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識卷又「問政」師稱出題「大路」
指議題屬社會熱點 考生立場不會影響評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中

學文憑試通識科昨日開考，今屆

約有 6.1 萬人應考。而相隔一年

後，通識科考卷再次出現政治元

素，其中卷一必答題問及香港全

球競爭力及民主指數，及要求考

生評論如立法會及行政長官選舉

委員會組成更具代表性，會否提

升香港競爭力；其中一道選答

題，也提到電子社交媒體與香港

青年人社會政治參與的關係。有

資深通識科老師表示，今年試卷

出題「大路」，各議題都屬社會

熱點，不論考生立場如何，相信

都不會影響評分；惟題目提供不

少數字及資料，挑戰考生閱讀和

分析能力，故不易取得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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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題內容
卷一必答題

1. 提供香港農業統計的圖表及數字、大專畢業生
務農的報章新聞節錄、香港城市綠化調查研究
內容，要求考生描述香港農業趨勢，及解釋
「城市農耕會改善香港人生活質素」。

2. 提供2014年香港民主指數和全球競爭力指數
的分項細節，包括瑞士、新加坡等多個地區的
民主指數和全球競爭力指數的排名，以及
2012年選委會組成界別和成員數目、立法會
組成的議席類別和數目的資料。題目要求考生
描述香港的表現；闡述全球競爭力和民主指數
排名的關係，以及論述及解釋是否同意「選委
會、立法會的組成更具代表性，會提升香港的
全球競爭力」。

3. 提供HIV感染及控制背景資料、世界多個地區
的HIV感染、人均本地生產總值及成人識字率
的數據，及非洲貧窮與債務問題的漫畫。考生
需要描述HIV感染模式，及應付有關問題的困
難。

卷二選答題（3選1）

1. 提供2013年及2015年有關二孩政策的新聞剪
報，要求考生回答一孩政策涉及的持份者，和
他們之間有何價值衝突，以及二孩政策在多大
程度上促進內地長遠發展。

2. 提供2015年有關本港傳統行業的新聞剪報，
要求考生解釋可能引致行業衰落的因素，以及
論述港府應否推行措施，以支持本地傳統行業
生存。

3. 提供2014年有關「冰桶挑戰」以及2015年有
關社會運動和電子社交媒體的評論剪報，要求
考生解釋在全球化下，人們參與全球慈善活動
的參與程度會如何提高，以及評估電子社交媒
體在提升香港青年人的社會政治參與的成效。

資料來源：文憑試通識科考卷 整理：記者 黎忞

普通話與世界

家心健康

意大利球星巴洛迪利又
稱「巴神」，是球迷諷刺
其神經質行為而起的花
名。他曾經在家中玩煙花
釀成火警、無故闖進女子
監獄、在隊友的鞋上小
便，可算是「麻煩友」。

另一方面，他連訓練時所穿着的「龜背」（練習
用背心球衣）也不懂穿，就更是令人難以理解。
有人認為他是足球天才，只是性格、怪異行徑和
惡劣的態度，令其足球生涯無法持久發展，最終
只是曇花一現。不過，在嘲笑和指責的背後，卻
很少人嘗試去了解這些行為背後的原因。

智商僅84 低於正常人
數年前，當「巴神」還在英超球隊曼城效力

時，球隊曾為每個球員進行智力評估，結果發
現「巴神」的智力商數只有84，不單是全隊中
智力最低的球員，而84這個數字亦比一般人為
低，所以他穿不到「龜背」、做事不顧後果不
是單純性格使然，而是與其能力有關。以「巴
神」過往的行為來看，我相信他同時患有過度
活躍症，以致做出種種不能自控和揮霍的行
為。
雖然「巴神」被不少球迷詬病，但作為一個

有特殊學習需要的青年人，他仍能效力歐洲的大球會，
甚至成為意大利國家隊成員，已經算是非常幸運的例
子。回看香港，社會很少會問那群所謂的SEN（Special
Education Need，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長大後到底
會變成怎樣？

社會若了解 即可展長處
除了一些非常成功的例子（例如DJ森美就是過度活躍

症患者），其他的SEN幾乎都變成了「隱形人」，他們
大多長期失業或是處於不停轉工的狀態，又或在工作環
境中受盡同事的排斥。他們在職場上感到愈來愈氣餒，
同事、上司不理解他們，把他們標籤成「麻煩友」、懶
惰和態度惡劣。
前利物浦隊長謝拉特向傳媒表示，不能理解為何六尺三

寸高的「巴神」，會在球賽進行時跟教練羅渣士說自己不
能防守角球，謝拉特甚至用「不受控制」來形容他。如果
社會能對患有自閉症、專注力失調或過度活躍症的員工有
多一份了解，或者就可以對症下藥，發揮他們的長處，協
助他們改善問題，讓其工作變得更有效率。
每個人都必定有自身的長處，我仍然相信「巴神」有

