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德學院昨日邀請兩名中文
科主任蒲葦及洪秋燕分享

應試心得，逾二百人出席「取
經」。
蒲葦表示，對於作文卷，學生
愛「死背書」不知變通，部分人
不理會面對哪類題型，均堅持用
景物描寫作為文章開頭，「根本
無考慮過是否合用。」有些學生
則把「人浮於事」視為「萬用金
句」，愛將之放在文章開頭，也
是作文大忌；也有粗心大意的學
生，將「哪種動物最能代表
我？」當成「我喜歡的動物」作
答，結果因離題被扣分，「同學
必須看清題目每個關鍵字」，而
只懂拋出「金句」並無作用，最
重要是清晰演繹到推論過程，並與論點相呼應才算
上品。
此外，他又提到「立意構思」是作文卷另一關

鍵，構思造作、老套或刻意製造矛盾亦無妨，有時反
而更能帶出效果，「例如在公園，你見到有人推着嬰
兒車，另一邊廂輪椅坐着老人，從中可以領悟到生命
循環」，蒲葦坦言，以上例子雖然老掉牙，但能從平
凡生活片段帶出高深立意，可令文章格調昇華。
蒲葦特別提醒考生，作文卷不可失手，「因為作
文平均只要得47分至54分已是3級，成績好的同學
可達80分；弱的同學或只得30分，相差逾50分」。
作文高低分數差距可以很大，加上其他各卷一般給分
會較「手緊」，一旦作文失手，基本上很難在其他考
卷追回分數。

閱讀卷宜先應付文言文題目
至於得分普遍較低的閱讀卷，蒲葦指考生一般只
會取得三分一分數，每一分都很寶貴。對於有學生猶
豫要先答文言文還是白話文題目，蒲葦建議考生先應
付文言文。「文言文近年愈出愈淺，字詞解釋佔足
10分，能力中上的同學有把握拿好分數。」作答閱
讀卷時要謹記時刻扣題，多運用相對應的關鍵字眼，
以提醒考官「沒有離題」。
今年新設的新卷三「 聆聽及綜合能力考核」，分

甲乙兩部分。洪秋燕指，兩者前後資料不會重覆，考
生可專注先做甲部分，「作答前大約有3分鐘預備時
間，考生宜看清問題重要字眼，如發現有題目要求綜
合整段錄音，就要提高意識，避免聽漏。」

「聆聽」乙部應從學習生涯找素材
至於乙部分佔80%分數，是「兵家必爭之地」，

洪秋燕強調，乙部分無資料供學生抄寫，必須自己構
思，但出題一般都是真實生活經驗，學生應從學習生
涯中找出有用素材作為答題點子，作答時亦宜加入中
國文化元素，「例如問題若提及派飯服務弱勢社群，
活動除了有助理解何謂貧富懸殊外，亦可透過服務延
伸至惻隱情懷」，這種惻隱之心正正跟中國文化息息
相關。

口語個人發言一分鐘「用到盡」
至於口語考卷，分個人發言及小組發言，洪秋燕
認為，個人發言一分鐘時間宜盡量用盡，爭取機會表
現自己，內容盡量精簡，避免重複其他考生論點。她
又特別提到，「德蘭修女」、「李嘉誠」等罐頭例子
早已用爛，可免則免。至於小組發言部分則屬於協
作，應細心聆聽各考生發言，切忌自說自話，如發現
有人離題，應協助對方返回焦點，避免到頭來全組考
生均受牽連而影響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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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放津貼逾十載
教局向學校追數

懶理題型開首即寫「人浮於事」粗心審題易答非所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中學文憑試考期將至，中文卷素有「死亡之卷」稱號，

有資深中文科教師分享備戰心得時表示，很多考生愛「死背書」，作文濫用範文，例如

把「人浮於事」看成「萬用金句」，胡亂用作文章開首；亦有人審題不慎，把「哪種動

物最能代表我？」當成「我喜歡的動物」，成績自然慘不忍睹。專家提醒考生，作文卷

分數「上落」極大，絕對會影響整科評級，考生宜小心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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濫用金句死背書
DSE生中作隨時「慘死」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歐陽文倩） 錯誤發放的津貼，
應該責任誰屬？有學校過去十多年錯誤向助理教席
（AM）和高級助理教席（SAM）發放署任較高職級的
津貼，而教育局的有關機制原來毋須事先審批，近日才
發現學校的評估或安排有誤，遂向學校追討有關津貼。
有教師因此受影響，被追討十多年前的津貼，金額最高
達10萬元。據了解，事件交由申訴專員公署調查，公署
將邀約教育局商討解決方法。
學校偶爾會出現較高職級的職位空缺，要安排校內教

