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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密中學反對理大建「屏風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香港理工大學正在
申請於何文田忠孝街以南斜坡擴建校園，將「休憩用地」
改劃為「政府、機構或社區」用地，以興建可容1,000
宿位的學生宿舍及樓高17層的教學大樓，有關計劃遭附
近中學反對。位於該斜坡旁邊的迦密中學表示，理大建
築將如屏風般隔絕自然風，對鄰近居民及該校師生的健
康有極大影響，再加上擔心大學、中學如此鄰近會互相
滋擾，校方已呼籲校友及家長一人一信，向城規會反映

意見。

憂互相滋擾 建校冀改宿舍位置高度

迦密中學校長龔錦添表示，理大建築將坐落於迦密的
新翼校舍和操場旁邊，除了擔心施工期間會對學生構成
嚴重滋擾外，理大校園竣工後亦將比中學高出二三十
呎，「他們的宿舍大樓窗戶面向 我們，我們每天早上
又要做廣播，大家只會互相滋擾」。該校希望即使最終
要興建理大校園，也希望可爭取改變宿舍的位置和高
度，減少對學生校園生活的影響。

城規會文件揭宿舍無「中空設計」

理大發言人則表示，該校申請在何文田斜坡的擴建校
園工程，一直有兼顧項目對迦密及鄰近社區的影響，校
方已考慮該處的風向，並會採用梯級式中空設計，不會
造成屏風樓效應。發言人又指，新校舍將斜坡土地建成
環境優美的綠化區，供理大師生及鄰近社區享用。

不過，本報翻查城規會文件，該校的教學大樓雖有
「中空設計」，但最貼近迦密那邊的學生宿舍則無相關設
計。

名師教用「擾敵」收音機 考局跟進

教師指重點在立論非立場 減分題時間更充足
政治題成考生「剋星」
通識文憑試問「拉布」 7千對7萬

幼師薪酬極懸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熙）教育局日前正式成

立免費幼稚園教育委員會，設立幼師薪級表是其中一
個討論焦點。教育局最新資料顯示，現時幼稚園老師
薪酬差幅驚人，「貧富懸殊」問題嚴重，月入最低者
僅得7,000元，與最高收入的近7萬元相差接近九倍。另
自從學券制推出以來，各類幼稚園都連年加學費，自
2007/08學年至2012/13學年，學券制幼稚園平均學費
累積加幅達17.1%，而私立獨立幼稚園的平均學費更累
加達31.4%。

教育局於提交立法會財委會的文件中，交代本學年
學券幼稚園和本地私立獨立幼稚園的教師薪酬資料。
其中最高薪酬的教師，來自半日制私立獨立幼稚園，
月入達6.85萬元；但亦有來自同時開辦半日及全日制學
券幼稚園的老師，月入僅得7,000元。兩者相差8.8倍。

私立獨立幼園 平均學費累加31.4%

此外，文件又反映各類幼稚園學費升幅。當中本地
私立獨立全日制幼稚園的平均學費，由2007/08年度的
4.33萬元，上升至2012/13年度5.69萬元，加幅達
31.4%。相同年期中，全日制學券制幼稚園，平均學費
亦由2.8萬增至3.28萬元，加幅17.1%。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熙）研究資助局昨公布第
四屆「香港博士研究生獎學金計劃」結果，今屆研資
局共收到4,785份來自全球106個國家及地區的博士研究
課程申請書，8大資助院校合共向評審小組提名442人
角逐。計劃最終向185人頒發獎學金，但港生只佔7.6%

（14人），比率是4屆最低，而內地生佔獲獎者總數
55.7%，亦是歷屆最低，相反來自歐、美、非洲等地研
究生則增至26.5%。

博士生獎學金計劃提供每月港幣2萬元（約2,600美元）
的津貼，較現有香港一般研究生津貼高約五成，另每
年亦有港幣1萬元（約1,300美元）的會議及研究活動交
通津貼。

科大「 莊」大贏家

經過評審小組嚴格審視後，計劃決定把獎學金授予
210名申請人，當中185人接納。今年香港及內地的獲
獎者比率都為歷屆最低，更多學生來自五湖四海，包
括首次有來自埃塞俄比亞、津巴布韋及智利的學生
等。以院校計有26.5%獲獎者將到科技大學攻讀博士，
令該校再次成為計劃的大贏家。

研資局主席華雲生表示，第四屆計劃的申請人數較
增加12%，全賴過去數年建立出的成績。他指計劃是
大學教育國際化的工作之一，希望把計劃能吸引全球
最佳學生加入香港的研究大軍。科技大學繼去年再次
成為大贏家，近兩成半獎學金得主將到該校進行研
究。

