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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10 年運作課程 有關學歷或未能與浸大看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教資會轄下
質素保證局檢視浸會大學的質素核證報告昨日
出爐，當中不少篇幅提及由浸大與北京師範大
學合辦的聯合國際學院（UIC），及浸大跟其
他海外夥伴大學合辦的課程。負責的評審小組
指，對 UIC 本身的課程質素並無疑慮，但該校
經 10 年的運作後，曾因應本身需要改動課程
及預期學習成效，而且未有與浸大廣泛共用教
學數據，加上 UIC 與浸大學者合作程度逐漸減
少，兩校電子學習資源亦有差異，質疑有關學
歷及質素保證方法未必能與浸大看齊，認為需
要作出多方面的改善。
8 所政府資助院校的教學情況，質保局繼 2009
為審視
年後再次發表關於浸大的質素核證報告。當中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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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整體而言評審小組認同浸大的教與學方針已相當成
熟，不單可與本地及區內大學並駕齊驅，甚至可與不少
世界級大學看齊，對該校的全人教育及研究生課程質素
予以嘉許。浸大校長錢大康回應時指，對報告表示歡
迎，感謝評審小組的評語，將按建議更有效地協調各項
國際參與活動和措施。

同一課程 名銜各異
此外，浸大與其他夥伴大學合辦的部分學位課程中，
在頒授正式證書上亦有發現問題，「在至少一項合作安
排中，學生修畢一項課程後可獲授兩個不同的學位，名
銜各異，一個來自浸大，另一個則來自一所英國大
學。」其中浸大的證書上並無顯示有關學位是兩校聯合
或各自頒授，還是雙學位的學歷，並未清楚表達學生所
完成課程的作業數量和性質。
報告建議，浸大須確保合辦課程所頒授的學位資格，
在質素及學習成果方面等同由浸大開辦的學位課程，又
認為浸大必須確保學位頒授機構發出的學位證書，不論
學生的修讀地方為何，所刊登的資料應一致，及有責任
確保其合辦課程的學位證書明確顯示學生所完成的學習
和取得的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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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浸大須注意事宜：
建議浸大須注意以下事宜：
●作為學位頒授機構，務須確保旗下課程所頒授的學位，不論有關課程是在香港或其他地方
開辦，其學術標準大致相同。
●必須確保學位頒授機構發出的學位證書，不論學生的修讀地方為何，所刊登的資料應一
致。
●浸大有責任確保其合辦課程的學位證書明確顯示學生所完成的學習和取得的資格。
●浸大應確保所有修讀由浸大頒授學位課程的學生所能取得的學習資源，在數量和質素上都
應與浸大學生所得的相若。
報告認同及嘉許浸大項目：
●嘉許浸大致力推行和貫徹「全人教育」，為學生提供一個充滿關懷的學習環境，肯定浸大
在教與學上的努力，特別在加强學生於學習體驗和國際參與兩方面取得的成果。
●浸大的課程既廣博又靈活，能讓學生成功達至預期學習果效，培養出應有的畢業生特質。
●浸大成功落實四年制本科生課程，並順利推行「果效為本教與學」與「標準參照評核」，
讚揚浸大為教學人員提供一系列類型多樣化的活動，以支援他們發展教學方法。
●浸大研究生課程有穩固的質素保證基礎，大學為學生提供一個兼具關懷與啟發性的學習環
境，肯定浸大安排海外學者指導研究生和導師為研究生開拓國際視野所作的努力。
資料來源：香港浸會大學質素核證報告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姜嘉軒

■阿東
阿東（
（左）
與負責計劃的
副教授錢志安
（右）。
姜嘉軒 攝

生字牌「蓋棉胎」邊玩邊學
立志成為初小中文及小學常識教師的教院二年
級生鄧鎮東（阿東），去年 10 月透過校方服務學
習課程，走出課室到社區中心指導少數族裔學生
學中文，為期共約兩個半月，「我主要協助兩個
家庭共 6 名學童，他們從幼稚園 K1 到小六不等，
中文程度相差很大 ，因此調節內容是一大難
題。」阿東指，因課程每逢周末開課，不宜太過

