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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界婦女慶「三八」
趙東花梁唐青儀殷曉靜佟曉玲溫蘭子梁愛詩張建宗譚贛蘭主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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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文
華）香港河源社團總會日前假旺
角彌敦道金御海鮮酒家舉行乙未
年新春聯歡晚會。該會主席吳惠
權透露，為更好地開展各項會務
工作，計劃於今年自置會所，現
已籌得660多萬資金，還將繼續
籌集。展望新的一年，他冀同仁
更加團結進取，為維護香港繁榮
穩定貢獻力量。

吳惠權：發動親友登記選民
吳惠權在會上呼籲有志服務街

坊社區的人士踴躍報名參與今年的
區議會選舉，大家更要發動親友登
記做選民，積極參加今年的區議會
選舉、明年的立法會選舉，並順利
實現2017年一人一票選特首。
他並回顧了該會過去一年會務

情況。去年，該會積極響應「保
普選．反佔中」行動，參與「8
．17」和平普選大遊行，參與支
持「維護法治」簽名行動，開展
政改座談會，出席香港工商界政
治發展諮詢論壇，支持特區政府
政改報告，堅決支持依照香港基
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8．

31」決定的框架下，落實2017年「一人一
票」選特首，為維護香港社會的繁榮穩定做
出積極貢獻。
聯歡宴上，各首長向大家送上新春祝

福，並派發新年利是。當晚歡歌笑語，場面
熱鬧，其樂融融。出席活動的還包括該會執
行主席何志強，常務副主席鄔潤輝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邵萬寬）香港廣
東社團總會新界東地區委員會乙未年新春
酒會日前假沙田明星海鮮坊舉行。中聯辦
新界工作部部長劉林、廣東省委統戰部副
部長李煥春、特區民政事務總署助理署長
傳霞敏等蒞臨主禮。香港廣東社團總會主
席陳永棋、新界東地區委員會主席梁亮
勝、眾會員會董及各界友好數百人濟濟一
堂，共賀新春。

陳永棋：普選是民主政制大飛躍
陳永棋指，2014年香港發生令人痛心的

違法「佔中」，不但將香港和諧的環境撕
裂，造成港人兩極分化和對立，還影響了

香港的經濟、民生和香港的國際形象，祈
望新的一年香港各界能攜手構建和諧美好
的社會。
他表示，該會將一如既往團結鄉親、支

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維護香港繁榮穩
定。他指出，2017年實現普選特首，是香
港民主政制的大飛躍，是本港社會的主流
民意。他強烈呼籲對香港有愛心的立法會
議員聆聽民意，投票通過政改方案，實現
2017年一人一票普選特區行政長官。

梁亮勝：打造團結粵籍鄉親大平台
梁亮勝致辭指，2015年的春天是一個重

要的節點，中央政府強調「以法治國」，
國家處於脫胎換骨邁向「十三．五」規劃
的關鍵時刻，也是香港新一輪選舉年的開
端，香港將會進行區議會選舉、立法會選

舉和2017年特首選舉，香港的民主政制正
在逐步展開。
他說，在民主政制逐步發展的背景下，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設立五區辦事處，將該
會工作重心向地區滲透，服務基層市民，
目的為香港的和諧團結作貢獻。新界東地
區委員會將積極做好團結、聯絡、溝通的
工作，開展不同形式的聯誼活動，致力打
造團結新界東各基層粵籍鄉親的大平台，
同時協助鄉親做好選民登記工作。
劉林表示，新界東地區委員會的成立彰

顯了總會眾首長的十足熱誠、擔當去服務
基層市民，凝聚團結愛國愛港力量。他感
謝廣東社團總會積極服務社會基層，促進
社區和諧和對新界工作部工作的支持。他
希望總會的工作在地區委員會的支持下，
開展各項工作更加順利。

周莉莉：抒熱愛家國情懷
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周莉莉致辭指香港工商界婦女紀念「三
八」國際婦女節籌備委員會已組成超過半世紀，每年以不同主題
籌組各類型活動，包括電影欣賞會、話劇、時裝表演和歌舞演出
等，讓工商界婦女各展所長，也充分表現出婦女熱愛生活、熱愛
家國的情懷。
她續說，香港工商界婦女多年來一直關注社會事務，支持推動

