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學聯招首次改選後，全港競爭最
激烈頭五位課程排名與去年底首

次報名時一樣，只個別課程報讀人數
有升跌。其中理大社會科學廣泛學
科，因收生成績屬該校去年最低學科
之一，相信因此吸引不少學生報讀。
改選後共有2,322人把其列作首三志
願，較前僅微跌27人，競爭比率亦由
196：1微跌至194：1。不過該科仍為8
大中競爭最激烈，可謂「水泡科之
王」。

城大商學院最多人報讀

「爭崩頭」情況僅次之的教院幼兒教
育課程，報讀人數微增65人至2,999
人，競爭比率升至167：1，或與今年初
有關落實免費幼教方向有關。至於競爭
激烈第三及第四名，分別為理大酒店及
旅遊業管理廣泛學科和社會工作；第五
名則是中文大學的文化研究（見表），
排名較首次報名時未有改變。
至於最多人報讀的課程，首三名分別

是：城市大學商學院（6,207人）、浸會
大學工商管理學士（4,809人）及城大
人文社會科學院（4,277人），三者均以
學院為收生單位提供較多學額。而排名
亦與去年底相同。

新制增5選擇 毋須急改選

學友社學生輔導中心副總幹事吳寶
城表示，數據反映，考生似沒有太大
意慾於是次改選更改課程，或涉及多
方面原因，「可能離放榜仍有時間，

考生不太緊張；加上新學制下，學生
可於放榜後新加5個課程選擇，不同以
往只能調次序，毋須急於改選」，另他
又指，新學制下多間院校採用學院收
生，課程選擇不及舊制多，也會令熱
門科較穩定。
吳寶城提醒，雖然有近兩個月才放

榜，但考生亦應開始對成績有大概估
算，並加以善用，再三反思排出最理想
選擇，因為放榜後，未必有足夠時間及
冷靜情緒去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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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萬文憑生報讀職訓局

聯招改選報讀人數增 理大社科續當「水泡王」
學士課程更搶手
免費幼教料落實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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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考評局昨
公布2013年英文及普通話「教師語文能力評
核」（基準試）成績，考生整體表現有進
步，當中英文寫作卷有45.2%人達標，較去
年升9.4個百分點，而普通話「聆聽與認辨」
卷達標的考生人數更急增逾倍至1,231人。近
年參加基準試者包括大量非現職或準教師，
且考生成績波動亦大，教聯會昨表示，考試
以「教師語文能力評核」為名，會誤導公眾
以為現今教師語文水平低下，促請當局盡快
改名，以還英文及普通話科教師清白。

聆聽卷達標率77.8%遜去年

今年2月舉行的教師基準試，考評局昨日
公布結果，在參與英文科的1,739考生中，多
份考卷達3級以上（即符合擔任語文老師資
格）比率均較去年高，包括被稱作「死亡之
卷」的寫作卷，達標率由去年新低回升9.4個
百分點至45.2%；但聆聽卷成績則略遜去
年，達標率77.8%。
至於約2,200人參與的普通話科考核，4份

試卷達標比率都顯著提升，其中聆聽與認辨
部分，達標率由34.1%暴升39.8個百分點至
73.9%，達標者也由526人增逾倍至1,231人。

教聯指「教師語文評核」誤導

教聯會昨發表聲明，指現時不同界別的人
士均可報考「教師基準試」，當中不足兩成
屬真正教師，認為當局以「教師語文能力評
核」命名實不恰當，也誤導公眾以為教師語
文水平低下。實情是只限教師應考的「課堂
語言運用」卷，普通話及英文科的達標率分
別達8成至98%，促請考試應盡快改名。
教育局發言人則指，教師語文能力評核採

