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須醫生證明疾病影響考試 今年1,574考生成功申請

文憑試「特安」升30%
濕疹准小休塗藥

教局：「李地」原方案已保障浸大資助生
去年12月和今年1月，筆者參與

了由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舉辦的
「愛心玩具傳緬北義工計劃」，到
當地設立玩具圖書館。出發前兩個
多月，我們開始籌備，包括內部設
計、購買材料，收集、清潔、整理
玩具等，一行14人帶着28袋玩具

和物資到當地山區孤兒院和中學開展項目。孩子和玩
具是活動兩個重要元素，這「天生一對」的組合，在
短短9天旅程中，改變了我們一眾城市人對山區的固有
看法。
城市生活中，「競爭」是主旋律，在人生競技場
上，為了追趕他人步伐，孩子無可避免參與各式各樣
興趣班、訓練班等，密鑼緊鼓為將來綢繆。社會氛圍
天天催促孩子長大，成績、履歷表是比較指標，成長
過程中，孩子被不斷比較，後遺症是一張張早熟的臉
和一個與玩具相伴時間越縮越短的童年。

惡劣環境 擁抱快樂
緬甸沒有所謂的「起跑線」，也沒有各式各樣標奇
立異的「工作坊」，可是社會就業機會不足，資源匱
乏，馬路沒有鋪上水泥，車子行駛時揚起漫天風沙。
農村小孩肚子更會因營養不良變得脹鼓鼓，但這樣的
環境卻絲毫沒有窒礙他們擁抱快樂。我們「施工」
時，孤兒院的孩子和學生熱情幫忙，又連聲道謝。他
們眼神裡，流露由衷的感恩和喜悅，至今仍深深地烙
在我的腦海中。

活在當下 面對現實
他們的快樂來得如此純粹，卻並不意味着不受現實
困擾。閒聊時，不少孩子也明白，在不久的將來，或
會因經濟問題無法上學，或須漂泊異鄉賺錢維持生
計。現實的問題依然存在，只不過他們選擇了較樂觀
豁達的方式，享受活在當下的快樂。
人的生命軌跡，會因為經歷和緣分改變。因為玩具
圖書館，我展開了是次旅行，感受到當地人與人之間
的溫柔和善意，學習以較豁達的心境看世界，這是義
工服務的最大收穫。
朋友，由「愛」出發吧！參與一趟義工旅行，它會
讓你的世界從此變得不一樣。

■潘慧儀 傑出學生服務獎2012年得獎者
（標題和小題由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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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港中文大
學I．CARE博群計劃將由本月18日起，一

連三周在校園舉辦「博群電影節」，放映26齣
精選好戲，作品種類廣泛，來自不同國家及地
區，並邀得多位電影監製、導演、影評人等主
持映後座談會，包括魏德聖、黃修平、關本
良、楊雅喆、馮家明等，與師生細說電影與人
生。

先到先得 不設劃位
新亞書院圓形廣場及伍宜孫書院中央庭園進

行露天放映，並安排通宵放映的「影友馬拉松
夜」，學生及教職員可憑「中大通」優先入
場，亦歡迎公眾人士參加，費用全免，座位先
到先得，不設劃位。有興趣人士可瀏覽網址：
https://www4.cuhk.edu.hk/icare/index.php/zh/
projects/university-lecture-on-civility/
70-icare-film-festival-2014
查詢電話：3943 1338。

圓玄二中嘉許禮
譚榮勳勉勤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港
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二中學「家長
教師會常委就職典禮暨學行嘉許
禮」，於上月23日圓滿舉行。校方邀
得大埔區議會漁農工商、旅遊及文娛
康體委員會主席譚榮勳主禮。他致辭

時勉勵同學努力讀書，積極面對21世紀新挑戰，將來回
饋社會。
會上頒發「家長教師會公開試優異成績獎學金」，本

屆得獎者為譚光華。譚同學於2013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榮獲4科5**級，1科第5*級佳績。
當日校方安排豐富表演節目，包括中五生林慧筠舞蹈

表演；中二戊班學生馮悅軒、胡凱晴表演英文二人話
劇；中樂團表演曲目《琴弦緣》。同學全情投入，現場
掌聲連連。

�	
�
6
�	
�
6

■譚光華同學文憑試獲佳績，得圓玄學院高等教育獎學
金。 校方供圖

根據考評局統計，今年「特
殊學習障礙」及「其他」

類型獲特別考試安排考生人數大
幅上升，令整體成功申請人數大
幅上升三成。其中，「特殊學習
障礙」由461人上升至616人；
「其他」類型則由240人上升至
385人，升幅高達六成。