而就諮詢期方面，文章強調是次諮詢已較慣例的諮詢期
延長一倍，有足夠時間蒐集意見。另署理教育局局長楊潤
雄（見圖）昨日出席活動後也表明，在現時進行的諮詢
中，沒有打算或計劃去強推任何關於簡體字的用途。
除了簡化字爭議之外，局方亦澄清另一謬誤，指近日關
於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學習領域的更新項目絕無「去政
治化」或「染紅」的目的，有關內容嚴守專業原則，包括
注重學生在香港、國家與世界均衡的知識基礎，亦注重培
養學生辨別是非的思考技能，例如在諮詢文件第三十頁已
載有的更新包括了將「權利、義務和公德」這一學習重
點，建議更新為「權利、義務和社會價值」，並在學習重
點中建議加入「深思、行使和承擔市民的權利和義務，以
及社會核心價值」，可見課程既有強調「社會參與」，亦
重視社會的核心價值（例如公義、自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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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區」教非華語生 準教師：助人自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因應本港不少
非華語學生於學習中文時面對困難，香港教育學
院今學年特別於該校必修的「服務學習」課程
中，首次派出準教師到社區中心教導非華語學童
學中文。有參與的準教師指，有關支援只於周末
開課，時間有限，難以期望學童中文程度突飛猛
進，所以將重點放在提高學生學習的興趣及積極
性，而自己也可累積寶貴教學經驗，助人自助達
至雙贏。

諮詢期較慣例長一倍

舊物換畢業公仔
中大合照日減廢

非共有數據 做法存差異
另一方面，由於浸大表明 UIC 頒授的學歷與在港頒授
的浸大學歷相同，評審小組去年中特別到訪 UIC 進行檢
視。報告指出，雖然 UIC 與浸大的學術政策相若 ，且需
要由浸大教務會作最後審批，但認為浸大應從更多方面
監察兩校的學術標準和質素是否同等。評審小組發現，
UIC 經 10 年的運作後，其各個學科的課程及預期學習果
效，都有因應本身需要調節，而跟浸大略有偏離；另一
方面，該校的數據系統未如浸大完善，質素保證方面偏
重教職員專業討論，未有與浸大共有數據，做法存在差
異。
報告又引述浸大各學院院長理解，「儘管聯合國際學
院的學位是浸大頒授的學歷，但該校是一所獨立的高等
教育院校，自行負責本身學位的質素。」加上浸大與聯
合國際學院並無共同的英語能力測試，難以就兩校學位
課程的學生成績進行直接比較，質疑浸大如何肯定兩校
學歷達同等水平。

教局︰「認讀簡化字」列課程無政治意圖

浸大「驗身」報告
質疑 UIC「走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溫
仲綺）教育局近日就更新中
文學習課程領域課程作諮
詢，卻被部分人扭曲和炒作
成「以簡化字取代繁體
字」，局方昨日再次在網頁
就事件澄清 5 點謬誤，包括
強調將「認讀簡化字」能力
列入課程沒有任何政治意
圖，重申學習簡化字是合乎
學生終身學習的利益。教育
局局長吳克儉昨日在其個人面書上直指，有團體多次歪曲
事實、借題發揮、製造混亂，不斷引起社會紛爭和混亂，
期望公眾能認清事實。
教育局近日已多次就有關更新作回應，但仍遭個別團
體借題發揮作政治攻擊，局方昨日再於網頁發表《簡化
字爭議正面睇》文章，針對性就當中的 5 點謬誤作回
應，包括早在 2002 年的中文課程指引中，已有列明學生
可「認讀簡化字」，絕無刻意隱瞞認讀簡化字的諮詢。
另外，文章強調將「認讀簡化字」寫進文件並沒有政治
意圖，讓高中生具有認讀簡化字能力，合乎其終身學習
的利益，而大前提是促進學生廣泛閱讀和加強溝通，並
非硬性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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艱深，免得加重學童學習負擔，他亦會盡量讓課
堂寓學習於遊戲，例如自製生字啤牌跟學童玩
「蓋棉胎」，或是透過「配對遊戲」學習成語解
釋，務求讓同學玩得盡興之餘，也學到一點日常
用語。
由於學生屬自願性到中心上課，阿東表示每
次人數不一，有時甚至只有一人上課，雖然將
原定的教學計劃打亂，但卻因此對該位堅持上
課同學留下深刻印象，「她是一位小六女生，
相處時感覺她欠缺自信，為了掩飾她有時會故
意答錯，甚至挑戰老師底線。」阿東憶述，有
一次教授形容詞運用，於是請她到白板隨意畫
出一樣事物，然後嘗試用中文形容，豈料她竟
然畫了一坨屎。
阿東雖然感到意外，但無責備對方，只要求她
好好形容這一坨屎；該女生見阿東未有動怒，可
能也自覺「無癮」，此後「惡作劇」行為大大減
少。