能力成為出色的前鋒，我亦相信僱主和其他同事必定能
夠發掘出這群「隱形人」的優點。
■張雅琳 註冊社工
香港家庭福利會全人專業服務
查詢電話： 2771 1891
網址：http://www.hkfws.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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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電視上常常看到說一
口流利普通話的外國人。他們
有的是外交官，有的是商人，
有的是教師，各行各業都有。
他們的國籍，更是遍及世界各
國。他們的膚色，白色、黑
色、黃色都有。有些香港朋友
感慨不已，為什麼我們說普通

話的還不如「老外」準確流利呢？慚愧慚愧！
其實，當中的訣竅並不難知曉，就是這些外國朋友
都會利用漢語拼音學習普通話，他們的文字多是拼音
文字，所以學習拼音不難，很快就可以掌握拼音的規
律。這也是漢語拼音對當今世界「漢語熱」作出的貢
獻。

古用直音切音相拼
漢語拼音最主要的任務是給漢字注音，我們古代以
來累積了很多字典、詞典，那麼，用什麼辦法給漢字
注音呢？用直音法，例如「衣音一」。但是漢字很

多，哪裡能找到那麼多容易唸、容易寫的字給其他漢
字注音呢？後來進步了，用反切法，就是用兩個漢字
拼起來，給一個漢字注音。例如「東，德紅切」。
「東」怎麼讀呢？用「德」的聲母（d），和「紅」
的韻母（ong）相拼，反切就是相拼的音思。反切法
注音還是有局限性的，明眼人一看就明白，若不認識
後面的漢字怎麼讀，前面的字音也拼不出來。
難道我們的漢字沒有表音的功能嗎？當然有。漢字

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形聲字，每個形聲字有形旁，有聲
旁，聲旁就是表音。例如「皇」作為聲旁的一些字，

煌、凰、惶、蝗、徨、篁，這些字都讀「皇
huánɡ

」。可
惜，幾千年來語音的變化，使得聲旁表音的功能減弱

了。你再看這樣一組字：「端
duān

、湍
tuān

、喘
chuǎn

、揣
chuǎi

、踹
chuài

」，

聲旁都是「 耑
duān / zhuān

」，各字的讀音卻有差別了。
那要如何給漢字準確注音呢？世界上沒有解決不了

的問題，總是會有各樣機緣來克服困難的。

教士自製字典宣教

明清以來，歐洲一些傳教士到中國傳教，但要有效
傳教，需要先學習中文，他們的辦法是用拼音文字用
拉丁字母給漢字注音，他們編出字典供同行使用，意
大利人利瑪竇和法國人金尼閣，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英國漢學家威妥瑪在自己的漢語教學中提出了北京話
音節表，創立了一套注音系統，也作出重要貢獻。
前面我們說過，我們一直以來用直音法、反切法給
漢字注音，都是用漢字給漢字注音。後來外國人啟發
我們可以用西文字母給漢字注音。後來我們就出現了
多套的用西文字母的拼音系統。至1958年由政府公
佈了《漢語拼音方案》，這套方案，採用國際上常用
的拉丁字母，具有了國際化的特點。所以我常常說，
《漢語拼音方案》是中西文化交融的成果，可以用字
母給每個漢字準確注音。
我們要感謝明清以來歐洲的一些外交官、漢學家、

傳教士，他們在中西文化交流上起過積極的作用，讓
我們打破了千年來只用漢字給漢字注音的格局。
■田小琳 香港中國語文學會
簡介：香港中國語文學會創辦於1979

年，宗旨是通過研究、出版、教學、交
流、合作等等方式促進中國語文工作的發
展。

中西交融 字母拼音

隔星期二見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為鼓勵傑出運動員
升讀大學，浸會大學宣佈在新學年推出精英運動員計
劃，撥款約170萬元獎學金，資助最多20名運動員半
額或全額學費。校方規定，申請者必須為本港體育代
表隊成員、在奧運會或亞運會等國際比賽有突出表
現，並符合該校學士課程入學門檻（3322），退役運
動員若符合以上資格亦可申請。獲取錄學生可報讀任
何學系，有關入學條件會視乎申請者運動成就作出調
整。

依運動成就調整入學要求
精英運動員計劃適用於新學年入讀本科課程的學
生，申請者可循聯招或非聯招途徑提出申請。計劃預
設每年獎學金名額10個至20個，每個金額相等於一
半或全年學費，即21,050元或42,100元，視乎運動員
成就而定。
計劃一般預設4年資助，只要運動員每年平均成績
不低於2.3分，即可繼續獲發獎學金。假如運動員因
訓練或出外比賽等原因需要休學，有關資助亦可以保
留。
浸大體育學系系主任鍾伯光表示，上述計劃不僅限
於體院資助項目，只要是代表本港出賽而獲佳績的運
動員都可申請。他又強調，此計劃重視運動員的運動

