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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評局公布2013年中學文憑試時間表，教育界普遍接受新安
排。圖為今年文憑試開考情況。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熙）
首屆中學文憑試順利完成，考評

考評局今年3月初開始，就明年公
開試安排進行諮詢，昨日公布
中文科口試 3月尾開考

亦會調節至更緊密，包括中文科

最大調動是把原於5月筆試後才進
行的中文科口試，提前至3月第二個
星期，至3月尾開考，令流程更緊
密。
至於筆試方面，安排於明年4月2日
開考，較今年遲5天。若只計中英數
通識4個核心科，開考日期更會推遲11
天至4月8日。但明年考生於4月8及9日
考中文科後，10日便要接連再考通識
科。4月11日休息一天，然後分別在4
月12日、13日及15日應考英文科及數
學科，即需8天內連考4個核心科，可
能較吃力。相比今年首屆文憑試生，
雖然要6日內連考中、英及通識科，
但之後有復活節假期及其他選修科考

「遲開考，早放榜」
，中學師生及
大專院校普遍表示歡迎，前者可
有更多時間備試，後者認為有助
招生準備，令大學開學日期有望
由今年9月中回復至9月初。而
明年高考補考放榜日期，將會推
遲1個月，至7月30日放榜。

科大生反外判制
424人聯署支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熙）科
技大學外判關注組昨日發起聯署聲
明，反對校方計劃外判「設施服務」
及「體育設施服務」部門，嚴重剝
削員工利益，至晚上9時獲424名師生
簽名支持。聲明指，科大實施外判
制近10年，一直未有盡力監察外判
商，外判清潔工及保安員平均月薪
僅6,944元，屬全港大專院校最低。
關注組促請校方撤回外判計劃，並
廣泛諮詢師生檢討外判服務。
由學生組成的科大外判關注組，
昨日發出《強烈反對科大將「黃衫
哥哥姐姐」外判》聯署聲明，促請
大學學生事務處撤回外判計劃。受
影響員工主要負責管理校園設施—
預約班房、借出 椅物資、辦理租
借場地服務等。他們穿黃色POLO
工作服，師生稱其為「黃衫哥哥

姐姐」
。因應外判計劃，有關員工早
前收到通知，6月30日合約期屆滿後
將不獲續約。

校方：保持與員工溝通
科大發言人回應指，為更有效和
靈活管理資源，校方將外判體育設
施管理服務，有關員工如在公積金
計劃下聘請，已獲安排轉職至大學
其他崗位；其他員工則受聘於短期
合約制。
發言人稱，科大外判服務時，已
明確要求承辦商中標後，須優先聘
用現職短期合約員工，並符合最低
工資及勞工法例要求。而校方未來
有多個建築項目相繼落成，預計會
有更多職位空缺，大學將與該批員
工保持溝通，邀請他們申請合適崗
位。

浸大生周日靜坐爭取建宿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
港各高等院校學生宿位不足問題嚴
重，浸會大學今年9月將落實四年
制，預料所欠宿位逾千。該校學生
會將於周日（20日）發起通宵靜坐
行動，以喚起廣大市民關注，及爭
取浸大旁邊舊李惠利工業學院地皮
作興建宿舍之用。

冀利用李惠利工業學院地皮

■浸大學生會周日將發起通宵靜坐
行動，爭取李惠利地皮興建宿舍。
圖為該校宿舍。
資料圖片

靜坐將於周日下午開始，通宵至
翌日早上11時，於李惠利地皮外進
行，預計百人參與。據悉校長陳新
滋會到場發言。浸大學生會指，雖
然該校有份參與將軍澳及馬鞍山兩
幢聯校宿舍，但前者只分得150個
宿位；另從兩幢聯校往返九龍塘校
園，需時近兩小時，同學又要負擔

另一筆交通開支，感到不切實際。
該會已去信候任行政長官梁振英，
邀請他親臨了解學生訴求。
2010年起，浸大學生 手爭取李
惠利地皮興建宿舍，去年兩度去信
教育局，要求局長親臨浸大了解學
生苦況。至上月該校各宿生會遊行
至政府總部，但尚未獲正面回覆。

責任編輯：李暢熹

考生備試時間增 大學開學日有望回到9月初

5天於7月15日放榜，考試流程

年推遲11天。對於明年文憑試

試進行，與數學科相隔整整14天。
教聯會副主席鄧飛指，考評局從善
如流，令學生不用一天內花5小時至6
小時應考中英文科多份試卷，做法可
接受。但提前中文科口試可能影響中
學1月、2月準備情況，學校及學生或
會有壓力。而對於提早放榜，他指中
學普遍要在7月上旬處理中一收生，
若兩者時間太貼近，擔心老師或較難
處理。

