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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倍增160人爭63學額 有學生暫獲劍橋取錄

IB課程重思考
男拔越開越搶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穎宜）國際預科文憑課程(IB)

近年愈來愈受歡迎，傳統名校拔萃男書院自2010年開辦

IB，當時只有80人申請，但至去年已有160人爭奪63個

名額，新學年學額不變，學費將作調整，詳情稍後公布。

該校有IB學生因為論文等內部評估方面表現突出，雖然

今年5月才應考IB，但已獲得劍橋、華威及科大等4間名

校有條件取錄。

「學券留位」見效 三成幼園K1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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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錄詩人廖偉棠40篇優秀散文：有懷念一

代巨星張國榮、梅艷芳的風采，有對作家三

毛、商禽等的深切悼念，還有初為人父的無限喜悅；他又以細膩的

文字，帶領讀者雲遊四方。廖偉棠是得獎最多的香港作家之一，本書亦收進他多篇獲獎作品。他現

為自由作家、攝影師。曾獲香港文學獎雙年獎，香港藝術發展獎2012年度最佳藝術家（文學）。

《有情枝》

我最喜歡的篇章是
《貪睡的拉布拉多》，
因為這個篇章所教的羊
毛氈小狗拉布拉多十分

可愛，它是一隻黃色戴着一條藍色三角圍巾的小
狗，製成品有手掌的大小，雖然不易製作，但它是
所有動物玩偶中我最喜歡的。

讀完本書後，我學會戳羊毛氈的方法和分辨羊毛
的種類。我一直以為羊毛只有一種，但透過這本
書，認識到原來羊毛還可分為捲毛、自然和閃亮的
品質；也學會如何分辨真假羊毛和優劣
羊毛，這點非常重要，因為會影響到製
成品的質量。本書讓我完全認識了羊毛
氈這種手工藝。

事實上，剛開始時，我對羊毛氈手工並不認
識，看過本書後便完全明白了羊毛氈玩偶的製
作一點也不難。本書的好處是列出所有所需工

具，又從最基本開始教導讀者，
每種動物玩偶的製作步驟都清楚
地列出，而且附有圖片，讓讀者
做起來更容易。

中華書局總編輯李占領點評：好羨慕同學有一
對巧手！天使與魔鬼都在細節中，細如戳羊毛氈
的羊毛，亦有真假與種類之分，若混淆了，即使
再努力也難成佳作。能如此注重細節的你，除了
巧手，看來心思也相當靈敏！

學生：蔡婷婷
學校：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中學一雙巧手 《戳戳羊毛氈！巴掌大動物玩偶輕鬆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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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精選書籍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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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拔萃男書院昨日舉行記者會，講述來年IB課程的發展。該校國際文憑統
籌主任胡家麟指出男拔學生於10年級(grade10)時，可選讀IB銜接課

程，積極培養學生的邏輯與批判思考。同學須修讀九科，包括語文及科學
等範疇，其後兩年的IB課程，則有六大範疇的科目需要修讀。課程開辦至
今，若以45分為滿分，三批IB畢業生平均成績為39分，屬於相當不錯的水
平，當中二人考獲滿分的佳績。

上調學費待校方審批
據了解，現時IB銜接課程學費為每年40,300元，兩年的正式IB課程每年

70,900元。胡家麟透露，該校將會上調學費，但現階段仍等待校方審批。
他指明白部分家長有財政壓力，故學校設有學費減免計劃，且有不限名額
的獎學金，以鼓勵成績優異的學生。新學年IB學額63個，外校生約佔
10%，學生須通過筆試，包括中文、英文，而外校生要額外考核數學。
現時就讀12年級(grade12)的楊易霖將於今年5月應考IB，但暫已得到幾
間英國及本地頂尖大學的有條件取錄，包括劍橋大學、倫敦大學學院
（UCL）、華威大學、香港科技大學的有條件取錄。不過，各校開出的條
件頗高，要求他IB考獲43分。

內容彈性高 四千字論文可突圍
楊易霖分享了他遠赴英國劍橋大學面試的經歷，「面試過程連自我介紹
也沒有，反而只是與教授傾談，分享自己愛看的書。」他認為劍橋面試重
視學生的思考過程，而這可透過IB課程培養得到。
楊笑言自己討厭背書，而IB課程講求分析能力，這種學習方式更適合
他，但初期要修讀九科、又要面對各類內部評核，他坦言十分吃力，「不
過，只要努力學習，就能逐步適應，所以這絕對是正確的選擇。」他又
指，IB課程彈性較高，令他有機會於四千字的畢業論文中，以學術角度研
究話劇的發展，「這是很特別的體驗」。
至於剛開始修讀銜接課程的趙敬鏗表示，自己仍處於適應期，但認為IB