師署任，由於工作內容「升級」，校方會發放「署任津
貼」，讓教師的薪酬與工作內容相符。不過，原來有關
津貼並不涵蓋助理教席和高級助理教席，但也有個別學
校不清楚當中的安排，再加上有關津貼毋須事先審批，
故學校向教育局提交申請後就可取得，最終出現了個別
學校錯發津貼的情況。教育局於2013年引入電腦系統時
才發現問題，遂向學校追討有關津貼，而學校則轉向有
關教師追討款項。

近二十教師求助涉款約五十萬
教協表示，自去年9月至今，共接到近二十名教師的

有關求助，涉款合計約五十萬元，不少個案的津貼錯發
時間已達10年之久，部分涉事教師更已退休。教協認
為，由於《資助則例》並無說明助理教席和高級助理教
席署任津貼安排，而教育局批出署任津貼申請前並無作
出仔細審核，故局方亦有責任，認為這是「嚴重行政失
當」，要求局方立即與受影響的學校及教師商討解決方
法。該會已去信申訴專員公署，要求調查事件，並研究
協助有關教師將事件交到勞資審裁處仲裁。
教育局回覆表示，資助學校作為教職員僱主，需依據

相關規定發放署任津貼，毋須局方事先審批；如學校的
安排或評估有誤，一經發現，局方定必要求法團校董會
或校董會澄清和糾正。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高鈺） 香港大學將與另
外9間國際知名的大學和科研機構合作，參與由
歐洲委員會資助的「分子和生物力學對結締組織
疾病的相互作用研究」（「RUBICON」），是
大中華地區唯一獲邀參與的大學。港大李嘉誠醫
學院生物醫學學院陳振勝教授透過視像電話參與
了上月28日在意大利羅馬舉行的「RUBICON」
項目計劃揭幕儀式，他相信港大加入其中，可加
強香港骨骼和結締組織強度的研究工作。
「RUBICON」計劃是歐盟「Horizon 2020」
下設的創新人員交流網絡，由意大利拉奎拉大學

統籌。計劃將匯集不同領域的專家相互交流各自
的研究領域，包括細胞和分子生物學、生物化
學、遺傳學和臨床科學。每一間國際合作夥伴的
角色是提供跨越國界的培訓機會予年輕的研究人
員，他們將有機會輪流到不同合作夥伴的國家和
地區參與跨學科的培訓。
計劃共有10間國際知名的大學和科研機構參

與，除了香港大學外，尚包括：意大利的拉奎拉
大學、英國紐卡素大學、英國曼徹斯特大學、丹
麥哥本哈根大學、荷蘭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學、
南非開普敦大學、美國西奈山伊坎醫學院、印度

欽奈安那大學、澳洲默多克兒童研究所。
港大李嘉誠醫學院生物醫學學院陳振勝教授

表示，「Rubicon是意大利一條河流的名字，亦
指凱撒大帝破釜沉舟的決心。」他指港大參與
「RUBICON」可加強香港研究人員對治療肌肉
骨骼疾病的認識，也提供發展空間和機會。肌
肉骨骼疾病是全球關注的疾病之一，特別在人
口老化的香港更為息息相關。據了解，港大李
嘉誠醫學院生物化學系講座教授謝賞恩將負責
「基因變異影響個人退化性骨骼疾病的風險分
析」研究。

■■陳振勝陳振勝((右二右二))帶領的年輕研究人員很期待能帶領的年輕研究人員很期待能
參與參與「「RUBICONRUBICON」。」。港大李嘉誠醫學院供圖港大李嘉誠醫學院供圖

港大參與港大參與「「RUBICONRUBICON」」研究助治研究助治「「骨肉骨肉」」病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中文大學
昨日宣佈，社會學系教
授、入學及學生資助處
處長王淑英（見圖），
今日起兼任協理副校
長，任期兩年。王淑英
有豐富教研經驗、長期
負責大學行政工作，包
括於2008至 2013年出
任中大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學生事務）、2012
年至2016年擔任敬文書院創院輔導長，以及
自2013年出任入學及學生資助處處長。
王淑英於利物浦大學及史丹福大學取得學士

