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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三TSA淺顯「小一都識答」
題目含做家務公園遊玩 更生活化學生更易發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全
港 性 系 統 評 估 （TSA） 的 操 練 問
題引起社會關注，因應有關爭
議，教育局決定今年就小三 TSA

■小三 TSA 改良版的中英文科說話
及中文視聽資訊評估昨日開考。
及中文視聽資訊評估昨日開考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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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歐
耀 輝 表
示，題目
較往年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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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同學
形容考試
「 不 困
難、輕鬆
和 不 緊
張」。
劉國權 攝

推出試行研究計劃，早前邀請約
五十所小學參加，而相關小學昨
日起一連兩日抽選學生參加中英
文口試及中文視聽資訊評估。有
參與試行小三 TSA 的學校表示，
昨日所見今年 TSA 題目較往年淺
顯和生活化，內容包括做家務、
到公園遊玩等個人經驗，學生容
易發揮，有應考小三生則指考試
「不困難、輕鬆、不緊張」，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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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小一生都識答」。

TSA小三試行研究計劃昨日及今日率先進行口試
及視聽資訊評估，其中一所獲邀參與的將軍

澳樂善堂劉德學校，便於昨早上安排學生應試。
該校校長歐耀輝表示，學校有逾 20 名小三生參與
TSA，其中 14 人應考視聽資訊卷，中英文口試則各有
12人應考；由於該校只有一班小三學生，故部分學生需
要應考兩個評估部分。
他引述該校老師指，今年 TSA 口試卷題目比往年淺
顯，其中中文科包括閱讀和互動的形式，題目則更為生

活化，內容包括父親購置了新電視，然後孩子利用電器
包裝的紙皮盒改裝玩樂；而英文題目則關於學校生活和
公園活動等情境。
他續稱，學校不能完全不幫助學生為TSA作準備，故
該校早將TSA元素滲透日常課堂，而全年只為學生買一
本相關練習，但沒有因此而操練。

李同學指不喜歡因「冇得上堂」
在該校就讀小三的李同學昨日應考中文和英文口

試，她在英文看圖說故事中提到在動物園看鸚鵡表
演，離開時有哥哥姐姐為她拍照留念；而她在應試時
「一分鐘講唔晒」。
她形容 TSA「不困難、輕鬆、不緊張」，但她自己
不喜歡考 TSA，「因為冇得上堂」。
同樣應考中文和英文口試的袁同學則指，在中文小組
討論中，他被問及日常會做什麼家務，他回答了會在家
中掃地、拖地，而在英文口試則提及了在公園踩單車的
情境。

六成學生前路茫 向社工求助僅9%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教育
局近年力推生涯規劃，希望幫助年輕
人認識自己及籌劃未來發展。不過一
項調查顯示，雖然有多達 59%受訪學
生對前途感到徬徨，但他們對生涯規
劃的認知其實嚴重不足，有 45%人根
本沒有聽過生涯規劃，更有 75%指不
知道政府正推廣生涯規劃教育。負責
調查的團體認為，家長、學校及政府
都必須更加關注有關情況，並投放更
多時間及資源，減輕學生的憂慮。
香港青年動力協會上月以問卷訪問
了 550 名學生，發現有多達 45%學生
沒聽過生涯規劃，表示不知道學校有
推行的則有 51%，另更有 75%稱不知
道政府有推廣生涯規劃相關教育。
調查又顯示，約六成半學生指學校
有提供升學及就業輔導，而當他們遇
到升學或就業問題時，最多人選擇向
■郭偉强建議學校應更妥善分配資源與人手，推行合適生涯規劃的活動，提高學生的認 老師求助及自行上網找資料，各有
知及積極性。
青動供圖 25%，但向專業社工求助的只有9%。