用標準參照模式衡量考生所達水平，並沒有
預設達到要求的百分比，而每年參加者能力
和背景不同，比較達標率意義不大。

中華書局及嶺南大學人文學科研究中心合作之「一九五○年代的香港文

學與文化」叢書出版計劃，共有6本評論集及創作集，當中重印上世紀50年

代文學作品部分是嶺南大學人文學科研究中心從搜集多年的珍稀材料中發

掘，彌足珍貴。中華書局希望叢書雅俗共賞，為學術研究者帶來啟悟，為大

眾同好燃起上世紀50年代香港文學和文化的興趣。

《魯賓遜漂流記》迎難上創新天
每個人都有

一本愛不釋手
的讀物，這本

讀物既可以是名人著作，也可以是一本
簡單的生活小記，書中的翩翩文字好似
一杯韻味悠長的好茶，只要你細細體味
便能嚐到當中滋味。而最令我受益匪淺
的讀物就是《魯賓遜漂流記》，作者是丹
尼爾．笛福，才智十足，想到以荒島漂
流為創作題材，並擁有豐富想像力，令
筆下的主人公—魯賓遜，在紙上的生活
變得更真實、更有生命力。
魯賓遜是一個敢於冒險嘗試的人，喜

歡航海等多項刺激且具探索性的活動。
1659年，魯賓遜的漂流故事正式拉開帷
幕。他在遠航南美洲途中，因大風吹斷桅
杆而發生意外，同伴全都葬身海中，只
有他奇蹟生還。就這樣，魯賓遜展開長
達28年的漂流生活。在茫茫汪洋中的一
座孤島上，他用流 熱汗的雙臂修建一
條在海上顛簸的船；他用沾 鮮血的雙
手鑄造屬於自己的「家」；他用充滿智慧
的頭腦種出自己辛勤播種的糧食⋯⋯他只
有一個信念─活下去！
我萬分敬佩魯賓遜的求生信念，他遇

困難從不退縮，並能迅速克服最初的悲

觀情緒，敢同惡劣環境作鬥。在杳無人
煙的荒島上，突破一個又一個難關，憑
堅定的意志並對未來的憧憬，創造如

夢般的奇蹟。正因鍥而不捨和機智勇
敢，他最後能重返家鄉，造就往後成為
一名偉大商人。
說到這裡，我深有感觸，撫心自問，

自己的確做得不夠。在生活中，我並無
竭力去克服每個難題，遇到坎坷的第一
反應是想如何逃避，而非尋
求解決的方法，根
本沒有用心用力
用腦去衝破難

關，一味抱 僥倖的心態。和魯賓遜相
比，我真的太卑微了。
不過，無論如何，我必會努力學習魯

賓遜這種用正面心態對待生活、面對困
難的高尚精神。若再遇荊棘，我應迎頭
而上，逐一突破，奮力拚搏，不退
後、不逃避，讓自
己過得問心無愧，
並明白「我是為我而

活 」 這 個 道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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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

好
徵稿啟事本報教育版最近新增投稿專欄，廣邀全港中學

生撰寫書評，藉此推動學界閱讀風氣。投稿作品

每篇介乎500字至800字，須為原創，不得一稿

兩投。作品一經刊登，可獲由中華書局贈送50元

書券乙張，以及「一九五○年代的香港文學與文

化」叢書一本。投稿者請把書評電郵至wwp.edu@gmail.com。

電郵標題請註明「書評專欄投稿」，並列明學生

姓名、就讀年級、所屬學校、住址、聯絡電話和

電郵，以便編輯跟進。

中華書局總編輯李占領點評：要克服困難，意志第一，而身邊人的支持絕不
可少。在生活中多實踐你所寫的道理，以及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都能讓你乘
風破浪，排除萬難，到達彼岸。加油呢！

學生：林琬鋆
學校：紡織學會美國商會胡漢輝中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熙）第二屆中學文憑試早前已經結束，

