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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範文重現
學界憂喜參半

城大斥2,000萬續辦獸醫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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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大回應外界質疑
外界部分觀點 城大澄清
處理財政粗疏 已找業界人士核數，財政報告現實可行
研究實力不足 已有不少跨學科研究，去年研究經費達6,000

萬元
獸醫資助學士課程 國際認證非在港執業條件，畢業後可在港執業
獲國際認證需10年
申請政府資助學士課程失敗， 校方建議書一向包括研究生課程和其他研究
才轉為開辦研究生課程
坊間新入職獸醫 政府新入職獸醫薪金達3.7萬元
低薪至8,000元
資料來源：城大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馮晉研

中文科文言範文諮詢篇目
篇章名稱 作者／出處
1論仁、論孝、論君子 論語
2魚我所欲也(節錄自《孟子‧告子上》 孟子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至
「此之謂失其本心。」)
3 逍遙遊(節錄) 莊子
(自「惠子謂莊子曰」至「安所困苦哉」)

4 五蠹(節錄)(自「上古之世」至 韓非子
「而備適於事」)
5 勸學(節錄) 荀子
(自「君子曰：學不可以已」至「行無過矣」、

「吾嘗終日而思矣」至「善假於物也」
及「積土成山」至「用心躁也」)

6 大同與小康 禮記
(節錄自《禮記‧禮運》「昔者，仲尼與於蜡賓」
至「是謂小康」)

7a(二選一) 史記
廉頗藺相如列傳(節錄)
(《史記》第八十一卷自「廉頗者，趙之良將也」
至「為刎頸之交」)

7b(二選一) 史記
屈原賈生列傳(節錄)
(《史記》第八十四卷自「屈原者，名平」
至「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8 出師表 諸葛亮
9蘭亭集序 王羲之
10桃花源記 陶潛
11師說 韓愈
12始得西山宴遊記 柳宗元
13岳陽樓記 范仲淹
14六國論 蘇洵
15項脊軒志 歸有光
16(六選三) 唐詩三首
a山居秋暝 王維
b月下獨酌(其一) 李白
c登樓 杜甫
d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 岑參
e山行 杜牧
f 錦瑟 李商隱

17(六選三) 詞三首
a破陣子(四十年來家國) 李煜
b雨霖鈴(寒蟬淒切) 柳永
c念奴嬌赤壁懷古(大江東去) 蘇軾
d鵲橋仙(纖雲弄巧) 秦觀
e聲聲慢秋情(尋尋覓覓) 李清照
f 青玉案元夕(東風夜放花千樹) 辛棄疾
資料來源：教育局「新學制檢討(中期)學校意見調查」內容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任智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高鈺）西班
牙馬德里理工大學一組科研人員於
最新一期《建築材料學報》發表論
文，題為「網際網路版引用文獻索
引資料庫中建築及建造科技類別的
全球書目計量學分析」，按研究結
果把參與「建築/建造科技」研究的
主要國家及中心排序，香港理工大
學在該領域上發表的論文數量冠絕
同儕，全球領先。
論文指出，全球有逾12,800家進

行建築/建造科技研究的院校和中
心，其中理大於1997年至2011年間
發表587篇論文，數量冠絕同儕。理
大在1997/1999年間已位列首四名之
內，2000/2002 年間稱冠，並在
2003/2005 年 、 2006/2008 年 及
2009/2011年間三段時期一直穩據榜
首。
據了解，1997年至2011年間，發
表論文數量最多的首5所院校或研究
中心依次為香港理工大學（587
篇）、新加坡國立大學（328篇）、

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286篇）、美國普
渡大學（257篇）及上海同濟大學（257篇）。
理大建設及環境學院暫任院長陳炳泉，對該

校登上全球排名榜榜首深感欣慰，又指這是同
事長久以來努力耕耘的明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現時全港有約3
萬名有特殊學習需要(SEN)學生，香港家庭教
育學院及教育學院合作進行「學障學童家庭支
援計劃」研究，剖析學障生於接受約6個月學
習及生活技巧訓練後的改善情況，結果發現，
學生自我期望方面進步最明顯，而回家後自發
做功課評分也顯著提升。

家長：做功課自發性提高多
研究針對接受160多名訓練學障生的家長及

導師，要求他們比較分別就訓練前後學生的學
習能力、行為及態度評分。在導師評鑑方面，
學障生自我期望進步最明顯，以4分計有關平
均分提高0.57分，而說話時沒自信及閱讀後仍
不理解內容的情況也有較顯著的改善；至於家
長評分，則以做功課的自發性提高最多，以4
分計訓練後的平均分增加0.66分。
就最新施政報告提出，向取錄有關學生學校提