教評會：歡迎今次改動

收生、迎新日、時間表等事宜。鄭美
紅又稱，因應「雙軌年」，今年大學
均延至9月中開學，明年或有望回復
至9月初。
明年考文憑試的中五生劉柃芓認
為，新安排下有更多時間就各科備
試。而提早放榜心理上較好過，因
可盡早清楚去向。至於中文科口試
提前至3月開考，她覺得影響不
大，因口試 重平時訓練，而且模
式較輕鬆。

教評會主席鄒秉恩歡迎今次改動，
例如通識科後有1天「免試天」，可避
免學生太辛苦。他提醒下屆考生做好
時間管理，切勿「臨急抱佛腳」
。

高考補考放榜推遲1月

另考評局同步公布明年最後一屆高
考補考安排，考試時間相若，但部分
科目應考日期對調。最大調動是把放
榜日期推遲1個月至7月30日。不過由
教院城大均指有助收生
於明年高考生不設大學聯招，一般只
教育學院協理副校長（學術事務） 作個別收生，有大學稱會先提供「有
鄭美紅及城市大學招生處處長鄭鄺潔 條件取錄」，考生一放榜便知能否獲
貞均指，來年提早放榜有助大學處理 升讀大學，問題不大。

說
不
完

運卻讓他們交纏。最終，那名奇女子
還託孤於他。
除「娜娜」外，「我」還遇見不同
的人、不同的事和不同的風景，觸動
1988，這不只是一個年份，它是一 了以前的回憶。零碎的記憶交織 ，
台殘舊破爛的、於1988年出廠的米色 卻刻畫了數個個性真實又鮮明的人
旅行車。故事中的「我」駕 這一台 物。當中，作者韓寒不動聲息地、輕
破車，穿州過省駛了5,000公里，為 描淡寫地諷刺了人性的幽暗、人生的
的就是赴一個生死之約，探望曾將 無奈和世界現實的殘酷。如此的不
1988從一堆廢鐵昇華作一輛破車的朋 痕跡，卻令我倍覺辛酸感嘆。
友─他在坐牢。在旅途中，「我」
我想，人生真的如戲，就像車上看
和一名賣身女子「娜娜」相遇了。他 的不停變換的風景一樣，每一瞬間都
們並不相愛，也並沒有結伴之意，命 是一個故事的結束和開始。在旅程中

明年文憑試主要變動
2012年文憑試

2013年文憑試

■3月28日－4月16日，開考 ■4月2日起開考，由非核心科開
4個主科，由中文科開始

始，到4月8日－15日開考主科

■6日內連考中、英及通識3 ■8日內連考中、通識、英及數學，
科，中間有1天休息，然後

中間2天休息

2星期後應考數學
■中文科口試5月筆試後進行 ■中文科口試提前至3月第二個星期
至3月底
■英文科口試5月中至尾進行 ■英文科口試提前至5月初至5月中
■為縮短考試時間，把設計與應用
科技、體育、英語文學及音樂科
安排同日舉行，但會確保沒有考

－

生需同時應考2科
■提早5日至7月15日放榜

■7月20日放榜

資料來源：考評局文件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景熙

理大還校舍貸款 收專院4900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思諾）為了支援自資
專上院校發展，教育局2001年推出「開辦課程
貸款計劃」
，提供免息貸款供院校租用或興建校
舍，歷來已向19所院校或機構撥出32筆近52億
元貸款。教育局資料顯示，截至今年4月30日，
兩筆貸款已清還，餘下尚欠貸款數目由71.5萬元
至4.54億元不等。另3所大專院校屬下社區學
院，每年均要向本部繳交租金。理大本學年預
計向轄下香港專上學院收取2筆共4,900萬元，作
償還政府2個校舍貸款及額外建築成本用途。

教局批申請 撥款6900萬
教育局局長孫明揚昨日書面回覆立法會議員
質詢時指，立法會財委會至上月已就「開辦課
程貸款計劃」撥出貸款共25筆，總額約51.2億
元。另局長根據獲轉授權力，批准7項貸款申
請，款額合共6,900萬元。而2008年立法會財委

會通過修訂貸款計劃，准許院校如能證明有財
政困難，可申請把貸款計劃還款期由不多於10
年延長至不多於20年，但首10年後需繳付利
息。

32項貸款 2項已清還
據教育局昨日提供資料，32項貸款中，已有2
項清還，其餘最終還款期由今年中至2029年為
止，亦有4項貸款需視乎最後一次何時支取才能
決定還款期。在尚待還款院校中，城市大學專
上學院仍欠4.54億元需清還，為個別項目中最
多。理大專上學院分別用作西九龍校舍及紅磡
校舍2項貸款，分別尚欠4.12億元及3.61億元，
要在未來16年至17年內清還。
近年部分社會意見質疑指，自資院校會把較
大比重學費收入用以「供樓」
，即作建校貸款還
款之用。據教育局資料顯示，有關自資院校

