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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中大 9 月開學
招 300 人農村生優先

《5 匯通識
匯通識》
》

應試小冊面世
由《文匯報》教育版、發行
中心聯合精心打造的最新一期
《5**匯通識》現已出版，內
容精選多個跨單元的熱門議
題，並將不同議題劃分為
「恆常」和「摘星」兩大類
別，每個議題均配備「背景
分析」、「綜觀影響」、
「多角度觀點」、「正反兩
面睇」等四大基礎部分，
協助考生全面掌握每個議
題，同時增添「知識增
益」、「概念解構」及「腦
圖」等三大進階部分，為考生鞏固所學知識之
餘，更能整理思維，查漏補缺。
《5**匯通識》特設有「模擬試題」及「答題指
引」，參照考評局的出卷模式來設計試題資料及
問題，提供考生一個體驗公開試的熱身機會。另
外，針對常見的考生答題癥結，「答題指引」則
會教導考生如何建構答案布局，提升答題技巧，
逐一為學生掃除答題障礙。
《5**匯通識》是專門為師生們提供全面的通
識參考資料，配合老師們作課堂的選取材料使
用，適合學生們作課外考試練習使用。樣本數量
有限，歡迎師生們索取，詳情查詢請致電：
2871 5361。如欲索取樣本，煩請將所屬機構名
稱、收件人姓名、聯繫電話及郵寄地址電郵至
matchsec@wenweipo.com。

配合內地產業發展 設基因組學等 15 個新課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

倩）籌備多時的香港中文大學（深
圳）預計將於本月底完成收生程序
的審批，並於今年 9 月正式開學，每
年學費約 10 萬元人民幣。深圳中大
除大熱的商科外，亦將開設 15 個香
港中大沒有提供的課程如基因組學
等，以配合內地社會及產業的發
展。校長徐揚生又表明，有見近年
農村學生升讀大學的比率下降，該
校決定在條件相等的情況下，會優
先錄取農村學生，以作鼓勵；即使
學生有經濟困難，校方亦會予以獎

■中大昨日舉行傳媒茶敘，中大10多名高層出席。

香港文匯報記者馮晉研 攝

學金作資助。

中大校長沈祖堯及一眾管理層人員昨與
傳媒進行新春茶敘，期間提到快將運

作的中大深圳分校。他表示，深圳分校將設
有經濟商業管理學院、理工學院、人文社會
科學院共 3 個學院，提供 23 個專業課程，當
中 15 個為深圳分校獨有。該校最快今年 9 月
會有首批本科生入讀，預計招收300人。

■沈祖堯坦
言，在醫生
與校長兩個
角色之間仍
然感到掙
扎。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馮晉研 攝

最快3月招生 先開3專業課程
深圳中大校長徐揚生則詳細介紹了該校發
展大計。他表示，預計於本月內可獲教育部
正式批准收生，最快可於 3 月進行招生宣
傳。由於深圳分校仍在起步階段，首年將先
提供 3 個專業課程，分別為環球商務、市場
學和經濟學，而 15 個深圳分校獨有的課程則
將包括基因組學、生物資訊學等。
除課程內容，學生最關心的相信就是招生詳
情。徐揚生指，該校目前仍未定出收生門檻，
但希望所招收的內地生與香港中大本部的水平
相若，「我們認為保持水準很重要，如果學生
不夠優秀，我們可能不會招滿300人」。
他續說，近年內地農村學生升讀大學的比
率下跌至 20%以下，有見及此，該校計劃在
學生條件相等的情況下，優先招收農村學
生，以作鼓勵，「希望農村的學生有更多讀
書的機會」。他又指，假如這些學生在經濟
上有困難，未能應付學費，校方亦會給予獎
學金，「讓貧窮地方的學生也能讀」。

貫徹中大書院制 堅持學術自由
至於招聘人手方面，徐揚生表示，目前已
找到 3 位副校長，均為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

■徐揚生（左圖）表示在學生條件相等的情況下，深圳分校
將會優先招收農村學生。華雲生（右圖）表示「全球招聘學
者計劃」名額為30至40個。
歐陽文倩 攝
名校出身的知名學者，其中一位更是南加州
大學的講座教授。
該校亦會貫徹中大的「書院制」，預計
剛開始時會有 2 至 3 個書院。整體而言，徐
揚生希望深圳分校可於 5 年內達至收支平
衡。
部分人士關注港校北上會否影響學術自
由，徐揚生則認為毋須對此問題持悲觀態
度，並表示辦大學一定會堅持學術自由，且
任何意見都能討論，希望可培出具國際視野
的人才。
至於學生要進行任何政治活動，徐揚生表
示，學生的活動是獨立的，學校不會干涉，
而學術方面的討論自然是無所不談，該爭取
的還是要爭取。
不過，他堅持學生不應犯法，任何行動
都應遵守當地法律，又希望學生也會保護
學校，讓仍在起步階段的深圳分校辦好教
學。

