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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科目通過中期檢討建議 教界指中西史數學易切割

新高中研「半科制」
大學認受成關鍵

中大「鎖王」擁3項專利獲服務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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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首
輪「電子教科書市場開拓計劃」
（EMADS）的製成品即將面世，但有
見首輪計劃最終只有19份項目送審，又
未知會有多少份通過，其他未有參加計
劃的書商擬向教育局提出3大建議，包
括設立非EMADS書目表、設立過渡性
書目表，又或者設立電子教材參考書目
表，希望可參與其中，讓市場有多一個
選擇。不過，由參與EMADS開發商組
成的電子教科書協會則表示不認同有關
建議，認為教育局不應「搬龍門」遷就
計劃外的書商。

3折衷建議 保開發商公平
EMADS自推行至今屢現風波，先後

有開發商退出計劃，令原本30份項目銳
減至 20份，最終亦只有 19份趕及送
審，未知有多少份可以通過。除了科目
涵蓋不全外，也令個別科目在電子教科
書上只有 1 個選擇。有見情況「危
急」，有計劃外的書商亦希望可以參與
其中。
不過，考慮到要對參與EMADS的開
發商公平，計劃外的書商提出3個折衷
建議，一是將EMADS及非EMADS書
目表分開，讓公眾自己選擇；二是設立
過渡性的書目表，讓課本內容已經通過
的傳統書商，在有一定的電子書基礎下
參與計劃，至技術規格完全符合後才登
上「適用書目表」；三是設立電子參考
書的書目表，避免計劃內外的產品「同
台」。書商表示，有關建議是因為
EMADS情況並不樂觀，為了希望讓市
場可自由選擇，以及推動電子學習而提
出。

EMADS開發商促勿亂「開綠燈」
雖然計劃外的書商提出建議避免與

EMADS內的開發商「平起平坐」，但
本月成立、由EMADS開發商組成的電
子教科書協會，其副會長曾慧敏則不認
同有關建議，「我們不是不讓其他書商
加入適用書目表，但他們應該按照政府
原本的規定去做，當局不應隨便『開綠
燈』、『搬龍門』讓他們用其他渠道加
入」。
教育局發言人則表示，當局對有關議

題持開放態度，並會確保電子教科書市
場能健康而有秩序地發展。發言人又
指，該局最近已分別與EMADS開發機
構及傳統教科書出版商代表會面，聽取
各方的觀點，並會徵詢EMADS下的質
素評審和保證機制督導委員會的意見，
以落實切合學校、教師和學生需要的電
子教科書市場的發展方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洪鏘）對於嘉湖山莊商場的德
怡中英文幼稚園不獲續租引起爭議，大業主置富資產信託
主席趙國雄昨表示，雖然公司傾向續租予舊租客，但集團
需向股東交代，旗下物業租金不可與市場相差太遠，今次
新租戶承租的租金差距高於20%，故很難豁免。

澄清非長實子公司
趙國雄重申，明白事件對學生有影響，已向新辦學團體

要求優先取錄原校學生，將影響減至最低；不過世事難盡
如人意，家長或對辦學理念有不同追求，公司難以一一滿
足。早前有受影響家長到長江中心請願，他澄清，置富是
獨立公司，並非長實子公司；而他對事件對長江中心使用
者構成不便，感到歉意。

德怡事件大業主：
租金需向股東交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自資院校越來越重視與業
界的合作，裝備學生成為更切合社會需要的人才。就金融發
展局早前發表報告表示開展金融培訓課程試點計劃，與業界
保持緊密聯繫的恒生管理學院亦擬針對該校學生、現職從業
員或具大學三年級或以上程度人士為對象，推出有關金融規
管的學科單元。課程由具經驗的市場人士參與設計及講授，
學額為40名，預計在2015年9月開課。校內學生選修有關
單元學費全免，校外報讀人士學費暫定為6,800元。

恒管配合金發局推金融規管課程

學校復活節假期將至，教育版各版面將於明天（4月
17日）起休版，至4月25日復版。敬希垂注。

休版啟事

3年前，在毛毛雨中，廣東省連
山人民醫院外停泊了一架為白內障
患者做復明手術的「光明快車」。
巴士上有兩張手術台，其中一台，
站一名來自香港的醫學生，好奇
地觀察手術的各個步驟。手術只需
15分鐘，醫生會透過超聲乳化術或

囊外摘除術將白內障取出，然後把人工晶體放入眼球
內。

婆婆寧獨目 拒連累家人
連山人基本生活雖然沒有問題，但卻沒有能力負擔數

千元的白內障手術。一個婆婆下田時，泥沙傷及眼睛，
也拒絕求醫，因要醫好一隻眼睛，家人可能要去借錢及

用去所有積蓄，故她選擇靠一隻眼過活，都不要連累家
人。
有幸得到香港力行植林慈善基金會的安排，這位來自

香港的一年級醫學生，在5天的行程裡感受到連山人民
的生活點滴，獲益良多，但他開始反思，自己將來要以
什麽模式參與的義工服務？應該像今次一樣跟隨非牟利
組織的安排，奉獻時間和勞力？還是自行舉辦新的活
動，以發揮自己所長？

