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福機構蒐奇趣試題 模擬試考創意添自信

升中面試「神題」
「如何用好1天26小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課
後學習支援伙伴先導計劃」推行至今已
有3年，連續3年參加計劃的教院生林
梓淳指，最初擔任導師時曾感到迷惘、
束手無策，但摸索及應用不同教學方法
後，令學生越來越喜歡功課輔導班，令
她大有成功感。她為了教學生正確發
音，不惜動手術矯正下顎，跟「倒嗑
牙」說再見，箇中辛酸令人感動。

課管艱難 加倍耐性
教院中國語文教育榮譽學士課程三年

級生林梓淳，一年級時參加先導計劃至
今，連續3年於鮮魚行學校任教，亦曾
於上水惠州公立學校、海壩街官立小學
等任教。她曾接觸不少有特殊教育需要

的小學生，有些學生專注力不
足、記憶力稍遜，需加倍耐
性。當初她坦言束手無策，
「課室管理是一大難度，始終
我們在學校所學的理論，未必
真的可解決實際問題」，幸得
教院顧問導師指點，讓她學懂
不同的實戰技巧。
梓淳會善用功課輔導時間，

派發自製的工作紙，讓學生多
練習追上進度，也設立獎勵計
劃，送文具勉勵學生。對於先
導計劃成效，她認為能幫助有

需要的學生解決功課問題，意義甚大，
「不少學生是新來港人士，或來自低收
入家庭，缺乏經濟能力參加私人補習
班。遇上英文或較艱深的功課，家中乏
人指點，需依靠這計劃」。
梓淳天生有「倒嗑牙」問題，影響咬
字發音，為了能教孩子正確發音，她於
去年7月接受長達7小時的口腔手術矯
正下顎。現時她的發音準確程度已大幅
改善，但礙於傷口發炎，本月底需再進
行手術。
有學生察覺到梓淳手術前後樣子有

變，於是她跟學生分享指：「老師也經
歷過痛苦，正如同學也會面對不同困難
及挑戰，但不要緊，只要不放棄，總會
有收割的時候！」

千教院生義教貧童 倡計劃擴至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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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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書局總編輯李占領點評：認識男女
雙方在生理及心理上的差異，其實有助雙
方取長補短，融洽共處。只要不只從競爭
的角度出發，就會發現男女的不同反而令
世界變得豐富及多元。

古語有云：「女子無才便是德。」
時移世易，隨着時代進步，女性擁有接
受教育的機會，社會地位也逐漸提高，
經濟上變得更獨立；不過，為了追求成

功，不少女性都付出沉重的健康代價。
《女孩危機》從幾方面說明女孩面臨的一些「危機」，包括飲
食、運動、學習等方面。飲食方面，處於發育時期的女孩為追求
苗條身段，不惜節食，甚至絕食，最終換來厭食症、月經不調等
健康問題。
運動方面，女孩因為先天體質關係，難免比男孩遜色。書中
提及「男性的力量更大，速度更快，耐力更持久，這是長期自
然進化的結果。而且，與男孩不同，進入青春期的女孩還要面
對周期性的月經。在來經時，女孩要多休息。但沉重的學習壓

力導致他們無法好好休息，身體正因此承受更大的危害」。
書中又列舉實例指出，有女孩因長時間溫習，壓力過大而致停

經。由此可見，即使男女擁有同等的學習機會，但女孩所面對的
「危機」比男孩更多。
我看完這本書後，深感男女從來都是不平等的。基於先天差

異，早已限制兩性發展。儘管如此，身為女性的我仍要繼續努
力，不能因而輕易放棄！我從書中學會，要有好的成績，就必須
有好的體魄。因此，我要勤於運動，有了強健的體魄，學習自然
事半功倍。
無論前路有多大

的艱難險阻，我都
要勇往直前，做個
非凡女孩！

學生：趙素娥
學校：香港布廠商會朱石麟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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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徵稿啟事

《女孩危機？！》不可不知

「香港明愛青少年及社區服務」昨日為準中學
生舉辦升中模擬面試，吸引90人參加。

學生須經過個人和小組面試，面試官會根據學生表現
提出建議。大會同場又舉辦升中講座，提供升中資
訊，50名家長參加。

考臨場表現 重勇於嘗試
學生面試表現往往是能否升讀心儀學校的關鍵，香
港明愛青少年及社區服務註冊社工陳偉傑表示，面試
題目除了一般個人介紹及選擇學校原因外，也有「說
出一本書和一朵雲5個或以上相同的地方」、「假如
一天有26小時，你會怎樣利用？」等特別問題，即
場考核創意。
同時，面試官或要求學生以中文、英文和普通話朗

