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 21 ■責任編輯：李暢熹 2013年9月30日(星期一)視眼透文匯教育

閱卷員立場恐影響評級 同校生答案相似「填鴨化」
「雙評」差異大
通識考「佔中」

校園學報新聞獎 中大5冠大贏家 獲捐款修繕 復旦「呂志和樓」揭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書本是知識
載體，透過閱讀，即使是窮鄉僻壤的孩子，
一樣有機會了解大千世界。香港小學校長梁
偉明，於2007年告別香港的高薪厚職，機緣
巧合下到內地考察，發現農村地區小學資源
薄弱，也不重視培養學生自學能力，對此感
到十分惋惜。他於是決定以義工身份推動學
校興建圖書館，更培訓教師成為教育孩子自
主閱讀的「先鋒」。數年間，他自掏腰包30
萬元至40萬元，更邀請友好加入閱讀團隊。
目前，團隊已於內地建立逾百個圖書館，超
過6萬名學生受惠。他希望活動不斷壯大，
讓窮孩子在「書海」翱翔、累積知識，將來
成就大夢想。
梁偉明是「閱讀．夢飛翔」計劃搞手，活

動已邁向第六年。48歲那年，他決定全時間
投入計劃，不但出錢出力，而且經常在內地
奔波，宣傳計劃理念，並做監察、培訓等工
作，現時僅約三分一時間身處香港。他笑
言，「起初太太不太支持，現在卻沒有出
聲，算是默默支持吧！如果她開聲（反
對），我就做不下去了。」他說，希望趁體
力尚佳時做想做的事，由這一代孩子入手，
「如果等到60歲才做，體力已不足了」。

獲政府認同 更得心應手
推動項目初期，梁偉明只是經長沙朋友推

薦了一些學校，逕自到學校敲門捐書。不
過，對方收取書籍後，並無相應教學配套，
物資尚未發揮最大效用。為此，梁偉明轉向
跟當地教育部門合作，先講解計劃理念，獲
得政府認同後，落實計劃便更得心應手。

提倡閱讀教學生講故事
按計劃條款規定，「閱讀．夢飛翔」文化關懷慈

善基金會，為農村地區學校提供書籍及傢具，並向
校方提供參考書目及選書原則，讓教師到書店選
書。此外，梁偉明及基金同工會為當地教師進行培
訓，協助他們掌握教學生講故事的技巧，激起他們
的閱讀興趣。加入計劃的學校，每天會安排約30分
鐘晨讀或午讀。
對於個別學生可能因家貧出現求學難題，基金會

將考慮提供特別撥款或物色贊助人，協助他們渡過
難關；另亦會按需要替學校配置電腦、修建沖水式
洗手間、安裝太陽能熱水器等。為確保資源得以善
用，基金會將派員探訪學校，以作監察。

基金會合共捐出720萬

據了解，基金會現已合共捐出720萬港元善款，涉
及122間學校，大部分是湖南省農村小學。基金會計
劃未來5年，每年會為約60間學校興建圖書館，並逐
步推展至其他湖南以外省份。由於計劃花費不菲，
基金將於10月4日舉行籌款晚宴，並希望招募義工加
入計劃，詳情可瀏覽：www.readingdreams.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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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教育局局
長吳克儉昨日繼續北京訪問行程，前往北京
市教育委員會（教委），與教委主任 聯平
會面，就不同教育議題交換意見，包括本港
及北京教育改革及課程發展情況、深化兩地
教育交流及合作等。
吳克儉其後與在京香港商界及專業人士聚

會，了解他們在個人、家庭及工作各方面的
機遇和挑戰，以及對教育及人力發展的看
法。他又呼籲商界及專業人士支持香港學
生，為他們提供內地實習機會。

港教界訪京交流團觀課

另一邊廂，「2013年香港教育界國慶訪京
暨專業交流團」分組探訪多間中小學及幼兒
園，包括北京十一學校、北京市第一五九中
學、北外附屬外國語學校、北京師範大學實
驗幼兒園及東方劍橋幼稚園，在校內交流及
觀課。
今年「香港教育界國慶訪京暨專業交流

團」，共有逾百名香港教育界同工參加，旨
在促進京港兩地教育工作者交流，推動學與
教及學校課程發展，同時協助本港同工從多
角度加深對國家最新發展的認識。

吳
克
儉
上
京
晤

聯
平
談
教
改

香港通識教育會日前舉辦3場「新高中通識科模
擬考試」，以了解學生水平及閱卷員批改政治

性考題的評分差異。來自49間中學共673名中學生，
需回答以「佔領中環」為題、20為滿分的分析題及評
論題各一條，並交由46名通識科教師以「雙評」方式
批閱。

傾向性爭議 擴大主觀性

結果發現，佔12分、需表達個人立場的評論題中，
45%考卷評分差異明顯，達2分或以上，當中15%更高
達3分。若在真實考試中，隨時影響評級。該會副主
席黃家樑形容指，上述情況「部分嚴重」。他指評論
題有一定主觀成份，閱卷員本身立場或影響評分，而
且有明顯傾向性的政治爭議或會擴大評分主觀性，令
評卷更難做到公平和客觀。
他建議，考評局應加強擬題、評卷和核卷把關工