研資局博士生獎學金
港生比率4年最低

最近在網上看到一則
新聞，一名父親教兒子
使用氣槍射向馬騮。照
片中可以清楚看見該父
親的車牌號碼，所以數

天後，警方便根據車牌號碼找到該名男子，並以涉嫌
虐待動物罪名把他拘捕。不少網友都炮轟其行為不
當，教壞小朋友，我想大家也明白這就是所謂「有樣
學樣」。

孩子觀摩模仿 易「有樣學樣」

著名心理學家班杜拉（Albert Bandura）提出了社會
學習論，其中一個概念便是「模仿」（Modeling），指人
在日常生活中，透過對某個人或群體的觀察進行學習
的過程，故家中的父母、學校的老師等，全是兒童模
仿的對象。

在上述事件中，該名孩子不單透過觀察，模仿他父
親的行為攻擊馬騮；他的父親更用手捉住孩子的手，
教他如何握住氣槍，瞄準目標開槍。家長在孩子心中
佔有重要地位，是孩子的頭號模仿對象，因此孩子本
身會有樣學樣攻擊馬騮，再加上父親的「示範」，孩子
只會認定攻擊馬騮並無不妥。

觀念影響深遠延續下代

我們不難想像，這名孩子他日不只會攻擊馬騮，更
不排除會向其他動物開槍，因為他已沒有愛護動物的
觀念。所以，事件中那名父親的不當行為，將會對孩
子造成深遠的影響。就像吸煙，由於子女模仿家長，
所以大多數的吸煙父母，子女同樣都會吸煙；又如講
粗口，我曾經與一名青年人交談，他幾乎每句說話都
夾雜粗口。細問之下，原來那是他慣常的說話方式，
而他的父母也是採用這個方法溝通，難怪那名青年人
不懂得如何禮貌地說話。

有時親戚朋友聚會，大人之間的交談少不免夾雜一
些俗語。小孩子學習能力高，很快便「掌握」了那些
俗語，與父母交談時更很自然地運用出來。父母於是
責問孩子俗語是從那裡學的，還嚴厲地要求孩子以後
不能再講。我想小孩子最難理解的是：為何大人剛剛
說過的話，自己卻不能說，甚至被父母責罵？為人父
母者，經常討論應以什麼方法教導子女；其實做好自
己，以身作則就是教育子女的第一步。

IVE（葵涌）及IVE（屯門）

學生發展處（學長啟導計劃）

項目主任梁璟璣

（VTC機構成員）

（標題與小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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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屆文憑試通識科問及政黨政治，難倒了不少考生，今年的
政治題目繼續成為考生的「剋星」。今年卷一有三條必答

題，其中一條題目要求考生論證立法會內的「拉布」有否損害香
港市民的利益，另外兩條試題則問及肥胖漸成全球性的健康問
題，以及香港家庭性別分工轉變和角色。

問國民身份認同 考生「避之則吉」

至於卷二，考生須三選一，其中一題提供了有關六四燭光晚
會、四川地震捐款賑災和港人登上釣魚島的圖片，要求考生表述
在多大程度上同意「港人參與與國家有關的重大事件會加強其國
民身份認同」的說法，據了解，不少考生亦對此「避之則吉」，
紛紛選答另一條關於可持續發展的題目。

記者到荃灣一個考場了解情況，有數名考生提早離開考場，李
同學是其中一個，提早了20分鐘離場。他指，試卷不算難，但必
答的「拉布」題難倒他，「政治議題對我比較難，少接觸，甚麼
建制派、民主派，我不太了解」，故沒有發揮的空間。

題型改變 消化題目花時間

資深通識科老師張銳輝表示，卷一的分題減少兩條分題至7
題，較去年的9題分題少，學生作答時間更鬆動。不過，考生劉
同學在試後表示，貼中部分題目的題材，但問法非預料之內，作
答時間仍不足夠。另一考生梁同學則指，題型由以往的「論證考
生有多大程度同意一個立場」變為「資料有多大程度反映一個說
法」，感到不習慣，要先行花二三分鐘消化題目，浪費了不少時
間。楊同學則形容通識科是最不用擔心的一科，坦言平日有留意
時事，校內成績也不俗，有信心奪4級。

張銳輝又表示，試卷深淺程度與去年相若，出題「正路」，而
全卷最難的是「拉布」一題。他認為，熟悉政治生態的學生有較
大的發展空間，但由於本港政情發展複雜，以學生的年紀要掌握
有關議題，有一定的深度，但這條題目正可分辨考生水平高低。
他又指，題目旨在考核考生如何論證立場，相信政治取向不會影
響分數。