供的「學習支援津貼」將增加三成，家庭教育學
院認為，當局再可針對不同家長需要額外撥5,000
元，讓其為子女選用合適的學障服務，並專門培
訓教學助理，協助老師了解個別學障生的情況及
需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是次新學制中期檢
討內，教育局因應不少學界關注的問題收集校長和科主
任意見，包括是否須檢視選修科校本評核，以免跟主科
重複；是否須簡化獨立專題探究模式及限制學生字數；
「企會財」應否「分拆」等，意味着未來新高中課程或
會有巨大改變。

關注校本評核「企會財」等
當局於校長問卷提問多個學界關注的問題，包括
被指令師生工作量大增、有評分爭議的校本評核。當
局問及是否須檢討選修科校本評核，減少學生負擔，
以及避免與主科校本評核能力評估重複。另一個令師

生勞心勞力的通識科獨立專題探究，當局亦就是否須
簡化、能否只以二手資料完成報告，以及是否須在評
分上採取措施，以免學生提交過長報告等，徵詢校長
意見。
至於近年批評聲音不斷的「企會財」，當局亦問
到各校長是否支持「分拆」，以及「分拆」後會否導
致學生只讀商科的情況出現。
此外，教育局就中國文學科「指定作品」應否更

換徵求科主任意見，包括應否把《楚辭．九章．涉
江》換成《九歌．山鬼》；應否節錄孟子《齊桓晉文
之事章》；應否把余光中《我的四個假想敵》換作陳
之藩《寂寞的畫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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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自我期望

舊制《出師表》《六國論》回歸
教育局去年4月推出新高中檢討短期措施，並成立
多個小組就包括中文科等受關注議題進行研究。局方
昨就中文科最新建議舉行簡介會，並於網頁發表
「中、長期建議方案」問卷，詳列工作小組擬定17
篇指定文言篇章，涉及經典的《論語》、《孟子》、
《莊子》、《禮記》，亦有多篇舊制會考範文如《出
師表》、《六國論》，以及現時部分初中中文亦有教
授的 《岳陽樓記》、《桃花源記》等（見表），有
關內容諮詢學界後將作篩選，訂定10篇至15篇「指
定材料」。
諮詢稿又建議，重設的文言經典範文佔中文閱讀
卷全卷分數30%（即全科6%），主要以選擇題、語
譯及開放式題目，考核學生對篇章中的文意、文化內
涵等的深層理解，其餘70%則擷取課外文言及白話
文篇章。而2007年前的舊制範文除文言文外亦包括
多篇白話文，佔全科總分35%。
諮詢稿並提出，最快2015/16學年可在中四級重推

範文，並於2018年舉行的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推行。
各校中文科主任需於2月中交回問卷予教育局，有關
意見其將提交「課程發展議會——考評局公開考試
委員會」聯席會議討論，結果預期於本年中公布。

「操練」「貼題」不良風氣恐復熾
學界對加入文言篇章的意見好壞參半，昨日有份
出席簡介會的風采中學中文科科主任陳玉燕認為，範
文可讓學生先掌握指定考核範圍，「最起碼可提供學
習方向，知道要讀什麼，能夠積累對文言篇章的認識
及理解對學生而言是好事」。
東華三院黃笏南中學中文科科主任詹益光早前應邀出

席教育局工作小組，討論文言指定篇章的擬定範圍。他
表示，大部分老師同意設範文可讓學生有溫習範圍，但
擔心考評局的擬題模式若太艱深，將變相鼓勵學生死記
硬背市面上考試天書的「標準答案」，「部分高階題目，
如評論式題目，學生普遍會死記天書，令舊制會考操練
成風、貼題的情況有機會重蹈覆轍」。他建議考評局審
慎擬題，避免學生死記硬背及過分操練試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自2007年起取消的中學會考中文科範文，即將捲土重

來，最快明年9月在新高中的中四級重推。教育局昨宣布就新高中中期檢討開展全港學

校問卷調查，其中在備受關注的中文科，提出「中、長期建議方案」(諮詢稿)，初步定出

17項經典文言文及詩詞篇章，當中包括《出師表》、《六國論》等舊制會考曾出現的範

文，下月會就最終文章數、考核、實施日期及支援措施等諮詢中學中文科主任，結果預

料於年中公布；而有關部分佔全科總分6%，遠低於舊制的35%。對重設文言範文，學界

認同可增加學生對文言文的認識及理解，但亦擔心將重現舊制會考操練、貼題情況，意

見好壞參半。

多議題蒐意見 課程或迎巨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教育局局長吳克儉近日飛赴英國進行官
式訪問，他抵達倫敦後，出席了世界教育論壇的開幕典禮及專題討
論，又與多個國家的教育部長舉行圓桌會議，包括澳洲、巴基斯坦、
文萊及老撾，就教育政策交換意見，包括學生流動及高等教育的發
展。
吳克儉表示，在8所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院校中，來自澳洲、巴