「主動出擊」聘學者 付百萬研究資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要辦好一所大學，人才是
必不可少的元素。有見及此，中大於去年 11 月推出「全球招聘
學者計劃」，以「主動出擊」的方式，招攬可為中大帶來突出
發展的學者，甚至是一整個傑出的研究團隊。負責有關計劃的
中大常務副校長華雲生表示，計劃名額為 30 至 40 個，希望文理
人才各半，獲聘的學者將最少獲100萬元的研究起動資金，目前
已有2至3人於最後洽談階段。
華雲生坦言，現時不少地方都在向頂尖學者招收，單是亞洲
以內，香港就面對着內地及新加坡2位「強敵」，「他們開出的
薪金有時比我們還要高出一半」。為了更積極發掘人才，該校
將放棄以往有空缺才聘人的「被動模式」，「主動出擊」邀請
45 歲至 55 歲、對香港及內地有感情或有興趣的學者加盟中大，
更會撥備起動資源，讓學者帶整個研究團隊來港，「不過，長
遠而言，他們亦要自己向研究資助局等申請研究資助，不能一
直由中大支持」。

中大醫院最快2018 年投入服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中大籌備
興建私家教學醫院多年，昨日新春茶敘
中，負責計劃的副校長霍泰輝再度介紹有
關新進展，他表示，毗鄰大學站的醫院項
目料涉及40億元，有信心籌集足夠資金，
計劃今年「起動」，最快 2018 年投入服
務。屆時會提供全科服務，並計劃結合
「中西醫會診」，收費則處於合理水平。
至於正就續任問題作諮詢的校長沈祖堯亦
透露，已向校董會申請，若獲連任每星期
會安排多一個上午回醫學院看病人，若成
事中大醫學院或再添「猛將」。
■胡志偉表示，中西結合醫務
鄰近大學站 提供數百個床位
中心會試行「中西會診」，有
霍泰輝表示，中大私家醫院如順利通過
助日後私家教學醫院引入類似
既定程序，今年便可「起動」，預計3至4
服務。
香港文匯報記者馮晉研 攝 年完工，即最快 2018 年或之前可投入服

務。他指，整個計劃斥資40億元，包括建
築費和 3 年營運費用，除由大學撥出經費
及向社會人士募捐外，亦不排除向政府借
貸，有信心可籌集足夠資金。醫院大樓毗
鄰港鐵大學站的地皮，樓高逾10層，預計
可提供 500 至 600 個床位；而大部分手術
均設定價收費，並控制至合理水平，讓一
般市民有能力承擔，他相信新醫院有助減
輕公營醫院的壓力和政府的負擔。

新院將聘逾200名人手
面對現時醫護人手短缺，霍泰輝指新醫
院將聘請逾 200 名醫護人員，因由中大全
權負責，靈活度較公營醫院高，有信心招
募足夠人手。中大校長沈祖堯補充，醫院
將教研並重，會協助香港培訓優秀的醫療
團隊，除了醫生和護士外，還有物理治療

師和藥劑師。
中大私家教學醫院也計劃引入中醫元
素。醫學院副院長胡志偉表示，耗資
2,500 萬元的中西結合醫務中心將於 3 月試
診，預計 6 月投入服務，屆時會提供「中
西會診」服務，相信中心試行的經驗和模
式，有助日後中大私家醫院發展類似的服
務。
本身為頂尖腸胃醫生的沈祖堯，其中大
校長任期於明年屆滿，早前他表態樂意考
慮續任，校董會未來數周會向全校師生和
校友進行諮詢。但他昨亦透露，現階段對
於醫生及校長兩個角色仍有掙扎，「我希
望返回醫學院做醫生的工作，就算連任，
都會向校董會主席申請多一個上午回醫學
院看病人，校董會已經答應要求。我希望
不會脫節，不記得如何當醫生」。

模擬文憑試中史成績最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來自約 200 所中學、逾 2 萬
名高中生早前參加香港教育圖書公司舉辦模擬文憑試，大會今
年增設退修率較高的企會財及中國歷史兩科，發現考生成績未
如理想。其中中史科更只得約一半人取得「合格」的 2 級成
績，為表現最差的一科，部分考生更問非所答，將不同時代的
史事胡亂配搭。至於中文科成績也異常飄忽，「合格率」為
71%比去年模擬試約 3 成半急升 1 倍，不過有關「合格」水平
較真正文憑試的 3 級為低，約只等於 2 至 3 級，未必有太大參
考價值。

考生史事時序混亂
是次模擬試涉及中英數通識 4 個必修科，以及經濟、企會財
與中史共 7 個科目；大會並自行訂出「合格」水平，其中中史
約相當於文憑試2級，其餘科目則為2至3級水平。
雖然中史科「合格」水平已較其他科目低，但「合格率」仍
明顯遜色，近 2,000 名考生中僅一半考獲 2 級成績，遠低於數
學科約 9 成，及其餘 5 科約 7 成。教圖總編輯顧問梁操雅指，
部分考生審題不清，如題目問及上世紀 30 年代的史事，卻有