讀平時不會接觸的詩或文章，考核臨場表現，又或是

否勇於嘗試。
陳偉傑又指，小組面試也會問及時事，例
如「如果你是行政長官，會首先處理甚麼問
題？」主要想了解學生能否從多角度思考，
並不在於學生是否了解時事最新消息。但他
未聽聞學校有提問敏感的政治議題。

急發言欠尊重 小動作顯緊張
據了解，不少學生面試時缺乏自信心、小動作多
多，也是面試通病。他指部分學生雙手夾放在大腿
下、雙腳纏着椅腳、坐姿彎曲、不經意向前傾、搓手
等，顯示學生緊張，因此要尋求安全感、坐得穩陣。
小組面試時，不少學生急於發表意見，未能包容其他
組員想法。他指面試官並非想聽面試者「偉論」，反
而重視面試者與其他組員互動，並能尊重他人意見。

專家：證書多未必有優勢
為了增加入學機會，家長或會向學校提交子女個人

檔案和各類證書，展示子女多才多藝的一面。陳偉傑
提醒家長和學生，個人檔案是學生成長經歷的其中一
個反映，但非決定性因素，證書多未必有優勢。他建
議家長選取一些子女有深刻印象的活動，並於事前與
子女討論該些活動的經歷和感受，以免被面試官問到
「口啞啞」。儀容方面，面試時穿校服較理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中一自行分配學位階段已展開，為協助同學應

付升中面試，有社福機構收集不少學校以往的面試題目，並舉辦模擬面試，以提

升學生自信心及改正面試謬誤。據了解，學校面試試題五花八門，不少考核申請

者創意，包括考問「一本書和一朵雲至少5項相同之處」、「一個萬字夾至少5

項功能」、「如何利用1天26個小時」等，隨時讓學生目瞪口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專為中學生而設的首屆
「全港中學微電影創作大賽」已經圓滿結束，並舉行了頒
獎禮。近百隊參賽隊伍發揮無窮創意，以「這些年、我們
一起成長的日子」為主題製作微電影。大會在典禮上頒發
初中、高中及個人組別的金獎、銀獎、銅獎和最佳攝影、
最佳剪接、最佳編劇及最佳導演合共21個獎項，表揚得
獎同學。他們有機會參加北京文化交流團，增廣見聞。
比賽由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YMCA）主辦，邀得

多位資深電影工作者，香港浸會大學電影電視學院院長卓
伯棠、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攝影得主黃岳泰等擔任評審委
員。

大會盼增創作興趣
評委之一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劇本得主吳滄州致辭時

表示，近年微電影廣受年輕人歡迎，包容性大，較易掌
握，適合同學嘗試。大會希望通過微電影製作，提高同學
創作興趣和自我表達能力，同時訓練團隊精神及解難能
力。
得獎同學獲頒獎項及獎品，更有機會參加北京文化交

流團，到北京電影學院參觀電影廠及教學設施，並出席分
享會。

微電影賽得獎學生赴京交流
■「全港中學微電影創作大賽」舉行頒獎禮。大會供圖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馮
晉研）有機構
分析去年底近
3,000 名學生
於模擬文憑試
中的表現，發
現基層考生在
4個核心科目
不合格的比率
高於非基層考
生，反映基層
學生支援不
足。另外，機構進行文憑試考試費調查時發現，64%受
訪者認為，考評局應豁免文憑試考試費用，減輕低收入
家庭負擔。

反映基層考生缺支援
青少年輔導機構「青年新世界」去年底舉辦4個核心科
目模擬文憑試，吸引來自70多所學校約3,000名學生參
加，當中約六成是基層學生。
評卷報告顯示，基層考生4科表現均遜於非基層考生，
尤以英文科表現最明顯，約1,800名基層考生中，考獲1
級不合格比例高達26.3%；較非基層考生高出13個百分
點。基層考生在中文科、數學和通識教育科考獲1級比例
分別是19.3%、10%和4%，同樣較非基層考生高出1.5個
百分點、4個百分點和2個百分點。
「青年新世界」董事會副主席兼教師鄧咏堯估計，這
反映基層學生未獲足夠學習支援，以及家庭未有經濟能
力讓子女補習。部分考生雖然努力填滿答題簿，卻因未
能直接回應題目要求而失分，影響表現。