成就多於學業成績，「例如經非聯招途徑申請傳理學
系，或需要GPA3.7才能入學，但經運動員計劃申
請，只要在運動方面有出色表現，可能GPA2.5都會
有面試甚至取錄機會。」
鍾伯光又指，計劃不僅有助運動員修讀大學，計劃
亦會要求他們擔任體育大使，在時間許可的情況下要
為校隊出力，故亦會促進校園體育風氣及提升校隊質
素。

老師體諒准請假最重要
運動員要兼顧訓練及成績絕非易事，為此學校的配

合相當重要。當選「2015香港傑出青少年運動員」的
風帆運動員馬君正，是浸大體育及康樂管理一年級
生。她指風帆有別於一般運動項目，基本上全年無
休，不時需要前往外國比賽及集訓，一年大約只有三
分之一時間在港，「為籌備世青賽，我試過3個月無
回家。」幸獲校方體諒容許請假，亦有導師跟進補
課，故今年其學業有不俗的成績。
話雖如此，馬君正坦言正為2018年亞運及2020年

奧運而努力，學業難免排得較次要，「目前平均花一
年時間修讀一個學期的課程」，估計最快6年時間才
能完成學位。
浸大體育及康樂管理二年級生陳俊樂是香港飛馬新

星，情況跟馬君正差不多，因繁重訓練導致出席率只
有大約一半，「足球這類團體運動的訓練不可能遷就
我們，只能調整上課時間來遷就訓練時間」。因此他
強調老師的體諒非常重要，感謝他們認同自己運動員
的身份，作出多方協助。

浸大資助精英運動員升大

昨日開考的通識科，卷一為3條必答的資料回應
題，佔全科總分50%；卷二則為3選1的延伸回應

題，佔總分30%。卷一3條必答題分別涵蓋了香港城市
農耕、香港民主指數和全球競爭力指數，以及全球HIV
病毒的議題。卷二選答題則圍繞內地二孩政策、本港傳
統行業的衰落和保育爭議，以及透過「冰桶挑戰」呈現
全球化下電子社交媒體對人們就慈善活動及社會政治參
與的影響。

善用資料演繹得宜即得分
李求恩紀念中學通識科科主任徐曉琦認為，今屆通識
試題「大路」，深淺程度適中，當中城市農業一題對考
生或較陌生，但題目亦有提供充足資料。而就香港民主
和競爭力指數的一題，首兩個分題主要要求考生描述及
回應資料，難度不大；但關於立法會及選舉委員會一
項，考生則要對各項選舉辦法及其代表性有一定程度的
熟悉，並緊扣題目提供的其他資料，以闡述能否提升香
港競爭力，「例如可提及對經濟有否干預、整體政局是
否穩定等」。他又指，不論考生回答同意或不同意，只
要利用資料並演繹得宜，都可獲得分數。
至於卷二部分，通識科教師劉志鈞認為各選答題內容

平衡，「二孩政策考多角度思考、傳統行業考批判思
維，社交媒體則考全球視野。」徐曉琦則認為，當中涉
及全球化及電子社交媒體的一題，對考生較為貼身和熟
悉，但就不易取得高分，因需要考慮「電子社交媒體是
否只有facebook？社會政治參與是否只有遊行、街頭抗
爭等模式？」
考生張同學認為今屆試題不算太難，他於卷二選擇有
關傳統行業的一題，因他覺得文化議題較易發揮，作答
時從文化和經濟等方面分析政府保留傳統的好處。不過
他亦指，因自己未能確定選委會及立法會「更具代表
性」的意思，故留在最後作答，但因未做好時間管理而
未能完成。另一考生葉同學則指，自己對有關科技和全
球化的內容較有信心，故選答了電子社交媒體的一題。

考題多元化 考評局獲正評
香港通識教育教師聯會則指，今年考題多元化，觸及香

港、內地以及全球範疇，議題包括政治、環保、慈善事
業、疫症和新媒體等，多為近兩三年的社會關注點，相
信不少通識科老師都曾於課堂提及，對有留意新聞的學
生有鼓勵作用；而關於全球競爭力及民主指數等題目，亦
能拓闊討論空間，認為應予考評局擬題正面評價。

■黃同學指不懂得作答
「HIV感染模式」。

莫雪芝 攝

■浸大推出精英運動員計劃，左起：馬君正、鍾伯
光、陳俊樂。 記者姜嘉軒 攝

■葉同學表示比較熟悉
電子社交媒體，故選答
了該題目。 莫雪芝 攝

■■昨日為文憑試通識科應考日昨日為文憑試通識科應考日。。圖為在李求恩圖為在李求恩
紀念中學考場外的情況紀念中學考場外的情況。。 記者莫雪芝記者莫雪芝 攝攝

■張同學認為今屆通識
科試題不算太難。

莫雪芝 攝

■徐曉琦表示卷一可分
出考生能力的高低。

莫雪芝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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