦程式員劉曉鋒昨日出殯，理大校長唐偉章、
立法會議員譚偉豪等人扶靈。劉曉鋒生前遺下
2項大計─為改善殘障人士生活而設的「愛
心鍵盤」和「腦電波操控電腦」。恩師陳峻斌
計劃成立以劉曉鋒英文名縮寫（HF）命名的
研究基金「Heart Fund」
。對於以上計劃，理大
發言人表示，校方會保持跟進，但目前曉鋒家
人、好友仍感悲痛，故會集中處理他的後事，
暫未有進一步詳情。
劉曉鋒8歲患上「杜興氏肌肉營養不良症」
，
12歲開始以輪椅代步，身體活動機能日漸喪
失，離世前只餘下10根手指可輕微活動。曉鋒
所付出的較常人多數倍，先後於會考及高考獲

得卓越成績，成功升讀理大電子計算機學系，
最後更以一級榮譽畢業，其後在母校擔任電腦
程式員。他先後在2010年及2011年獲選為「香
港十大傑青」及「傑出理大校友」
。

唐偉章勉遺屬積極生活
唐偉章昨日在追思會上致辭，讚揚劉曉鋒好
學不倦、勤奮上進，以行動證明生命韌力，為
這名創校以來最年輕的「理大傑出校友」感到
驕傲。他記起第一次在校內遇上曉鋒的情形，
令他印象深刻：「當時曉鋒對我說，能入讀大
學，終於嘗試到夢想成真的滋味！」唐偉章希
望曉鋒家人能放下悲痛，積極生活下去。
曉鋒母校香港紅十字會甘迺迪中心校長張志
安，以及恩師理大電子計算學系副教授陳峻斌

處理考試壓力 嘗試調整想法

同學經常面對考
試
，處理考試壓
即中
力是生涯規劃重
要一環。要全面檢測
壓力，可從生理、心理及社交三方面入手。
若發現自己持續2星期或以上失眠、食量驟
增或驟減、易發脾氣、鬱鬱寡歡、迴避見
人、對平時喜歡的事物失去興趣等，可能代
表身體調適壓力機制未能發揮效用，應考慮
其他方法減壓。
曾有學生經常肚瀉，初時以為腸胃不適，

一識

刻意保持清淡飲食。後來同學察覺到他的腹
瀉時間往往在準備功課或考試前夕，故建議
他與學校社工傾談，最後才發現肚瀉主因是
過度憂慮。在社工建議下，他學習客觀評估
自己的能力，情況得以改善。

別否定自己 解決總有法
處理壓力方法其實有很多種，包括運動、
聽歌、與人傾訴等，但最重要是調整想法。
筆者記得有一位學生，每當與筆者傾談時總
是低 頭，說話不超過3句。初時傾談話題大

■理大校長
唐 偉 章
（右）
、立法
會議員譚偉
豪（ 左 ）等
人扶靈。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劉景熙 攝
亦有致辭，並一同扶靈。張志安現場唱出甘迺
迪中心校歌，形容曉鋒活出「天生我材必有
用，立己達人」歌詞內容。

恩師：未見過曉鋒放棄
陳峻斌指，「我見過曉鋒成功，也見過他失
敗，但未曾見過他放棄」，認為他是生命鬥
士，戰鬥至最後一刻。

輪椅友到場 獻深情懷念
眾人神情肅穆，氣氛嚴肅。直至扶靈一刻，
曉鋒母親哭聲劃破會場的寂靜。曉鋒深受身邊
人懷念─有朋友製作回憶短片；部分中學同學
即使行動不便仍堅持坐電動輪椅前來；曾採訪
過曉鋒的資深記者，亦以私人身份到場致意。
都圍繞讀書成績，他終日愁眉苦臉。筆者慢
慢地發現他慣性否定自己，滿腦子負面情
緒，而且不肯邁開嘗試第一步，所以錯失了
不少機會。經社工鼓勵後，現在他遇到問題
很快便會笑 說：「總會有解決方法」
，並會
坐言起行。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
社工 黃寶琳
港專學生職業生涯規劃及
支援服務：
http://www.hkct.edu.hk/csps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