腰傷難久坐同獲小休
考評局高層昨日與傳媒聚餐時
透露，獲「特別考試安排」的考
生狀況各有不同，部分人原因出
乎大眾意料，例如一位考生因為
患有嚴重濕疹，每當緊張時濕疹
問題會加劇，在有醫生證明的情
況下，當局安排該考生可在考試
時小休，塗抹潤膚膏減輕不適。
不過，當局強調，考試時間沒有
增加，只是獲得小休時間。此
外，部分腰骨有傷患的學生因不
能久坐，也會獲得小休時間。
家庭醫生關嘉美表示，幾乎有
兩三成人都有濕疹問題，但嚴重
程度因人而異。雖然醫生一般囑
咐濕疹病人潤膚膏乾了要補，但
考試時間不算很長，故認為如果
考生應考前塗抹，應可應付問
題。
另考評局昨日談及去年發放

700萬元花紅引起爭議的問題。

花紅爭議 指做法參考市場
秘書長唐創時再澄清，考評局

非政府機構，這做法只是參考市
場情況。他坦言，今年考評局有
一成人（約40人）於「績效獎勵
計劃」中獲獎，取得約半個月至
1個月薪金獎勵，總數約200萬
元。整體而言，考評局員工今年
平均獲加薪約4.5%。
不過，唐創時指，有見考評局
薪酬問題引起社會關注，計劃聘
用顧問公司處理財政策劃方法、
人才資源架構和薪金調整制度，
目前已有4間至5間公司投標，
相信於下月內會挑選一間，並於
本年底提交報告。

考試費加幅不超過2%
至於考生最切身的考試費問

題，唐創時表示，現時百物騰
貴，當局希望顧及市民承擔能
力，盡量凍結考試費用，即使
增加，幅度亦在2%之內。唐創
時指，面對未來數年適齡學生
人數由7萬人跌至4萬多人，再
加上通脹問題，當局的確有加
考試費壓力，但目前仍有2億
元儲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每年公開考試均有

部分考生因個人特殊狀況須申請「特別考試安排」，以

取得輔助、加時等。他們主要為視障、聽障、肢體殘障

等考生，但原來嚴重濕疹患者，若有醫生證明此病影響

考試，經審批後考生一樣可獲特別安排，包括於考試時

小休塗抹潤膚膏減輕不適等。截至本月7日，考評局統

計數字顯示，今年文憑試共有1,574位考生獲特別考試

安排，較去年共1,208人大幅增加三成。

中文通識提早考避復活節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考評局

昨日向學校派發通告，談及2015年文憑試考
試時間表和放榜日期。由於學校明年復活節
假普遍訂於4月2日至10日，為免成績發放
日期過分延遲，當局決定把中文科及通識開
考時間提早一周。此外，當局把理科和人文
學科考試日期互相交替，減少考生連續應考
數日情況發生。

放榜延後1日 至7月15日

明年中文科將提早至3月30日開考；通識
科提早至4月1日；英文科及數學科開考日
期則和今年相若，放榜延後1日，至7月15
日。部分考生人數較少的選修科目考試，則
會安排於學校復活節假期內舉行。
此外，核心科目考生人數眾多，部分學校

須停課提供課室作試場之用。4個核心科目
包括當中的聆聽考試均在平日進行，停課天
數或須由5天增至6天。

■獲「特別考試安排」的考生狀況各有不同，部分人原因出乎大眾意料。圖為文憑試應考情
況。 資料圖片

愛心玩具傳緬北
學會豁達看世界

逢星期三見報

古老而寂寞的東邊街
東邊街，一條古老而寂寞的長

街。
這條筆直的街道倚山而睡，樹

林球場跟西邊街的古老書院互相
呼應，把西營盤街坊包圍起來。
山腳是中學生上學必經之路，早

上，無言的學生背着大書包拾級而上，走到中段轉
入醫院，然後四散。聲音都被長街偷去了，路人彷
如機械人，急步趕往目的地，彷彿不願多停留一
刻，要馬上逃離長街。

熱鬧不再 鐵閘封印回憶
街上只留下荒廢的店舖，山腳彷彿充滿詛咒，使

店舖先後結業，先是茶餐廳、地產舖，後來甚至連
金土餅店也結業。昔日熱鬧不再，出爐蛋撻的香
氣、老闆的叫賣聲，還有琳瑯滿目的餐牌，都一一
消失了！現在只剩下荒廢塵封的舖面，一道道鐵閘
把回憶全都封印起來，奪走了人們的留戀。