大學聯招辦法（JUPAS）首次更改課程選擇亦於前晚截止。8大昨公

布改選後的最新報讀人數，以首三志願（Band A）計，理工大學的社

會科學廣泛學科，競爭比率高達194：1，屬全港競爭最激烈，該課程

為理大首屆文憑試收生成績最低的學科之一，可謂「水泡科之王」。

而今年初施政報告落實免費幼教方向，吸引更多人報讀教育學院幼兒

教育學士課程，共2,999人爭18個學額，比率達167：1，報讀者也較

去年底大學聯招首次報名增加65人。

大學聯招競爭最激烈課程
院校 課程 首三志願報讀人數 學額 競爭情況

理大 社會科學廣泛學科 2,322 12 194：1

教院 幼兒教育榮譽學士 2,999 18 167：1

理大 酒店及旅遊業管理廣泛學科 3,447 30 115：1

理大 社會工作 2,841 31 92：1

中大 文化研究 1,473 17 87：1

資料來源：各院校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景熙

「家長指引」這4個字，
相信你每晚收看電視節目時
也會聽到。這是個習以為常
的提示，但又有幾多家長真

的會陪伴在子女身邊，邊看電視節目邊作出指引呢？
近日有報道指，江蘇連雲港有個男孩子玩遊戲時模仿

卡通片《喜羊羊與灰太狼》裡灰太狼烤羊肉的情節，用
紮竹掃帚的繩把兩個扮羊的同伴綁在樹上，然後燃燒地
上的乾草。火隨風勢燒到兩個同伴身上，雖然最後被途
人發現把他們救下來，但仍導致一個八成及一個四成皮
膚燒傷。相信無人會想到，一套大受小朋友歡迎的卡通

片，竟然會導致悲劇發生。

今資訊發達 易接觸模仿

小朋友的學習便是透過接觸身邊的事物來進行，如觀

察父母及同儕的行為。很多家長也表示現今的小朋友比

他們那一代聰明及醒目，一個不到兩歲的小孩已懂得控

制iPad及iPhone。科技的進步，令小朋友學習多元化，

他們很容易接觸不同的資訊，而且又快又多，但他們又

是否有足夠能力分辨對與錯？

直接指點易 引導思考難

上述事件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小朋友不懂得分辨對
錯，只有模仿照做，完全沒有想到後果是會弄傷同伴，
因為卡通片中的喜羊羊也不會有事。故此，家長指引便
很重要，令子女明白是非對錯。不過，指引有「指點」
及「引導」兩個意思，家長除了指出事件的對錯，更可
以引導子女去思考事件為何是對是錯。有些人會認為引
導比指點費時間，不錯，直接指出重點，的確較引導來
得容易。加上如果家長真的運用很長時間做出引導，相
信子女也不會願意繼續聽下去。

發問題引導 明父母深意

但其實引導也不需要很多時間，目的只是讓子女達
到想一想的效果。陪伴子女看電視，不是看見兒童不
宜的情節便遮住他們雙眼，而是可以透過問題引導子

女。當然，如果你問你的子女：「電視剛剛發生的情
節對不對？」子女便會答「不對」，因為他們深明父母
問題背後的意思。因此，家長可嘗試問問子女的看法
或感覺，也可以先分享自己的看法來引起討論。而
且，不要只看到認為不對的事情才與子女討論，遇到
一些對的事情也拿出來討論。這樣，除可以確立子女
的看法及價值觀，更可減少子女覺得凡父母提出問題
時，一定又是提醒他們這是不對的。故此，家長指引
不應只集中在不對的地方，而是透過引導，讓子女建
立正確的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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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題與小題為編輯所加）

多陪子女看電視 家長指引辨是非

中文聆聽綜合卷
合併後成績比重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教
育局及考評局早前提出優化新高中
課程，昨並就中文科舉行教師簡介
諮詢會，交代相關安排。其中在2016
年文憑試將合併的卷三聆聽和卷五
綜合能力，局方將於10月發放合併
後的模擬試卷供師生參考。另外，
重設範文是會上熱話，教師普遍支
持在3年新高中重設約15篇文言文範
文。