港大下周二展奪獎太陽能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港大工程學院以希臘神話中太陽神
Helios命名的太陽能車隊伍，早前勇奪機電工程署舉辦的「新能源．
新時代」太陽能車比賽「總冠軍獎」及「創新設計獎」，Helios將於
本月10日（星期二）在港大「本科入學資訊周」作公開展覽，7月起
則到訪本地中小學，供學生近距離接觸，順便推廣港大工程學院的課
程。在公開展覽之前，校方昨邀請了傳媒在校園率先試駕Helios。
Helios太陽能車隊由港大機械工程系教授和研究人員領導，包括助
理教授陳國樑、王德燊工程師及陳潔華博士。團隊中16名學生來自工
程學院的不同專業，包括機械工程、電機及電子工程，以及工業及製
造系統工程系。在籌備比賽的半年間，同學把理論知識學以致用，通
過設計機械和電子零件，獲得了實踐經驗，及學習到合作精神。

配置智能系統監控車速
Helios 車架的材料採用了在雙層巴士車身廣泛使用的特製 6061 支
撐鋁材，車隊也鑽研了很多方案減輕車身重量及降低太陽能車行走
時所產生的阻力，其額外配置的智能系統更可以監控汽車速度及能
量儲備，兼具全球定位系統（GPS）功能。
港大工程學院院長田之楠教授表示，港大「本科入學資訊周」將於
本月9日至19日舉行，屆時會提供本科生聯招的最新入學資訊、課程
簡介及選科策略，其中工程系所籌辦的入學簡介將於本月10日（星期
二）上午舉行，工程學院助理院長（本科收生）張祺忠當天將會向本
科聯招考生講解面試安排、工程學院學士課程的選擇，及畢業生的就
業前景，該學院的畢業生亦將分享他們在港大學習的經驗。

青動倡增資源 促學生積極性
香港青年動力協會會長郭偉强指，
生涯規劃涵蓋面較過往的升學就業輔
導更大，也包括引導學生思考如何規
劃前路等涉及心理學的範疇，對學校
老師或社工負擔較大，認為當局應投
放更多資源，幫助學校常設相關教席
及加強與社工合作。
他又表示，是次調查反映不少學生
對生涯規劃所知甚少，建議學校應更
妥善分配資源與人手，更仔細考慮學
生的需要及意願，以推行合適生涯規
劃的活動，提高學生的認知及積極
性。

中大校友勉後輩 多參與創業日活動

■中大創業日 2016 將在 5 月 6 日及 7 日於
中大校園舉行。圖右起為郭碧蓮、林曉
鋒、吳家嘉和陳彧文。
黎忞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為幫助有創
業理想的年輕校友，香港中文大學將於本
月6日起一連兩天舉辦「中大創業日2016」
活動，大會不單邀請了內地創業單位參
展，又特別安排美國、亞洲及內地的創業
者擔任講座嘉賓分享心得。有去年參展的
中大校友表示，創業日有助「創業新鮮
人」建立人際網絡，同時亦吸引不少潛在
投資者到場參觀，若能把握機會介紹自身
獨特的企業概念，或有助將來生意的發
展。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傳承基金」將於本
月 6 日至 7 日假座中大康本國際學術園舉辦
「中大創業日 2016」。開幕典禮將於活動
首天舉行，大會邀請得中大校長沈祖堯、
貿發局總裁方舜文主禮，並由港科院創院
院長徐立之和中大醫學院副院長（研究）
盧煜明在當日擔任專題講座嘉賓。

逾百校友師生 60單位參展
為期兩天的活動獲得超過 100 名中大校

友、教師和學生組成的近 60 個「科創」
（如移動支付、醫療科技開發等）、「社
創」及「文創」（如綠色推廣、教育資訊
等）的本地及內地單位參展。
中外企業促進聯會會長、2015/16 年度中
大校友傳承基金執行委員會成員郭碧蓮，
本身是內地註冊會計師，她將在活動當日
向校友分享在內地創業的過程和心得。
她表示，深圳前海和珠海橫琴的自貿區
各有特色，例如前海有許多金融服務、現
代物流等企業在當地發展，當地也具有地
理優勢，例如鄰近深圳機場，又有地鐵線
到達。