課程講求全人發展，能建立出正面的學習態度。另11年級(grade11)的岡本
林一則大讚IB課程能擴闊國際視野，有更多時間發掘有興趣的科目，從中
得到更多元化的發展。
拔萃男書院將於本月28日上午10時至12時舉行入學講座，有興趣者可到

http://www.dbs.edu.hk/預先登記留座。交表日期由2月28日至3月20日，
表格可從學校網站下載或親自到校索取。

「IB課程是否適合我的子
女？」、「如何準備才能順利
入讀IB課程？」、「有沒有特
別的入學條件？」拔萃男書院

國際文憑統籌主任胡家麟經常被家長考問有
關問題。他強調，IB課程有別於傳統的考試
模式，特別講求學生的興趣及自發性，家長
亦不要以為憑IB成績就較易升讀大學，而每
年都有一兩名IB學生因適應課程而要重讀甚
至離校。
對於收生標準，胡家麟認為「學生需要有

多元的發展、優異的學術成績。」他亦特別
提到學生需具備「十大潛質」，包括好學、
對事物充滿好奇心、具備知識型思考、良好
的溝通能力、做事有原則、具備開放式思
考、關心身邊的事物、有冒險精神、有全方

位學習的能力及有反思能力。
雖然每年申請修讀IB的學生人數逐年上

升，但胡家麟亦坦言，每年都有一兩名學
生因適應不到課程而要重讀甚至離校，
「幸好男拔會為每個修讀IB的學生安排個
人導師，為學生解決學術上或生活上的問
題。」

報讀前需了解教學內容
最後，有見不少家長對IB課程仍存有不同

的疑問，胡家麟表示，男拔每年均會舉辦入
學講座，透過學生親身分享及校方講解，為
家長及同學釋疑，「我們鼓勵家長在下決
定前，先要完全明白 IB的內容與教學模
式，要清楚了解內容是否真正適合孩
子。」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穎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教育局於2015/2016學年在
全港非牟利幼稚園推行「學券留位」措施，成功用學券註冊
學位的幼童等同放棄其他學位，以解決一人霸佔多位的問
題，並騰出剩餘學額。教育局昨日公布K1幼兒班空缺資料，
在參與「學券留位」措施的全港700多所幼稚園中，近三成
學校表示仍有學位，其餘則學額已滿或正在處理候補名單。
有北區學校指，今年收生仍緊張，有教育界人士則指一人一
位措施見效，大部分學童已經有學位，不再徬徨。

北區3幼園仍有空缺
教育局昨於網上公布2015/16全港幼稚園K1幼兒班空缺資
料，供尚未有學位的幼童家長可作參考。截至本月6日，全
港共有737所幼稚園配合政府推行的「學券留位」措施，當
中部分是非學券的幼稚園，其中有205所學校早前向當局提
供資料指有剩餘學位，佔27.8%(見表)。
尚餘少量學額的地區，包括甚受「雙非」學童歡迎、學位

競爭一向激烈的北區，該區44所幼稚園中，有3校表示尚有
學位，包括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上水幼稚園和基督教粉嶺神召
會恩光幼稚園，另一所則為非學券的幼稚園。另外有8所學
校指，正處理候補名單的學生，其餘則指沒有學位。鄰近邊
境的大埔、元朗和屯門分別有1所、11所和10所學校表示有
學位。

剩餘學額數量未公布
不過，網站未有公布學校剩餘的學額數量，教育局發言人
表示，由於幼稚園空缺情況會與時轉變，家長如有需要，應

直接聯絡有關幼稚園，最新的空缺資訊以幼稚園的資料為
準。
位於北區的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上水幼稚園主任黃小姐表

示，學校除了吸納北區學生外，亦有來自大埔和粉嶺的學生
報讀，指今年收生仍然緊張，現時只剩餘個位數量的學位。
為照顧本區家長的需要，學校收生採用就近入學原則，故要
求申請人提交住址證明文件核實住址。
大埔及北區幼兒教育校長會主席郭楚翹指，北區和大埔區

空缺較少屬正常。她認為早前派發報讀申請表和延長提交表
格時間，已大大減低家長排隊的機會，而由於家長統一註冊
留位，學位已塵埃落定，不再徬徨，反映「學券留位」的措
施有效。不過，她又指，有會員學校反映，仍然有部分家長
為幼兒報讀多所幼稚園並獲多所學校取錄，結果在選定一所
學校後，被家長放棄學位的學校因需處理候補工作，工作量
因而增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伊莎）近年大學宿位供不應
求的情況愈趨嚴重，令不少院校要四出覓地。政府產
業署昨日就公布，香港大學出價9.01億元，競得整批
位於九龍郝德傑道8號至10號，合共46個單位及46個
車位。香港大學昨日亦證實了有關競投，相信有關單
位可有助紓緩大學住宿供應短缺的問題。有關項目去
年12月5日開始招標，並於上月16日截標，政府共收
到4份標書，所有投標者及現有租戶已獲書面通知投
標結果。