通識科部分試題
試卷一

題一：資料多大程度上支持「肥胖漸成

一個全球性的健康問題」的說法

題二：論證立法會內的「拉布」有否損

害香港市民的利益

題三：導致香港家庭的性別分工轉變的

兩個社會因素

試卷二

題一：論證經濟誘因是否減少都市固體

廢物的最有效方法

題二：提供六四燭光晚會、四川地震捐

款賑災和港人登上釣魚島三幅圖片，表

述多大程度上同意「港人參與與國家有

關的重大事件會加強其國民身份認同」

的說法

題三：就中國發展，是否同意經濟發展

應優於環境保護

註：試卷一的3題屬必答題；試卷二則3選1

資料來源：考評局通識教育科試卷一和二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馮晉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熙）香
港大學校長徐立之前年宣布不續約，
最遲明年2月離任。校方現在全球招
聘校長，目前物色委員會正逐一面見
逾60名候選人。港大昨日宣布，將於
5月15日至20日舉行「全民網上投
票」，由3萬多名本科生及研究生選出
1名全日制代表。校方昨日起至4月25
日接受提名，4月26日至5月2日張貼
候選人名單。

學生會沒回應 校方遂「出頭」

港大發言人表示，校方去年10月已
邀請學生會及研究生會，協助提名1
位同學出任遴選委員會成員。不過，
半年以來學生會一直未有回覆如何成
事。

由於物色委員會一旦完成工作，遴
選委員會便會隨即啟動，「接棒」面
見候選人，但目前尚欠學生代表。發
言人強調，遴選委員會工作有需要在
短期內展開，惟有由校方舉行選舉決
定人選。

理大宿舍理大宿舍理大宿舍 理大教學大樓理大教學大樓理大教學大樓迦密中學迦密中學迦密中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近年有指改裝收音機能發
出干擾訊號，影響鄰座考生收音，近日就有補習「名師」
在社交網站留言，自誇指自己的補習學生使用「攻擊型收
音機」成功「擾敵」，這番「勝利宣言」被網民狂轟行為
缺德。考評局表示，會調查及評估有關情況對考生有否造
成任何影響，個案會交由考評局常設委員會跟進。

補習「名師」范浩揚（K.Oten）日前在社交網站
facebook發表言論指，「今日好多學生同我講，考中文
Listening時用星河『全攻型收音機』，前後至少有三個考生
也要入特別室！哈哈！死未？我們是做實事的！過兩日英
文我 繼續搶晒！」上述的所謂「全攻型收音機」正是范
浩揚任教的星河教育之產品。

400網民不齒所為狂轟

上述言論一出，隨即被超過400名網民狂轟，網民「Ng
HiuChing」指，「人靠真才實料的，一定入到大學，算盤

係小人打。」網民「Sandy Chan」 質疑范浩揚作為老師，
但「言論似小學雞」，言論自吹自擂。不少網民亦指有考
生用攻擊型收音機影響其他考生收音，要求考評局正視問
題。

事後刪留言辯稱誤會

事後已刪除有關留言的范浩揚辯稱，自己留言中提到
「用特別收音機」和「有學生到特別室」並無因果關係，
而所謂「全攻型收音機」是因為多一條天線令接收力增
強，不會干擾到其他考生，強調「只會利己，不會損
人」，言論中的「搶晒」是「搶分數」而非「搶大氣電
波」。

考評局發言人表示，試場的接收問題，考生必須即時在
試場內向試場主任提出，請其向考評局提交報告，又表示
會調查及評估有關情況對考生有否造成任何影響，個案會
交由考評局常設委員會跟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新高中四大核心科目

之一的通識科昨日開考，其中一條必答題涉及甚具爭

議性的政治議題，問及議員「拉布」有否損害香港市

民的利益，被考生評為最難答的一條題目。有考生表

示，本身對政黨不熟悉，故難有發揮空間；另由於首

屆文憑試的通識及格率（達2級）高達九成，為四大核

心科目中最高，故部分考生對該科頗有信心，預期可

奪4級。有通識老師認為，該卷出題「正路」，分題減

少兩題，考生作答時間更充足；至於考生憂慮的「拉

布」題，他指問題重點在於如何論證立場，不會因為

立場而影響評分。

■補習「名師」在社交網站留言，自誇補

習學生使用「攻擊型收音機」成功「擾

敵」。 網上截圖

■劉同學(左)表示，作答時間仍不足夠；梁同學(右)

則指不習慣題型改變。 劉國權 攝

■張銳輝表示，試卷深淺程度與去年相若，出題

「正路」，而全卷最難的是「拉布」一題。劉國權 攝

■昨日通識科開考，有75,512名考生報考。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城規會文

件顯示，理

大的宿舍及

教 學 大 樓

（紅圈）將遮

擋迦密中學

（藍圈）的新

翼及操場。

城規會

文件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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