醫學生「取經」3年 建非牟利組織
3年後，經過不斷參與各種活動吸收經驗，這位醫學

生跟幾位志同道合的同學，組成了「憧現」這個非牟利
組織，希望直接幫助貧困地區兒童。經過近一年籌備和
透過「中國燭光教育基金」穿針引線，一個42人的學

生團隊在廣東省羅定市舉辦了12天的活動，包括中小
學生的啟發教育和展覽，老師急救常識課程和為600名
村民做普通的健康檢查。
6個月後，義工們又成功籌集了資金，替一間小學建

造水龍頭，鼓勵孩子洗手。最重要的是，這幾位醫學生
可以將自身的醫學知識用在村民身上，活學活用，而且
活動由頭到尾都是他們一手包辦。
「憧現」的活動每年都會繼續，這班醫學生又在思
考，下一步怎樣才能令活動更有意義？是否要成立一個
基金，才可以充分地達成目標？如果是，這又要幾多
年？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胡冠一
香港大學醫學院學生

「光明快車」啟發港生「憧現」助山區童

逢星期三見報

■圖為筆者參加「光明快車」義工活動的情況。
筆者供圖

新學制中期檢討，經過多個月來討論
及諮詢，終在本月10日正式經課程

發展議會通過4個科目的中期檢討建議。
教育局昨新公布最新安排，中國語文將加
入12篇指定文言文範文；中國文學將修訂
兩篇指定學習材料；企業、會計與財務概
論科（企會財）科目成績分開作獨立評級
及匯報；通識科的獨立專題探究將精簡評
分過程(見表)。

教評會憂問題複雜化
另當局表示，將進一步探討於部分科目
是否合適引入「半科」，並檢視文憑試的
「評級」制度。教育評議會副主席兼風采
中學校長曹啟樂指，「『半科』如何計
分，是否計0.5分呢？」，認為「半科」
的「地位」一天未確立；大學對「半科」
的認受性存疑，推行只會將問題複雜化，
也不會受學生和學校歡迎。至於哪些科目
合適發展「半科」，他認為仍有待探討。
香港中學校長會主席李雪英估計，當局

拋出「半科」的可能性，可能是為了擴闊
學生的知識面，但並非每科也適合實行，
她舉例指，通識內容寬廣，是帶動「文中
有理，理中有文」的科目，不宜推行「半
科」；反之歷史科有不同選修部分，重新
組織課程已有可能成「半科」。津中議會
主席林日豐亦表示，數學延伸部分(M1及
M2)獨立成科內容不足，有機會拆成「半
科」；企會財選修的「會計」部分，內容
量幾乎相等於一科，如拆開成為「半科」
則是矮化會計。

指5**無必要 列「尖中尖」無益
就檢視「評級」制度，目前文憑試以1

至5**七個等級，由低至高評定考生的表
現，曹啟樂及林日豐均認為，最高分的
5**並無必要。曹啟樂指，5*只有幾個百分
比的學生奪得，足以將尖子學生分類，毋
須額外再細分「尖子中的尖子」，令考生
學習壓力增加，競爭變得更激烈。他認
為，文憑試雖然是大學入學試，但非純粹

為大學「服務」，「如果5**級只為大學
收生便利，寧願大學多看學生面試表
現」。李雪英補充指，分級越仔細，學生
考試壓力越大，違背當初新高中希望為學
生帶來多元學習及其他經歷的理念。

課程發展議會：建議回應關注
課程發展議會主席楊綱凱表示，有關建

議實際回應了學校和教師的關注，將有助
優化高中課程及評估的實施，同時也體現
新學制促進學生學會學習及實現全人發展
的目標。
考評局主席陳仲尼指，學與教的成功有

賴課程及公開評核，新學制檢討讓教育界
就優化課程及評估架構提出不同策略，相
信文憑試定能對高中生的學習成果作更為
可靠及有效的評核。
上述4科高中課程及評估優化建議簡介會

將於5月至7月舉行。當局會為加強支援，
包括提供教學資源和材料，以及提供專業發
展課程，協助學校和教師推行中期檢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教育局昨向全港中學發出通