及博士學位。在史丹福大學修讀博士課程期
間，她出任北京師範大學及南開大學訪問講
師，展開教學生涯。此後，她曾在美國及日本
多所高等學府教學，直至1997年加入中大。
王淑英表示，對於能夠加入中大管理團隊感

到榮幸，「我會繼續致力為大學招攬最優秀、
以及能在瞬息萬變的環境中抱持學習熱誠的學
生，並致力為不同背景的學生提供優質教育。
此外，我希望為大學學者及學生提供更多元化
的國際學術交流機會，以提升他們的國際視
野。」

應考文憑試中文科貼士
卷一：閱讀
1.鎖定應考文章的文體及段落主旨，作答時多運用相關
關鍵字詞。例如抒情文體中，「間接抒情」的關鍵字
包括「借景」、「借物」、「借事」。

2.善用四字詞。
3.小心錯別字扣分。
4.先做文言文，後做白話文。
5.當問題要求考生節錄「整句原文」，切記看見句號或
感歎號才算「整句」，逗號並非完整句子。

6.不應放棄作答任何問題。
7.「撮寫主旨」時貴精不貴多，考卷上兩行空間理應足
夠，無必要加行作答。

卷二：作文
1.多訓練逆向及多角度思維。
2.找出適合自己的萬用入題方法。
3.小心審題。
4.嘗試從日常生活片段出發，轉化出深層意義。
5.論據比論點更重要，拋出論點之後，必須清楚交代推論
過程。

卷三：聆聽及綜合能力考核
1.甲、乙兩部分前後資料不會重複，甲部錄音只為乙部
背景，和乙部寫作任務無關。

2.乙部「整合拓展」無資料可抄，需學生自行思考作答。
3.乙部「整合拓展」的題目多離不開學生的生活經驗，
考生宜從過往生活找出有用素材放入文章，並嘗試配
以中國文化元素，例如從派飯給弱勢社群的行為，引
申出惻隱之心。

卷四：口試
1.好好利用1分鐘的個人發言時間，另在小組發言最少
2次，是口試最基本要求。

2.講話時內容組織不宜過於複雜。
3.發言時切忌重複他人內容，亦無必要講「接下來，我
會在小組討論上進一步闡釋」等無謂的開場白。

4.儀態、衣着、眼神交流、坐姿正確、應對其他考生態
度都要注意。

5.選擇題上，考生有必要選出最適合答案，但不用太刻意
貶低其他兩項選擇，對其他考生的選擇應保持尊重。

6.小組討論時應保持冷靜，聆聽其他考生說話，從中或
會得到提示，對方講錯亦可糾正。

7.小組討論屬於互助協作，考生要互相幫助，令討論內
容變得豐富，若有人離題亦應協助帶回問題焦點。

8.少用德蘭修女或李嘉誠等早已「用爛」的罐頭例子。
資料來源：中文科老師蒲葦及洪秋燕 製表：記者姜嘉軒

■■明德學院昨日開辦講座明德學院昨日開辦講座，，向學生講解向學生講解
「「死亡之卷死亡之卷」」應試方法應試方法。。 姜嘉軒姜嘉軒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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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5 超級勁歌推介
9:50 快樂長門人
10:00 書劍恩仇錄
10:30 葉問
11:30 宣傳易及新聞提要
11:35 交易現場
11:45 金石良緣
12:40 宣傳易
12:45 交易現場
1:00 午間新聞
1:15 瞬間看地球
1:20 左右紅藍綠
1:25 都市閒情
2:10 宣傳易
2:15 今日VIP
2:40 交易現場及滬港互通
2:45 天天天晴
3:45 寵物反斗星及交易現場
4:15 櫻桃小丸子
4:45 花生動畫
4:50 Think Big 天地
5:20 忍者小靈精
5:50 財經新聞
5:55 秀才愛上兵及新聞檔案
6:30 六點半新聞報道
6:55 天氣報告
7:00 一綫娛樂
7:30 東張西望
8:00 愛．回家
8:30 愛情食物鏈
9:30 鐵馬戰車
10:30 暖DD．食平D
11:00 環球新聞檔案
11:05 晚間新聞
11:50 新聞檔案
11:55 天氣報告及瞬間看地球
12:00 娛樂頭條
12:10 宣傳易
12:15 尋秦記
1:20 宣傳易
1:25 今日VIP
1:55 東張西望
2:25 無間音樂
3:25 天天天晴
4:20 點解香港咁過癮