作，尤其是涉及爭議性的政治題目，例如應在「建議
評改準則」中，加入一般考生可能會回答的觀點和例
子，以便閱卷員參考，從而收窄評分差異，避免閱卷
員主觀性影響成績。

近半不合格 13%獲優良

至於考生表現方面，近半人全卷獲8分或以下，與
文憑試成績1級相若，屬不合格，與首兩屆文憑試近
九成合格率有相當差距。另約13%人考獲優良，即約
文憑試4級或以上。黃家樑分析指，大部分學生表現
平庸，可能與政治性議題及部分試題難度較高有關。

不理解何謂「公民抗命」

整體而言，他認為，考生多能清楚表達立場，但不
時又會出現混淆概念、舉例不當和推論不清情況。如
不少考生認為「七一遊行」、遞請願信等是「公民抗

命」表現；亦有考生則指「公民抗命」分「合法」和
「非法」兩種。他解釋指，「公民抗命」是指對於不
公義現象以違法行為引起社會關注，故遊行、請願等
合法政治參與，並非「公民抗命」。考生盲目套用熱
議事件常用名詞答題，卻不理解其理念，造成誤解。
香港通識教育會又發現，來自同一學校的考生答題

立場相似，可能與教師立場或學生過於依賴教材有
關。黃家樑擔心考生只背誦資料作答而欠缺分析，令
高中通識科仍停留在應試教育階段，違背學科培養學
生批判與獨立思考的目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首兩屆通識科文憑試均涉及政治議題，對於閱卷員能否客觀

評核，備受社會關注。為此，香港通識教育會舉辦的通識模擬試，是次特別以「佔中」為

題。結果發現，雙評制下，在考生陳述個人立場的題目中，不同教師的評分有明顯差異，隨

時影響評級。會方估計，這與閱卷員本身有既定立場有關，加之來自同校考生的答案十分相

似，擔心學生太依賴教師教材，造成偏頗，亦違背該科培養批判與獨立思考的目標。不少考

生更誤以為「公民權利」是「公民抗命」，令人嘖嘖稱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除了
中小學有家長日，香港科技大學昨日亦
首度舉行「家長日」，設有茶座、座談
會、校園導賞，吸引近3,000名家長及
學生到場參觀，場面熱鬧。不少家長初
次到訪，表示想藉此了解子女校園生
活。有內地家長一早乘火車到港，替兒
子「出頭」，向校方反映住宿問題。科
大強調，是次「家長日」有別於中小學
家長日。雖然過去每年各學院亦有類似
活動，但是次由中央統籌，可讓所有本
科生家長深入認識科大。

鄰房噪音多 代兒子反映

來自廣州的家長唐女士與丈夫特地請
假來港，於「學生宿舍生活概況」座談
會上，就宿舍第六座噪音問題向校方反
映。唐女士表示，兒子就讀數學系二年
級，上學年於宿舍第五座住3人房，新
學年遷入宿舍第六座2人房，「他一向
習慣於11時入睡，8時起床；但鄰房同
學於凌晨2時仍進行宿堂活動，噪音令
他無法入睡」。她續指，兒子曾多次向
宿舍導師求助，但無奈每次只有5分鐘
寧靜，因此多次深夜致電父母反映問
題。唐先生表示：「學生遲於12時睡
覺，既影響身體健康，翌日如何能跟上

學習進度？」

男女同層住 學異性相處

第六座舍監楊霖龍回應指，宿舍一向
要求學生於晚上11時後把聲量收細，但
也有個別學生不自律。他建議反映住宿
問題的學生先自行解決，學習與同學反
映情況，互相尊重。除非雙方難以達成
共識，校方才會出手協調。另有本地家
長擔心，第六座至第九座採取男女同層
方式居住，或會出現「越軌」行為。楊

霖龍指，安排男女同層，是希望他們學
習與異性相處，促進兩性交流。洗手間
和浴室已採用密封設計預防偷拍，女生
毋須擔心安全問題。另一名家長尤先生
認為，這是讓家長認識孩子校園生活的
難得機會。他指兒子入讀大一時，仍需
母親為他收拾衣物，但入宿後，他們已
放手，現已不需擔心兒子自立問題。

大部分家長無子女陪同

大部分出席家長均沒有子女陪同，但

仍有小量學生帶同父母一遊科大。理學
院一年級生林同學，便為家人充當導
遊，讓母親了解校園環境。他表示，理
解學校舉行「家長日」出發點，「但
『家長日』名稱有點中學化，建議學校
明年改名」。
科大學務長譚嘉因指出，對於明年會