告，公布新學制中期檢討的首批改善措施，包括在中國語文科

重設12篇文言範文和精簡通識教育科獨立專題探究的呈分程序

等，當中提到未來會探討於部分科目引入如高考AS Level的

「半科制」及檢視文憑試的評級。有教育界人士認為，中西

史、數學延伸部分等，內容易於切割，可考慮推「半科」，但

大學是否認可才是關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電影中經常有「神
偷」不費吹灰之力即可解鎖並深入虎穴，原來現實中真
的有解鎖技術超群的「鎖王」，他就是中文大學物業管
理處屋宇設備組一級監工李從 。因開鎖知識淵博，令
他坐擁3項相關的專利，並獲國家科技部中國日用五金
行業委員會聘任為專家委員。在中大服務了25年的
他，已培訓出10名徒弟，為學校解決大大小小的開鎖
難題，日前校方向他頒發「長期服務獎」，予以表揚。

102長期員工 獲沈祖堯頒獎
中大日前舉行長期服務獎頒授典禮，由校長沈祖堯主
禮，表揚102名長期員工，其中88人及14人分別獲頒
25年長期服務獎及35年長期服務獎，而李從 是其中
一名得獎者。1988年他加入該校，負責機械及鐵器的
維修保養，當時中大根本無開鎖「專員」，他遂埋首研
究起來，更前後花掉數十萬元，在家自設工場。
經常與鎖為伍，李從 終發明與改良出「無敵鎖」、
「手動鎖匙坑紋」及「拉繩式」開鎖工具，並獲國家知
識產權局頒發專利，其中「無敵鎖」的發明更是世界通
用。
身為鎖業協會榮譽會長、國家科技部中國日用五金行
業委員會專家委員，李在2006年獲中大資助到美國鎖

匠協會作短期進修，並曾多次應邀到美國、馬來西亞、
台灣及內地鎖業協會舉行技術講座，可謂國際級的開鎖
大師。

推敲4組密碼 開高保安夾萬
李從 分享指，最難忘的是在1年多前，成功協助校

方開啟一個已離職高層用過的高保安擰盤式夾萬。運用
估算方法，在夾萬絲毫無損的情況下推敲出4組密碼，
「開鎖是我的興趣，上班似娛樂，很開心！」由於中大
擁有逾160座教研大樓、宿舍等建築物，每層樓均有逾
百門鎖、櫃鎖等，不時均要用上開鎖技術，故李已將開
鎖技術傳授予10名木工組及機械組的徒弟，培訓接班
人，讓開鎖技術在中大發揚光大。

馬麗莊深義診 助心病青少年
同樣在中大任職25年的社工系系主任馬麗莊，亦以

另一門專業知識服務社會。除了專注教學及研究，馬自
2003年開始，經常到深圳南山醫院的深港家庭治療中
心免費接見受心理健康問題困擾的青少年及其家人。她
最難忘的，是見證一名患厭食症的中學女生，在其協
助下體重逐漸上升；在會面期間，對方更主動表演魔
術，反映她已展開人生新一頁，令她深感鼓舞。

■李從 （左）及馬麗莊獲中大頒發2013年度
「25年長期服務獎」。 鄭伊莎 攝

2015/2016學年
中文科指定範文

唐詩三首：月下獨酌、登樓、
山居秋暝

宋詞三首：念奴嬌、青玉案、
聲聲慢

《出師表》
《論仁、論孝、論君子》
《六國論》
《廉頗藺相如列傳》
《魚我所欲也》
《師說》
《始得西山宴遊記》
《岳陽樓記》
《勸學》(節錄)
《逍遙遊》(節錄)

資料來源：教育局
製表：馮晉研

■中國語文科課程重設指定文言經典學習材料12篇，將於2018年文憑試生
效。圖為公開考試情況。 資料圖片

中國語文
1.課程加入12篇指定文言經典學習材料
2.卷一設計相應調節，包括考時增至90
分鐘；範文佔分全卷30%
落實時間：2015/2016學年的中四；
2018年文憑試生效
中國文學
1.修訂兩篇指定學習材料，包括節選
《齊桓晉文之事章》及以《日出》取替
《西施》
2.探討精簡校本評核的可行性
3.再考慮校本評核的實施時間
落實時間：2015/2016學年的中四；
2018年文憑試生效
通識教育科的獨立專題探究
1.採用具規範的探究方法及提供清晰

指引
2.精簡評分，包括要求考生只呈交一份
報告定稿作評核，取消提交「過程」分
數
3.修訂2014/2015學年中四獨立專題探
究評核大綱
落實時間：2014/2015學年中四；2018
年文憑試生效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1.應考不同選修單元的考生科目成績分
開作獨立評級及匯報，並跟進實施情況
2.課程發展處和考評局開展發展個別科
目的基礎工作
落實時間：2014/2015學年中六；2015
年文憑試生效
資料來源：教育局 製表：馮晉研

新學制中期檢討首批建議

■曹啟樂：
大學對「半
科」的認授
性存疑，
推行只會
將問題複
雜化。
資料圖片

■李雪英：
引入「半
科」可能
為了擴闊
學生的知
識面。
資料圖片

■林日豐：
文憑試最
高分的5**
將學生表
現「 尖 子
化」，增加
學 生 壓
力。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