無綫明珠台

10:30 交易現場
11:00 滬港直通車
11:15 金融行情
11:30 交易現場
11:32 金融行情
12:00 CCTV News
1:00 金融行情
2:00 交易現場
2:03 金融行情
3:00 滬港直通車
3:10 金融行情
3:58 交易現場
4:00 數字貓寶
4:30 愛心熊寶寶
4:55 天煞撞正怪怪獸
5:25 代課魔法王
6:00 普通話新聞
6:15 普通話財經報道
6:20 普通話天氣報告及新聞檔案
6:25 財經消息
6:35 美女廚神大都會
7:00 笑笑小電影 (XXV)
7:25 話說當年
7:30 七點半新聞報道及天氣報告
7:55 瞬間看地球
8:00 食家出巡
8:55 入廚易
9:00 明珠檔案
9:30 話說當年
9:35 絕境求生指南 (I)
10:30 環球金融速遞
10:35 神盾局特工 (II)
11:30 入廚易
11:35 財經速遞
11:40 晚間新聞
11:55 瞬間看地球
12:00 心計 (VI)
12:55 唐頓莊園 (IV)
1:50 音樂熱點
2:00 絕境求生指南 (I)
2:55 明珠檔案
3:25 食家出巡
4:15 歐陸名畫樂悠揚
5:00 台灣無綫衛星電視台新聞
5:30 中國新聞

鳳凰衛視中文台亞視本港台

8:45 濠江水悠悠 澳門五百年
9:15 理財博客之即市錦囊
10:20 我們這一班
10:50 大內群英
11:50 嘆盡全世界
12:20 陳會長心語
12:25 當年今日
12:30 十二點半新聞/經濟快訊/天

氣報告
1:00 理財博客之投資多面睇
1:45 家姐、細佬、飛髮舖
2:15 環遊世界
2:30 天南地北
3:00 左右紅藍綠
3:05 開心到鎮
3:35 代代平安
4:00 我們這一班
4:30 棒球大聯盟
5:00 棒球大聯盟2
5:30 嘆盡全世界
5:55 當年今日
6:00 六點鐘新聞
6:25 經濟快訊
6:30 體育快訊
6:35 天氣報告
6:40 環遊世界
7:00 香港故事-最佳配角
7:30 天南地北
8:00 計中計狀元財
8:25 陳會長心語
8:30 鏡花緣傳奇
10:25 當年今日
10:30 夜間新聞
10:50 體育快訊
11:00 尋找他鄉的故事
11:30 環遊世界
11:45 大冒險家
1:35 天南地北
2:05 尋找他鄉的故事
2:35 錦衣衛
3:35 情難再
4:30 大千小傳
5:30 永遠懷念林家聲博士：ATV

粵曲會知音：林家聲戲寶承
傳系列

06:00 Music 120
07:00 中國新聞聯播 (普通話)
07:30 文化報道
08:00 嶺南文化之旅
09:00 醒目仔天地
09:30 精靈一族
10:00 中央電視台新聞-直播：

綜合新聞
11:30 對話
12:00 嶺南文化之旅
01:00 Music 120
03:00 知識小百科
03:30 奇幻百寶箱
04:00 開心寶寶遊樂園
04:30 醒目仔天地
05:00 科學好Easy
05:30 亞視普通話新聞 (普通

話)
05:45 嶺南尋根之旅
06:00 文化報道
06:30 名人坊
07:00 漫遊嶺南綠道
07:30 新聞/天氣報告/財經匯

報
07:50 廣東黃金海岸遊
08:00 暢遊廣東144小時
08:30 漫遊嶺南綠道
09:00 嶺南尋根之旅
10:00 企業新領域
11:05 夜間新聞
11:20 暢遊廣東144小時
11:35 亞視普通話新聞 (普通

話)
11:50 十分財經資訊 (普通話)
00:00 君擎財經 (普通話)
01:00 中國新聞聯播 (普通話)
01:30 嶺南尋根之旅
02:30 天地穹蒼 (普通話)
03:00 Music 120