傑出教授廖淦標崇基講氣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為了促進全球學術及

文化交流，擴闊師生視野及知識領域，中文大學崇基
學院於1982年創辦「黃林秀蓮訪問學人計劃」，每年
均邀請知名學人到訪。今年學院邀得美國路易斯安那
州立大學海洋及海岸科學系George William Barineau
III傑出教授廖淦標出任「2014/15年度黃林秀蓮訪問
學人」。
廖淦標為國際知名的地理及古生態學家，專注研究

生物地理、第四紀古生態及古氣候學，並在多個科研
領域上，有不少豐碩成果，包括曾於國際知名的科學
期刊刊登逾百篇研究論文，因研究影響深遠，備受國
際重視。
他會於本月4日至15日訪問崇基學院，作公開演講

及出席崇基師生聚會，包括周年教育研討會、周會演
講、校園生活午餐會演講及吐露夜話等。其中，他將
於本周六（14日）上午10時至下午1時，在中大崇基
學院康本國際學術園三號演講廳，以「氣候變化與颱
風災害：過去、現在及未來」為題，與署理天文台台
長鄭楚明、世界綠色組織行政總裁余遠騁等演講嘉賓
探討氣候議題。有興趣人士可瀏覽網頁：http://www.
cuhk.edu.hk/ccc/edu-conference/ 了解詳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本港空氣
污染情況備受關注，推動了科研界更着力優
化監測空氣質素的技術。城市大學能源及環
境學院助理教授寧治與研究團隊，最近成功
研發出新一代小型空氣感應系統，成本只是
傳統大型監測設備的二十分之一，且體積更
加輕巧、便於攜帶，並適合於不同環境下安
裝使用，其功能和實際運作的效度可媲美傳
統監測設備。新系統將於今年3月、4月起放
置在北區，以監測空氣質素，補足政府現有
監測設備未能覆蓋的地方。

數據Wi-Fi傳送
城大研究團隊設計出小型電子線路和感應

平台，藉此整合及製成反應快速的高解像度
小型空氣感應系統。系統體型小巧，尺寸僅
闊30厘米、高30厘米、深22厘米，重10公
斤，可量度一氧化氮、二氧化氮、一氧化
碳、二氧化碳、臭氧、懸浮粒子等空氣污染
物的濃度，繼而儲存實時數據。
有關數據可自動經無線手機網絡、Wi-Fi、

藍牙、Xbee等多種無線制式，遙距傳送至用
家，以監控及分析空氣質素。
負責研究的寧治表示，新系統可使用電池
操作，方便攜帶，更可設置於傳統大型監管
系統難以覆蓋的地方，輔助政府現有的空氣
監測網絡，「新發明為空氣質素的監測開闢
出新的領域，使學校、辦公大樓、家居等地
點和社區都可以設置監測系統。」

另外，其研究團隊亦研發出一種新標準，可根據感
應器採集的原始數據，自動轉換為本港現時採用的
「空氣質素健康指數」。

渣馬比賽率先用
新系統在上月舉行的渣打香港馬拉松比賽已率先應

用，當中5部感應器設置在長跑賽程各處地點，為參
賽跑手、主辦單位及公眾人士實時報告空氣質素健康
指數，表現十分理想。研究的部分經費獲環境保護
署、創新及科技基金資助。
寧治指出，團隊將繼續優化及擴充系統的功能，令

其發揮更佳效能。他相信，系統未來可廣泛應用於各
地城市，協助研究空氣污染問題，若可配合空氣質素
管理，將有助制定環境政策。

全港幼園K1幼兒班空缺
地區 參與「學券留位」校 尚餘學額校
黃大仙 46 20
九龍城 41 8
深水埗 38 8
油尖旺 29 2
觀塘 66 24
屯門 56 10
荃灣 31 6
西貢 41 17
元朗 66 11
大埔 29 1
北區 44 3
沙田 58 18
葵青 57 19
中西區 24 7
灣仔區 13 4
東區 58 28
南區 18 8
離島 22 11
全港 737 205
*註：上述數字截至2月6日

資料來源：教育局

製表人：記者 馮晉研

IB生需「十大潛質」

■男拔開辦IB課程去年已有160人爭63學額，可見其受歡迎程度。國際文憑統籌主任胡家
麟(前排左)、岡本林一(前排右)、趙敬鏗(後排左)以及楊易霖(後排右)合照。 李穎宜 攝

■寧治（前排左二）及其團隊研發新一代小型空氣感
應系統。 城大供圖

■參與「學
券留位」的
700 多所幼
稚園中，近
三成表示仍
有學位。圖
為幼稚園統
一註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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