64%應屆生籲豁免考試費
同時，該機構去年12月訪問400名應屆文憑試中六考
生，了解他們對文憑試考試費用的看法。結果發現，
64%受訪者認為，考評局應豁免文憑試考試費用。
「青年新世界」升學輔導員統籌主任蔡浩麟表示，目
前報考文憑試5科至8科費用約2,700元至3,800元，較會
考倍增。雖然來自低收入家庭的考生可向考評局申請減
免考試費，但成功率低至三成，對低收入家庭構成經濟
負擔。

模擬文憑試 基層英文「肥佬」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
政府為有學習需要的清貧小學生
提供「課後學習支援伙伴先導計
劃」，3年計劃將於本學年完結。
香港教育學院近千名學生參加計
劃，登記成為導師。教院院校協
作與學校體驗總監姚偉梅表示，
不少學生從中獲得豐富教學實踐
經驗，並協助受惠小學生解決學
習困難，達至「多贏局面」，建
議政府把計劃擴展至初中階段。

5院校參加 與教局協作
在計劃下，5所提供職前師資培訓

課程的院校，包括香港浸會大學、
香港教育學院、香港中文大學、香
港大學和香港公開大學，與教育局
協作，安排修讀全日制師資培訓課
程的本地學生登記為導師，為申領
綜援或學生資助計劃津貼的基層學
生，提供每周約4小時至6小時的功
課輔導服務。導師每小時獲發130
元至170元津貼。
姚偉梅表示，教院生反應踴

躍，2011/12下學年有448人報
名，最終210人受聘，分布於43
所小學。2012/13 學年增至近
1,300人報名，414人受聘，為74
所小學提供服務。本學年上學

期，更有375名學生受聘。她指
教院生主要於屯門及元朗區小學
任教；其次是深水埗區小學。
為了讓參與的教院生能於功課

輔導時更得心應手，教院安排約
10小時導向培訓課程，訓練學生
中英數科目基本教學，以及照顧
個別差異學生等能力。她補充
指，該校邀請10多名退休校長擔
任顧問導師，分享前線教學經
驗。
姚偉梅指，教院生受聘於不同

學校，學會因應學校不同文化及
傳統調整教學方法，「有大一生
參與計劃期間，接觸有特殊教育
需要的小學生，累積更多操練經
驗，回校後更努力學習不同教學
方法，比實習訓練更有成效」。
此外，教院本學年於大埔區中

學為初中生提供課後支援服務試
驗計劃，主要對象是有過度活
躍、讀寫阻礙及專注力不足等問
題的學生。姚偉梅指，現有20名
教院生於8間學校提供課後功課
輔導，若試驗計劃有效，未來將
推展至其他地區，「不少校長反
映，教院試驗計劃有效，期望先
導計劃延伸至有需要的初中
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教育
局因應跨境學童急增推出「跨境專
網」，向跨境生共提供3,177個學額，
其中屯門區佔近1,200個，引起部分屯
門區家長不滿。「關注屯門兒童教育家
長組」昨日發起遊行，逾500名家長帶
同子女參加。家長要求教育局撤回新學

年9月將實施的「跨境專網」，以及車
程40分鐘內的小學及有足夠空置課室
的小學均須騰出學位，維持區內小班教
學。
示威者於屯門大興政府合署遊行至

屯門大會堂，其中馬小姐女兒9月將
升讀小一，她指屯門區名校競爭激

烈，擔心「跨境專網」安排影響女兒
升讀心儀學校機會。她又質疑教育局
提供的額外資源能否適切應付學童需
求。
劉氏夫婦育有兩名就讀小一及K2班

的兒子，劉太指，長子就讀的小學位於
71網，數天前從報道得知，該校每班
小一將抽2個學額予跨境學童，但校方
卻未有通知家長及解釋安排。她擔心么
子將來升讀小一受影響，並批評政府政

策朝令夕改，家長無所適從，計劃日後
移民至新加坡等地。

教局保證屯門學額足
教育局回覆指，屯門區於2014/15年

度有足夠小一學額，學生毋須跨網上
學。該區已實施小班教學的學校，新學
年會繼續維持。另對於需加班的學校，
當局將增加教學人員及資源，確保教育
質素。

屯門家長遊行 促撤跨境專網

■鄧咏堯估計，模擬試成績反映基層考
生未獲足夠學習支援。 馮晉研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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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梓淳與深水埗官立小學參與先導計劃的學
生合照。 受訪者供圖

■學校面試問題考核學生創意。圖為模擬面試情況。馮晉研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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