基斯坦、文萊及老撾來港升學或交流的學生已經增加至逾270人，尚有
進一步發展的空間。他又表示，香港高等教育界的國際化發展進度良
好，他邀請有關國家的教育部長加強與香港在教育方面的合作，尤其
是學生交流及研究項目等。

吳克儉與各國部長交流教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為向創校先賢致敬，並紀錄六十多年來
的發展歷程，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設立了「新亞校史館」，現已正
式開放，歡迎各界人士參觀。
校史館以文字、圖片、文物及多媒體裝置展示新亞書院不同時期的
發展，展品包括校友捐贈的學生證、畢業證書、錢穆親筆校歌手稿
等。館內亦擺設桂林街舊校的桌椅，呈現當年的學習環境。除校史館
外，校方亦創立了網上校史資料庫及新亞刊物電子化計劃，巿民可瀏
覽網頁：history.na.cuhk.edu.hk

中大「新亞校史館」開放參觀

■吳克儉出席在倫敦舉行的世界教育論壇首日會議。

■新亞校史館揭幕禮上，醒獅助慶。

團體促「長全日」納免費幼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

研）20多名幼兒教育持份者代表
昨日於政府總部外請願，向同日
開會的「免費幼稚園教育委員
會」成員遞交請願信，要求把
「長全日」（只開設全日制班的
幼稚園）免費幼兒教育納入會議

議程，並為這類幼稚園提供短期
支援措施，例如提供一筆過約70
萬元津貼，增聘老師、改善學校
教學環境等。委員會主席鄭慕智
親自接收請願信，表示明白團體
訴求，承諾將在委員會會議討
論。

■幼兒教育持
份者要求「長
全日」納入免
費幼兒教育會
議議程。

梁祖彝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大學教育資助
委員會早前以城大低估財務預算和科研支援不足
等理由，第二次否決其申請開辦資助獸醫學位課
程。城大昨日宣布，教務會議及校董會執行委員
會例會經討論後，決定繼續支持成立動物醫學學
院，未來預計斥資2,000萬元，設立動物福利中
心及海產研究中心，而其教研夥伴美國康奈爾大
學亦會與其合作。
城大副校長林群聲昨聯同生命科學課程總監王啓

熙、傳訊及公關處處長李國安與傳媒茶聚，並介紹
動物醫學學院的進展藍圖。林群聲表示，校內教務
會議及校董會執行委員會例會經討論後，決定支持
成立動物醫學學院，並先行推展研究生課程及相關
研究，包括食物安全、動物福利、水產養殖和動物
傳染病四大範疇。

推研究生課 包括四範疇
林群聲指，城大會盡快成立動物福利中心及

海產研究中心，估計耗資約2,000萬元。開展
研究項目則視乎研究人員的興趣，可能包括動

物權益、動物絕育計劃、野牛定位追蹤等。另
外，有私營機構有意與城大開展相關方面的合
作，除了廣州藥業與校方討論策略研究和合作
外，另有國際公司贊助城大200萬港元，研究
動物飼料。
就該校開辦獸醫學院「觸礁」，教資會質疑

其科研支援不足。林群聲反駁指，城大生命學
科「好強」，去年就有6,000萬元經費進行研
究。雖然僅學部計算，教研人員不多，但跨學
科的研究卻不少，連同物理及材料學系、電子
工程學系都有涉獵與生命科學有關的研究，足
見實力。

專家審核 指財政現實可行
至於教資會認為城大開辦獸醫學院的財政預算

數據粗疏，林群聲回應指，校方因應計劃分析相
關資源運用情況，在徵詢美國康奈爾大學的意見
及修改後，再交予包括業界人士在內的會計專業
團隊審核報告，認為財政報告預算現實可行。
就資助獸醫學位課程要10年才可獲國際認證

的質疑，王啓熙澄清，本港獸醫管理局早於
2012年成立委員會，審批本地獸醫學院的課
程，若城大資助獸醫學位課程獲批，屆時畢業生
獲臨時認證，即可在本港執業。
他又指，申請美國的國際認可的確需時10

年，獲認可者可在全球執業，但直言現時全港
700名獸醫不會多於1%有該認證，強調有否該
認證不影響學生在港就業。至於有獸醫薪酬只有
8,000元的說法，他則以政府聘任畢業生擔任獸
醫為例，薪酬可達3.7萬元。

最快要10年才有學生畢業
林群聲重申，城大開辦獸醫學院，目標不應限

於寵物及禽畜護理，而是為人類和動物健康、傳
染病控制、治療及藥物研發等領域作出貢獻，校
方明白開辦獸醫學院是大項目，需要醞釀，但認
為「就算搞得成(獸醫學院)，最快都要10年先有
學生畢業，是否叫急呢？」希望政府同樣有此願
景。而是次申請失敗，他相信能「改變社會的看
法，已有成就」。

■ 林 群 聲
(中)表示，
校方決定成
立動物醫學
學院，先行
推展研究生
課程及相關
研究。
馮晉研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