維園軟墊散發VOC 忌中午練跑

人引述 1914 至 18 年發生的第
一次世界大戰、列強入侵的事
例，反映學生對基本史事掌握
不清，時序脈絡混亂。

中文合格率增至逾7成
至於被稱為入大學「殺手」
的中文科，上屆模擬試只有 3
成半人「合格」，但今屆卻大
■黃燕如（右）建議考生應掌
增至逾 7 成，大會稱與考生掌
握評分準則及答題技巧。
握題型有關，惟未有詳細解釋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伊莎 攝
兩批人的巨大落差。不過，有
關水平比大學門檻的文憑試 3 級低，難以藉此預算最終達標情
況。
教圖副總編輯黃燕如歸納指，整體所見普遍考生有審題不
清、作答缺乏連貫性、資料整合能力遜色問題，建議其多掌握
答題技巧，並加強訓練能力較弱的題目，提升作答速度、分
析、歸納等能力。

■邱耀雄
（左一）
指，吸入過
多 VOC 會
影響呼吸系
統。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鄭伊莎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渣打馬拉松尚有 9 日開
跑，不少參賽運動員正積極在公園及運動場內練習，當中的
設備是否安全可用，值得關注。公開大學多名學生就此進行
實地考察，測試飲水機含菌量、軟墊散發氣體是否符合安全
標準，結果發現，維園軟墊所散發的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VOC）較國際室內標準輕微超標；而何文田公園及麥花臣
運動場的飲水機亦發現懷疑沙門氏及痢疾菌，但整體仍屬安
全水平。有學者提醒，因陽光紫外線會與軟墊膠產生化學反
應散發較多 VOC，應避免於中午時段到有關場地練跑，以免
影響呼吸系統。

公大生測飲水機 無驗出大腸桿菌
公大應用科學（能源及環境）課程四年級生潘逸知與 3 名
組員到何文田及旺角多個運動場地作實地考察，測試飲水機
安全標準，結果發現整體食水並無驗出大腸桿菌，可安全飲
用，但其中測試曾發現白色及透明細菌，初步估計為沙門氏
及痢疾菌，最高錄得每 100 毫升含 60 粒。他表示，組員早前
亦曾訪問 100 名市民，近半人曾看見有人不當使用飲水機，
如用食水清洗身體、洗毛巾、膠樽等，甚至將污水倒進去水
口，或導致食水受到污染。他們建議政府將加強宣傳正確使
用飲水機的信息，如將指引以圖簡化等。
另一組公大生則測試了公園軟墊散發的 VOC情況，結果顯
示，其中一次在維園的測試錄得每 1億個空氣分子有 270個單
位的 VOC，由於目前未有國際室外標準，若以國際室內標準
比較，有關水平輕微超出9個單位。
本身是長跑高手的公大科技學院助理教授邱耀雄指，馬拉
松開跑在即，不少健兒會於公園或運動場練跑，由於陽光中
紫外線與軟墊膠產生化學反應，散發更多 VOC，提醒應避免
在中午時到鋪有軟墊場地練跑，「吸入過多VOC會影響呼吸
系統，最好晚上才去」。

重考生表現佳「3322」
比率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考評局近日發
表2013年文憑試考試統計報告，當中首次就重考
生表現進行分析。去年共有4,200多名應考最少5
科的文憑試重考生，其表現明顯較首次應考學生
為佳，近40%人在核心科目取得「3322」或更佳
成績，較整體考生的35%高出5個百分點，有中學
校長指，重考生學習基礎較穩固、毅力及信心亦
較佳，因此重考成績不俗。

有考試經驗 基礎較穩固
2012 年推出的文憑試，去年亦出現首批重考
生，包括自修生及學校考生在內，共有 4,218 人
應考最少 5 科，其整體成績不俗，除「3322」比
率較高外，更有 82.1%人獲 5 科 2 級或以上，較
整體考生的 72.9%高出近 10 個百分點。而比較
同一重考生在 2012 年及 2013 年科目成績時，報
告顯示，有 1 名重考生於 2012 年中文科只獲 2 級
成績，但去年重考時卻連跳 5 級，考獲最佳的

5**佳績；亦有重考生於 2012 年的英文、地理、
歷史，由 3 級成績跳升 4 級至 5**佳績。另一方
面，有「騎呢」重考生雖已於 2012 年中文科考
獲 5**佳績，但去年再度挑戰，卻跌至 4 級，令
人詫異。
廠商會中學校長麥耀光認為，重考生除有第
一次的考試經驗，學習基礎也較穩固的，升學
信心、毅力亦會較高，故不少「精英一族」重
考成績不俗。
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一年級生陳海慈，
2012 年首屆文憑試雖最佳 5 科獲 24 分，但中文
失手只獲 2 級，不合升大學門檻。她升讀副學士
僅半個學期後，退學備戰重考 2013 年文憑試，
中文獲 4 級因而順利升讀大學。她表示，雖然首
次考試經驗能夠掌握基本的溫習技巧，惟過程
中仍需面對沉重的心理壓力，令她感到忐忑不
安。對於能夠升讀大學，她坦言：「好開心，
幸好當時沒有放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