香港民主政治向前邁進，維護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8．

31」決定的原則，衷心希望各界能以理性務實的態度討論和推動
落實政改方案，攜手實現2017年一人一票普選行政長官的目標，
為香港政治發展譜寫光輝的一頁，也為香港長遠經濟發展、營造
和諧社會環境作貢獻。

廖勳金萍莊學山等出席
出席晚宴的賓主還包括中聯辦協調部副部長廖勳、經濟部副部

長金萍，中華總商會副會長莊學山，大會籌備委員會顧問及副主
任委員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文華）香

港工商界婦女紀念「三八」國際婦女

節聯歡宴日前假灣仔會展中心舉行。

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副主席、書記處

書記趙東花，特區行政長官夫人梁唐

青儀，中聯辦副主任殷曉靜，外交部

駐港副特派員佟曉玲，廣東省政協副

主席溫蘭子，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基

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勞工及福

利局局長張建宗，勞工及福利局常任

秘書長譚贛蘭應邀主禮。當晚廣邀全

國婦聯，廣東、上海、福建、江西省

婦聯，廣州、深圳、中山、佛山市婦

聯代表，以及外國駐港總領事夫人出

席同慶。香港工商界婦女以精彩的

「祝福香港」歌舞表演，與來賓共賀

佳節。

廣東社總新東委會慶新春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新界東地區委員會乙未年新春酒會，賓主合影。 邵萬寬 攝

■香港工商界婦女舉行紀念「三八」國際婦女節聯歡宴會，賓主合影。 劉國權 攝

本疊內容：文匯教育 社團新聞 台海新聞 神州大地 南粵來風 國際新聞 副刊 娛樂新聞 體育新聞

閱讀卷淺白 寫作卷生活化 別字少易得分
考生讚「死亡之卷」放下屠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穎宜）第四屆

文憑試昨日開鑼，頭炮是「死亡之卷」中

國語文科，今屆報考該科的日校考生超過

6.1萬人，自修生約7,600人，整體較去年

少近6,000人。不少學生應考後均指閱讀

能力考卷的試題較去年淺白，文言文亦不

難理解；寫作部分的題目生活化，有發揮

空間。有中文老師亦表示，今年題目直

接，是歷屆中最容易，預計合格率會有所

上升，但亦因試題淺易，考生之間難分高

下，無錯別字的考生將被看高一線。

東華學院革新 加價4%增4課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穎宜）自資院校東華學

院宣布今年9月各個課程將會加價3%至4%，而
現有的副學士課程會逐步取消，由高級文憑取
代，學費將會有10%的跌幅。至於2016—2017年
度，該校將開辦4個新課程，包括英語及傳播學
士學位、幼兒教育學士學位、食物安全及營養學
學士學位及心理學高級文憑課程，預計每年合共
招收約200人。

5部門重組變4學院
校長呂汝漢昨聯同校長資深顧問馮玉娟及協理

副校長（學術發展）高文宇與傳媒見面，介紹該
校最新發展。上任3個多月的呂汝漢提到未來
「內外並重」的發展大計，他指學院正進行教學

部門重組及課程大革新，學校將於2015至2016學
年把5個教學部門重組為4個學院，分別為人文學
院、商學院、醫療及健康科學學院及護理學院，
有關計劃已獲得校務委員會通過和支持。他相信
新架構能擴展學術範疇，更有效配合學院的發
展。
開辦新課程也是該校的發展大綱之一，校方會

利用3年至5年的時間籌備及推行各項的新課程，
包括於2016至2017年度開辦三個學士及一個高級
文憑課程，包括英語及傳播學士學位、幼兒教育
學士學位、食物安全及營養學學士學位及心理學
高級文憑課程，預計每年合共招收約200人。呂
汝漢認為上述課程都是社會有需求的行業，課程
有吸引力。

高級文憑逐步取代副學士課程
呂汝漢透露，東華學院未來會逐步取消現有的

副學士課程，包括社會科學、商學及健康科學，
預計2017學年全部副學士課程就會由高級文憑
取代。呂汝漢指出高級文憑的六成課程以專業知
識為主，較副學士更能讓學生獲得專業知識。
至於學費，呂汝漢表示今年9月各個課程都會