亞視國際台

11:30 風雲對話
12:00 鳳凰午間特快
12:25 鳳凰氣象站
12:30 有報天天讀
12:55 今日視點
13:00 鏘鏘三人行
13:30 騰飛中國
13:35 名人面對面
14:00 金曲點播
14:07 金曲點播
14:15 龍行天下
15:00 資訊快遞
15:30 生命密碼
16:15 鳳凰大視野
16:50 名言啟示錄
16:55 有報天天讀
17:20 紀錄．大時代
17:50 金曲點播
18:00 全媒體大開講
19:15 地球宣言
19:20 時事亮亮點
19:50 今日視點
19:55 與夢想同行
20:00 鳳凰大視野
20:30 騰飛中國
20:35 鳳凰焦點關注
20:55 名言啟示錄
21:00 時事直通車
22:00 今日看世界
22:30 絲路文明
22:35 鳳凰全球連線
23:00 鏘鏘三人行
23:35 有報天天讀
00:00 鳳凰子夜快車
00:25 絲路文明
00:30 與夢想同行
00:35 全媒體大開講
01:50 金曲點播
01:55 世紀大講堂
02:35 金曲點播
02:40 金曲點播
02:45 紀錄．大時代
03:15 金曲點播
03:25 今日看世界
04:00 名言啟示錄

6:00 五指咒鳴曲
7:00 Music Café
8:00 滋味行
9:00 姊妹淘
9:30 兄弟幫
10:00 型遊72小時
10:30 安樂蝸
11:00 無間音樂
12:00 微時代
1:00 愛上Pinocchio
2:00 五指咒鳴曲
3:00 兄弟幫
3:30 姊妹淘
4:00 超級勁歌推介
4:05 DANCING 9 II
6:00 食勻全世界
6:50 尚潮居
7:00 微時代
8:00 娛樂新聞報道
8:30 地球的慶典
9:35 搵食飯團
10:05 姊妹淘
10:35 兄弟幫
11:05 愛上Pinocchio
12:00 超級勁歌推介
12:05 火影忍者疾風傳VI
12:35 早着先機
1:45 安樂蝸
2:15 搵食飯團
2:45 愛上Pinocchio
3:40 DANCING 9 II
5:30 創潮居

中央電視台-1
（數碼頻道）

06:00 朝聞天下
08:33 生活早參考
09:08 天天飲食
09:26 電視劇
10:15 電視劇
11:08 電視劇
12:00 新聞30分
12:35 今日說法
13:13 電視劇
14:04 電視劇
15:41 電視劇
16:30 生活提示
16:42 第一動畫樂園
18:59 新聞聯播
19:33 天氣預報
19:39 焦點訪談
20:02 前情提要
20:06 電視劇
20:59 前情提要
21:02 電視劇
21:59 晚間新聞
22:37 吉尼斯中國之夜
23:36 電視劇
00:27 電視劇
01:19 中華民族
01:45 人口
02:07 生活早參考
02:37 天天飲食
02:53 星光大道
04:31 今日說法
04:59 新聞聯播
05:29 人與自然

中央電視台
（國際頻道）

06:30 外國人在中國
07:00 中國新聞
07:30 今日關注
08:00 中國新聞
09:00 中華情
10:00 中國新聞
10:13 遠方的家
11:00 中國新聞
11:15 天天飲食(海外版)
11:30 海峽兩岸
12:00 中國新聞
13:00 華人世界
13:30 記住鄉愁 第二季
14:00 中國新聞
14:12 廣告
14:17 電視劇：於無聲處
15:00 電視劇：於無聲處
15:43 廣告
15:45 電視劇：於無聲處
16:28 電視劇：於無聲處
17:13 廣告
17:15 遠方的家
18:00 中國新聞
18:15 中國文藝
18:45 國寶檔案
19:00 中國新聞
19:30 今日亞洲
19:57 廣告
20:00 記住鄉愁 第二季
20:30 海峽兩岸
21:00 中國新聞
21:30 今日關注
22:00 文明之旅
22:45 華人世界
23:15 遠方的家
24:00 中國文藝
24:30 電視劇：於無聲處
01:15 電視劇：於無聲處
02:00 新聞聯播（B版）
02:30 記住鄉愁 第二季
03:00 中國新聞
03:10 電視劇：於無聲處
04:00 中國新聞
05:00 電視劇：於無聲處
05:45 全球華人資訊

煲劇1台

本疊內容：文匯教育 公務員版 副刊 娛樂新聞 體育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