長街只有老人願留守
繼續拾級而上，當石梯變成斜路，一個被無數樹

籐覆蓋、儼如城堡的古老足球場矗立人前。然而，
灰黑的石牆和看似枯乾的樹藤，使球場化身為老邁
的守衛，為長街站崗。就算球場如何嘈吵，可牆總
是將聲音擋着，不許它們騷擾沉睡的長街。黑夜來
臨，昏暗的街燈和鬼城般的球場，把途人嚇得紛紛
急步轉入別的橫街，借着多點人氣來定驚。每日如
是，途人都不願意踏進長街，只有老人願意留守，
卻是獨自閒着過活。
長街連接着數條橫街，甚至能從這裡看見正街，

當中的熱鬧情況，是長街不能比擬的。
東邊街只是作為途人的其中一站，卻決非終點

站。
■陸錦輝（4A） 聖士提反堂中學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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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盟質疑免費幼教委會決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研究落實3

年免費幼兒教育的免費幼稚園教育委員會成
立將近一年，「爭取15年免費教育大聯盟」
30個成員團體昨日召開記者會，指委員會至
今未有提出具體推行方案，對此甚感不滿，
質疑當局對全面資助優質幼兒教育的決心。
大聯盟指，委員會在去年12月已完成報
告，卻沒有向持份者發布及公開，質疑委員
會「閉門造車」，亦未有公開諮詢業界；又
指委員會及工作小組討論欠透明度。大聯盟

召集人袁慧筠表示，委員會只「承諾探討
短、中期措施，以協助幼稚園面對當前挑
戰」，定位短視，加上工作小組之間缺乏溝
通，未能有整全策劃及具體方案可言。

盼公平高透明度諮詢
大聯盟要求委員會進行公平和高透明度公

眾諮詢，並要求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成立
工作小組，以監察研究及落實免費幼兒教育
進度。大聯盟又促請教育局對弱勢及全日制
學校提供足夠支援，並重新檢視幼兒教育多
元模式，以及關注「長全日」幼兒教育面臨
的問題。

■■大聯盟表達爭取全面大聯盟表達爭取全面
資助優質幼兒教育的決資助優質幼兒教育的決
心心。。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城市規劃委
員會昨日就九龍塘前李惠利校舍南部地皮改劃
用途，舉行第二日申述會議。浸會大學10多
名代表繼續申述，浸大校長陳新滋表示，目前
浸大欠缺1,700個宿位，但獲批的北面李惠利
地皮只足夠興建1,300個宿位，要求政府把地
皮撥予浸大。教育局則指，浸大規劃把自資課
程教學空間和宿位計算在內，但土地資源珍
貴，現有方案已優先滿足資助學位課程的學
生。另有見社會對特殊教育學額的需求，當局
初步估計，上述地皮可興建一所有24個課室
的校舍。

浸大盼顧及長遠發展
浸大約60多名師生校友昨日再到城規會聲
援，支持校方爭取地皮。陳新滋指，目前浸大
欠缺1,700個宿位，強調李惠利地皮是浸大唯

一「相連地」。若政府數年後才撥出其他地區
地皮，如沙田較大面積的用地，亦難以達到現
時的「協同效應」，故期望城規會顧及該校長
遠發展需要。
與會的教育局首席助理秘書長（高等教育）

劉家麒回應指，浸大欠缺的1,700個宿位，其
中約300個為自資課程學生宿位，估計北面李
惠利地皮可興建近1,400個政府資助學位課程
的宿位。在土地資源有限的情況下，現有方案
已優先保障政府資助課程的學生。
浸大中醫藥學院院長呂愛平指，「再窮不能
窮教育」，香港發展中醫教育10多年，仍未
有中醫教學醫院，是香港可悲之處。他表示，
浸大學生要到廣州實習，但當地中醫可開西藥
及施手術，與香港應診方式有差異，實習經驗
未能全部應用於香港，故促請政府把地皮撥予
浸大，發展中醫藥學院。

■■浸大約浸大約6060多名師生校友昨日再到城規會聲多名師生校友昨日再到城規會聲
援援，，支持校方爭取前李惠利校舍南面地皮支持校方爭取前李惠利校舍南面地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