加價3%至4%，相信學生能負擔，亦符合通脹的
比例，校方會推行「學費鎖定」機制，讓學生能
負擔劃一的學費。至於日後全面取締副學士的高
級文憑課程，呂汝漢就預計其學費將會有10%的
跌幅。
被問及申請成為私立大學的時間表，呂汝漢坦

言程序繁複，不是一時三刻可以做到，但仍期望
利用10年時間裝備好學校，以合乎成為私立大學
的條件。

四大核心科目的中國語文科，一直被視為
「死亡之卷」，因其合格率一直偏低，

無法過關者，難望考入本地大學。去年該科考
獲3級或以上、即合格率水平者僅51.8%。其
中昨日開考的卷一、即閱讀能力佔全科20%。
該卷今年有兩篇白話文，共佔53分；一篇文
言文，佔 33 分。文章包括林語堂的《論
趣》、賈平凹的《觀沙礫記》及宋濂的《杜環
小傳》（節錄）。
卷二的寫作考卷，設題比去年更見生活化，
考生更易掌握及發揮，題目包括「以沒有手提
電話的一天為題，續寫日記」、選答「夢想看

似不切實際，其實很有意義」或「夢想看似很
有意義，其實不切實際」其中一題，以及評價
「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這句說話。

考生：文言文出題正路
提早15分鐘完成寫作卷的楊同學表示，覺
得上述兩份試卷較歷屆考卷淺易，文言文篇章
出題「相當正路」，他在寫作卷選答了「夢
想」一題，指作答時已避免提及具爭議性話
題。另一名考生冼同學亦指，試卷比去年容
易，「文言文篇幅比去年長，但不算難。」他
事前無特別為文言文而作準備，為免自己選題

三心兩意，故答畢即離場，沒有久留。對於寫
作能力考卷，他亦充滿信心，選題「沒有手提
電話的一天」，主要以日記形式記敘自己的看
法。
羅同學試前較擔心寫作卷的表現，最後揀選

了「手提電話」一題作答，內容主要講述個人
經驗，預計可考取三或四級成績。

教師：少陷阱不易離題
蘇浙公學中文科科主任陳匡正認為，今年上

述兩卷都比往年容易，「題型直接，很少陷阱
及轉彎抹角的地方。」她相信今年全港中文科

合格率不用「包尾」，「合格率會有所提升，
有望超越英文科。」
對於閱讀能力考卷，篇章由二變三，但內

容較短，提問不會如單一篇章般深入，實為
「表面加其實減」。對於一向考生最懼怕的
文言文部分，她認為今年以人物作擬題範
本，用字相對淺白，「對考生來說，算是一
劑強心針。」
寫作卷方面，陳匡正則認為設題生活化，考

生容易掌握。她指出過往不少考生因題目較深
奧空泛而出現離題的錯失，今年題目主要由學
生日常生活經驗出發，估計不易離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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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匡正認為今年的卷一卷二都比陳匡正認為今年的卷一卷二都比
往年容易往年容易，，題目直接題目直接，，較少陷阱較少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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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之卷」卷一卷二題目
卷一（閱讀）佔全科總分20%
較去年增多一篇白話文，文章總數由兩篇增至三篇
（二白一文）
白話文篇章是林語堂的《論趣》和賈平凹的《觀沙礫
記》（共佔53分）
文言文篇章是宋濂的《杜環小傳》（節錄）（共佔33分）
卷二（寫作）佔全科總分20%
試題一：「以沒有手提電話的一天為題，續寫日記」
試題二：選答「夢想看似不切實際，其實很有意義」
或「夢想看似很有意義，其實不切實際」其中一題
試題三：評價「獨學而沒友，則孤陋而寡聞」這句說
話的看法

資料來源：文憑試中文科試卷
製表：李穎宜 ■今屆報考中國語文科的整體人數，較去年減少近6千人。 劉國權 攝

■呂汝漢（左二）、馮玉娟（右一）以及高文宇（左一）昨日出席傳媒新春
茶敘，分享學院的未來大計及最新發展。 李穎宜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