18學生領袖扶助弱勢獲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
「思賞行」第五屆
領袖計劃，日前舉行分
享會及頒獎典禮。18位
來自不同中學的學生領
袖，過去4個月透過計劃
參與一系列培訓和項目
管理班，再分組為4個慈
■「思賞行」學生領袖計劃日前舉行分享會及頒獎典
善機構籌備活動，期望
禮，18名中學生在活動上展示及分享經歷。圖為學生
喚起各界對弱勢社群的
領袖與全體嘉賓合照。
大會供圖
關注和包容。
才能。分享會統籌、計劃、推廣、邀請
參與「思賞行」助4慈善機構 嘉賓等細節，均由學生領袖包辦，學生
「思賞行」計劃18位學生領袖，獲安 透過互動戲劇向來賓展示多月努力成
排與香港失明人協進會、香港家長協進 果。
4間合作機構代表讚揚指，他們都為學
會、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務處以及聖雅
各福群會4間機構合作，參與電子書製 生服務熱情所感動，相信年輕一代能成
作、短片宣傳等活動，期望喚起公眾對 為先驅，推動社會對有需要人士流露更
各機構的關注，同時協助學生鞏固領導 多關心。

《1988：我想和這個世界談談》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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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文憑試
遲開考早放榜

局昨日公布，明年文憑試將提早

4個核心科4月8日起開考，較今

http://www.wenweipo.com

新聞透視眼

定案。中、英文科筆試各4份卷，維
持各用2天應考。

口試提前至筆試前，中英數通識

電郵：edu@wenweipo.com

碰見的每一個人，都是他們故事中的
主角。他們可能會在無意中闖入你的
人生，可是下一秒卻消失得無影無
蹤。就像書中的「我」和「娜娜」一
樣，他們只是對方人生路上的一個過
客，告別後又要各自踏上了旅途。人
生雖然充滿波折，路卻還是要走下
去。所愛的人和朋友或許會先走快一
步，比你更早完成比賽。「只是他們
替您撞過了每一堵您可能要撞的高
牆，摔落了每一道您可能要落進的溝
壑，然後告訴您，這條路沒有錯，繼
續前行吧」
。到了最後，只盼能夠驀

然回首，笑看人生。
這本書或許有太多言外之意，令故
事的主角─「我」駕 1988的過程
看似變得單薄了。但我認為，這個
故事的重點不在於旅途本身，而是
它所包含的意義和它為「我」所
帶來的感悟。韓寒的書是耐看
的，看一次並不足夠，要看了第
二次、第三次後才能看出它的味
道。我誠意推介此書。

中華書局為紀念成立100周年，於今年推出《香港散文典藏》系列，邀請多位著名本地散文名家，
包括劉紹銘及林行止等，精選他們多篇散文名作，輯錄成書。此系列更請來本地文化界重量級人
物、著名作家劉紹銘教授和陳萬雄博士作顧問，主編則為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黃子平教授，其選篇
嚴謹準繩不在話下，導讀更是水準之作。

■理大預計今年向轄下香港專上學院收取共
4,900萬元租金。圖為香港理大轄下香港專上
學院。
資料圖片
中，暫以珠海學院每年還款額最高，約3,500萬
元；其次是公開大學及 生管理學院，每年還
款額分別為3,170萬元及3,080萬元。但孫明揚強
調，校舍發展是院校長遠資本投資，要長時間
攤分，如果把院校某一年還款額視為由該年學
生學費承擔，做法並不恰當。

中華基督教會基新中學「頌親恩」
■基新中學
家長、義工
和校友讓學
生習得製作
小禮物的技
巧。
校方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為表
達對父母敬意，中華基督教會基新
中學日前舉辦「頌親恩」活動，安
排校友、義工、家長等10多人，帶
領中一生分組活動。學生先在課室自製
「心意卡」
，寫上對父母的心底話，然後聚首禮堂，學習製
作小禮物—皮革刻名電話繩、壓花匙扣、玻璃畫匙扣等。
家校會全數資助活動費用，所有學生免費參加。校方希
望藉此鼓勵學生向父母表達敬意，增進親子感情。

作者：王皓欣
年級：中五
學校：英華女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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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書局總編輯李占領點評：王同
學能察看作者在簡單故事背後的弦外
之音，並引發感悟。閱讀與寫作的樂
趣尤在於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