女童初欠自信 後變積極
跟該位女生相處日久，阿東發現她可能受家庭男
尊女卑的文化影響，像是認定女生長大後便要回鄉
結婚，故家人不鼓勵她學習，自己也稱打算讀完中
三就會工作，人生欠缺目標。阿東又指，一開始上
課曾問及每一名同學的理想職業，當時該女生竟隨
口答「小偷」；而經兩個半月課程踏入尾聲，最後
一課時阿東再問她同一個問題，雖然這次沒有得到
她的答覆，但從其表情中明白到她開始認真思考未
來，遠較初見面時積極主動，阿東認為已足夠。
阿東又分享指，經兩個多月的親身體驗，深深
明白到非華語生學習中文的確存在不少困難，一
些基本字詞如「馬」、「媽」、「嗎」也很易混
淆，要他們追上正規課程的難度可想而知。他又
表示，現時非華語生在學校中非常普遍，平衡他
們跟本地學生的需要，正是老師的責任，認為是
次經驗對準教師而言非常寶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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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Photo Day」（大合照日）可說
是大學畢業生的一個重要日子，不少學生都會收到親朋好友送贈
的畢業公仔、鮮花和氣球等等，但若禮物不合心意或拍照完後，
可能會即時丟掉造成浪費。中文大學學生組成的「免廢讀中
大」，因應2月底拍攝畢業照的日子開始，聯同校內學生團體舉行
二手物品交換活動，有需要人士可拿出舊物作交換，獲得足夠分
數便可以換到喜歡的畢業公仔，親友毋須花費金錢購買禮物之
餘，同學亦可拿着可愛的公仔合照，減少浪費。
「免廢讀中大」成員之一、中大地理及資源管理學系四年級生
林倩婷表示，他們在上學年暑假，同學「退宿」期間舉行的回收
活動，當中收集得近六十隻公仔，包括一些畢業公仔，其中更有
等身大的熊公仔。她續稱，他們曾在本學年開始時，讓入住宿舍
的同學免費領取喜歡的毛公仔，惟反應不算熱烈，仍剩下數十
隻。適逢2月底應屆畢業生開始拍攝畢業照，因此「免廢讀中大」
和校內學生團體就計劃在本月 24日及25日、3月1日及2日，在校
園內舉行二手物品交換活動。
她表示，有興趣參與換物同學可隨意帶備物品作交換，收集得
一定的分數就可換得畢業公仔或其他物品，而分數多寡則視乎物
品種類而定。
購買公仔、鮮花等禮物要花費不少金錢，「免廢讀中大」就建
議有意送禮物的親朋好友，可將畢業生心愛的毛公仔，或是家中
現有的公仔添加一套「自家製」畢業袍，令禮物更有意義，同時
亦可自製心意卡，心意或勝過買畢業公仔，同時方便對方收藏。

28
「火柴盒式」
小學
20 間想重置重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現時全港仍有 28 所在上世紀 60 年
代至 80 年代興建、俗稱「火柴盒式校舍」的公營小學，各校正面
對校舍設施陳舊及活動空間不足的問題。教育局交予立法會教育
事務委員會的文件顯示，上述學校之中，有 20 所學校曾向局方提
出有需要或有意重置或重建校舍，其中兩所曾獲分配重置校舍的
新用地。
根據當局記錄顯示，28 所處身於「火柴盒式校舍」的公營小
學，有 20 所曾表示有需要或有意重置或重建校舍，當中有 6 所已
在過往的校舍分配工作中提出重置申請，而其中2校曾獲分配重置
校舍的新用地。至於餘下8校，則從未提出有需要或有意重置或重
建。
教育局表示，在不同時期落成的校舍，均按照當時的建校標準
興建，而目前尚在使用的校舍必須符合現行法例規定；供重置之
用的學校用地及校舍，一般按照公平競逐方式，透過不時進行的
校舍分配工作予以分配。扣除上述兩所獲分配新校舍的學校，若
日後有就重置學校進行校舍分配工作時，會通知其他 26 所學校。
據了解，上述 28 所校舍中，有 18 所校舍校齡達 30 年至 40 年，有
10所校齡達41年至5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