否再次舉行「家長日」，以及會否改
名，仍需討論。他指家長主要查詢課
程、子女就業前景等，建議他們放手，
讓子女學習獨立，不要過分監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為
鼓勵各大學新聞系學生自主創辦及出
版學生報刊，《中國日報香港版》上
周六舉辦「2012-13校園學報最佳新聞
獎」頒獎典禮，嘉許各院校新聞系學
生傑出作品。16個大獎中，中文大學
學生共摘下5個冠軍，連同優異獎，共
獲11獎項，成為大贏家。樹仁大學勇
奪4個冠軍，成績驕人。
中國日報亞太分社社長周立於頒獎

禮致辭時表示，「校園學報最佳新聞
獎」第二屆舉辦，參加者由首屆8所院
校增至12所院校。除了香港、澳門及
內地學生外，首次有台灣學生參加，
包括兩岸四地參賽者，共收到267份參
賽作品，反應熱烈。他又指，各院校
新聞系一直為傳媒行業培養人才，但
業界卻甚少為學校做事，故認為是次
嘉許新聞系學生的頒獎禮特別有意
義。

葉太黃偉綸方潤華勉勵

兩位主禮嘉賓─行政會議成員葉劉
淑儀，以及政府新聞處處長黃偉綸，
均認同頒獎禮十分有意義。他們勉勵
這些未來傳媒人報道新聞時要準確、
詳細、基於事實；發表評論時獨立、
客觀、自由，透過意見和批評，讓政
府及社會人士把工作做得更好。另一
主禮嘉賓─方樹福堂基金主席方潤華
亦勉勵學生，寫文章時要看到歷史、
有勇氣及創新，平日多看書。

以揭開奶粉荒謎團報道榮獲「最佳
新聞報道」冠軍的珠海學院，代表學
生馬翠媚表示，訪問過程並不容易，
發出訪問邀請時，曾遭多位業界人士
拒絕，最終靠 層層人脈關係，才能
成功做到一個不記名訪問，揭示當中
問題，故對獲獎感到特別高興。
參與比賽的本地院校還有浸會大

學、珠海學院及城市大學，其他地方
院校分別有中國傳媒大學、北京外國
語大學、台灣世新大學、台灣輔仁大
學、汕頭大學、深圳大學及澳門大
學。評審陣容相當鼎盛，除了各地學
界代表外，還有業界人士。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沈夢珊、實習記

者 王珺 上海報道）

復旦大學著名歷史建
築教學樓「子彬院」
經過原貌修繕後，日
前迎來一批新客人，
並以捐款人嘉華集團
主席、復旦校董呂志
和命名。呂志和攜同
夫人、子女及嘉華集
團部分高管一行40餘
人，出席「呂志和樓」
揭幕典禮。上海市政
協副主席張恩迪、復旦校務委員會主
任朱之文、校長楊玉良一同參與。

捐380萬美元勒石紀念

據了解，為保護和修繕上海市優秀
歷史建築，推動復旦大學教育事業發
展，呂志和於2008年向復旦捐資380萬
美元，用於「子彬院」大樓改建及擴
建工程，以建設作為大學的行政辦公
樓，供學校主要領導日常辦公和重大
接待活動使用。校方則把擴建後的大
樓命名為「呂志和樓」，並在適當位置
勒石紀念。
據了解，建於1925年的「子彬院」，

由復旦大學心理學系首任系主任郭任
遠，以及其族叔郭子彬父子籌資建
造，由心理學系、數學系先後入住，
是復旦古老建築之一。捐款修繕的大

樓於2011年驗收，讓原「子彬院」煥
發生機。
呂志和於1955年創立的嘉華集團，

至今已成為業務多元化的跨國企業。
集團貫徹履行企業社會責任，全力支
持教育，回饋社會。過去多年，集團
投放不少資源，支持內地教育發展。
呂志和接受訪問時談到，做慈善活動
就是「睇到你的心」。他憶述幼時經
歷，「那時戰亂，好多外國人說中國
人是文盲」，令他感觸很深。影響至
今，他認為，國家確實曾有很多地方
較貧困落後，即使有再多的錢，也未
能一時間興盛起來，需要慢慢改善，
所以他特別支持教育工作，出資興建
學校讓教育普及，培養下一代，以改
變地方土壤，讓原本落後的地區逐漸
脫貧。

科大：「家長日」有別中小學

■黃家樑（左）指，有明顯傾向性的政治爭議考題，或

會擴大閱卷員評分主觀性，令評卷更難做到公平和客

觀。 香港文匯報記者馮晉研 攝

■吳克儉（左）與 聯平（中）會面，就教育議題交換意

見。

科大安排家長到化學系X-射

線單晶衍射實驗室參觀。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偉邦 攝

▲
▲廣州家長唐女士（右）與丈夫

請假來港，為兒子向校方反映

宿舍噪音問題。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偉邦 攝

■梁偉明表示，到內地考察後，決定以義工身份推

動閱讀教育。 香港文匯報記者高鈺 攝

■珠海學院獲「最佳新聞報道」冠軍，

周立（左一）和葉劉淑儀（左二）與領獎

者合照。 曾慶威 攝

■呂志和攜同夫人、子女及嘉華集團部分高管，出席「呂

志和樓」揭幕典禮。 王珺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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