10月發模擬卷 2016年落實
昨舉行的新高中中文科簡介諮詢

會，吸引數百名中文老師出席。有
出席教師指，局方在會上宣布落實
幾項微調方案，其中將現時卷三聆
聽和卷五綜合能力合併，改稱為卷
三「聆聽及綜合能力」，而佔全科成
績比重，則由以往兩份卷共26%減至
18%，考試時間亦合共縮減15分鐘。
由於變動較大，為了讓教師和學生
了解新卷三的考核模式，局方將於
今年10月向學校發放模擬試卷，而
新安排將於2016年的文憑試落實。

明年文憑試取消口試朗讀
另外，明年文憑試起將於取消口

試的朗讀部分，並於小組討論階段
增設每名考生1分鐘首輪發言時間；
又在校本評核中取消必修部分「日
常課業及其它語文活動」。不少教師
認為做法合理，前者可確保每名考
生有話語權，防止被壟斷發言而失
分，後者則學校減少行政工作，節
省時間。另有教師稱，擔心首輪發
言逾1分鐘或會扣分。
至於學界最為關注範文重設，則

仍然在討論階段，相信最快於
2016/17學年的中四級開始加進課
程，料2019年為首屆有範文課程的考
試。會上，教師在選擇範文、範文
的篇數、考核方法等意見紛紜。有
學者期望倡設範文後，考核能做到
「能力轉移」，即學生利用曾學習的
範文，應用於其他篇章上；有教師
則指，去年局方調查顯示，教師普
遍支持在3年新高中重設約15篇文言
文範文讓師生修讀。

香港文

匯 報 訊

（記者 劉

景熙）除
8大公布
聯招改選
數字外，
提供1.7萬

個學額的職業訓練局昨亦公布最
新報讀人數，局方包括學士學
位、高級文憑、中專文憑等各級
課程其接獲約4.5萬宗文憑試考
生申請，較去年上升一成。其中
以社會工作高級文憑最受歡迎，
平均26人爭1額；而今年新辦的
醫療護理學士學額競爭亦十分激
烈，達23人爭1。而因應未來適
齡大專生人口持續下跌，專上院
校將面對「收生寒冬」，職訓局
高級助理執行幹事梁任成 (小

圖，劉景熙 攝)指，局方課程將
朝3大方向發展，專業化、學位
化及加強開拓在職進修市場以應
對。

料畢業生待遇改善吸人報讀

職訓局昨舉行傳媒午宴，交代
新學年申請情況及最新發展，今
年該局開辦逾90個課程，提供
1.7萬個學額，當中1.35萬屬學士
及高級文憑課程，至今共收到約
4.5萬宗中六生入學申請。梁任
成指，與去年單是新制中六生申
請比較，今年數字上升10%，估
計與職訓局畢業生待遇改善有
關，該局2012年度畢業生平均薪
酬約1.1萬元，較之前一年上升
22%。

社工大熱 1,300人爭50額

職訓局今年推出13個新課程，
包括中華廚藝及管理、醫療護理
和園境建築3個自資學士，及雲
端系統及數據中心管理、展貿及
文化事業管理等10個高級文憑。
各課程中以社工高級文憑最受歡
迎，約1,300人競逐50個學額，醫
療護理學士亦有近1,400人爭60個
學額，另外航空客運、幼兒教
育、酒店及餐飲業管理高級文
憑，及時裝設計、運動康樂管理
學士，競逐比例也約為10爭1。

太 陽 能 電 車

職訓局20多名師生早前成立隊伍「SOPHIE」，將於今年10月帶同最

新第四代太陽能電動車，首次遠征澳洲參加國際太陽能車長途賽

「WORLD SOLAR CHALLENGE」。學生將與36隊來自世界各地的隊

伍，包括麻省理工、劍橋等名校，展開6天長途賽。隊伍要由澳洲北部

出發，橫跨中部荒漠至南部地區，中途太陽能車只可靠自身的太陽能

板供電。師生均信心十足。 劉景熙 攝

本 內容：文匯教育 中國新聞 台海新聞 神州大地 國際新聞 社團新聞 娛樂新聞 體育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