郭碧蓮勉初創企業「落戶」橫琴
她續稱，相比前海區註冊公司有飽和趨
勢，橫琴仍有很多創業機會，例如創新科
技企業若到橫琴發展，可得到資金扶持，
以鼓勵初創企業「落戶」。她亦將帶領考
察團，讓年輕創業家到上述兩個地方觀
摩，了解各地發展規劃，廣闊視野。
另一名中大校友傳承基金執行委員會成
員林曉鋒則建議有意創業的校友，把握活
動中「創業單位小型演講」的機會，訓練
自己的推銷技巧，同時在演講中或會找到
潛在投資者；屆時大會亦會頒獎予有最佳
表現的企業代表，以作獎勵。
中大創業校友會首任會長吳家嘉和中大
校友傳承基金執行委員會成員陳彧文合作
成立了一所開發手機應用程式等的公司，
去年亦有參展的陳彧文表示，參展時因顧
着照料自己的攤位而錯失了許多參與講座
及向傳媒宣傳的機會，故提醒今年參展的
校友應預留時間多參與場內的其他活動，
吸收更多資訊。

他又表示，平日課堂上老師會為同學進行練習，認為
昨日題目程度與日常功課相若，故在應考時不緊張。在
校內曾考獲全級第三名的他表示，TSA 連「小一生都懂
得回答」。
考評局發言人表示，由於小三 TSA 的說話及紙筆評
估仍未完成，故局方不宜於現階段公開部分評估題
目。根據流程，小三 TSA 的中文科紙筆評估將在 6 月
14 日舉行，而英文科和數學科紙筆評估則安排在 6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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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匯教育
5 月新面貌
文匯報教育版致力配合教育界發展，為學校
師生提供有助年輕人學習及成長的資訊，在 5
月份開始將積極引入更多新增元素，令教育版
內容更豐富。其中包括逢周三推出科普專版
「百科啟智」，透過多個科學及數學相關欄
目，希望啟迪年輕一代的思維及對科學的興
趣。
教育版編採團隊亦會將現有教育新聞及語文
通識等內容進一步擴充，包括增加心理健康及
親子相處相關專欄，同時組織逢周一的「百搭
通識」版面，將時事及評論內容結合中英文雙
語對譯，亦會分享學界的慳電節能體驗，更全
面照顧學界關心的熱門議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港與
內地交流日益頻繁，在港使用普通話和
簡體字的機會也有所增加。中文大學香
港亞太研究所的最新電話調查發現，有
近八成五受訪市民贊成在中小學教學生
普通話，贊成用普通話教中文（普教
中）的也有逾五成；而關於簡體字教學
意見則較分歧，41%人贊成於中小學的
課堂教學生，不贊成則有 50.8%。另
外，認為普通話及簡體字對生活有幫助
的市民，則分別有83.9%及62.4%。
中大香港亞太研究所上月 19 日至 22
日成功訪問了 722 位 18 歲或以上的市
民，了解他們對於普通話及簡體字的課
堂教學及社會應用的意見。整體來說，
香港市民非常支持於中小學課堂教普通
話，共有 84.6%人贊成，而贊成普教中
的也有 51.5%，另贊成於中小學課堂教
簡體字的則有41%。

逾半市民挺中小學普教中

■Helios 車
隊成員與來
自工程學院
多個學系的
學生隊員合
照。
港大供圖

是次調查又問及學生認為哪種生涯
規劃形式對其最有幫助，最多人選擇
「提供實習機會」（20%），其次
「提供就業市場資訊」（15%）、「
就業輔導」（15%）及「過來人分
享」（14%）。

■袁同學認為考試題
目程度與日常功課和
課堂練習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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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七成日常看寫簡體字

此外，有 88.8%市民指日常生活有聽
或講普通話，當中經常或間中使用的佔
55.7%；而日常有看或寫簡體字的市民
亦達 74%，當中 41.6%屬經常或間中使
用。而關於使用普通話及簡體字的態度
方面，市民普遍持中性立場，70.8%人
指使用普通話「無所謂」，樂於用及感
抗拒則各有約 14%；另 56.3%受訪者對
簡體字「無所謂」，樂於使用及感抗拒
者，則分別有10.1%及31.6%。
調查亦問到受訪者，認為 20 年後香港
常用中文語言和文字會否有改變，只有
6.6%人認為普通話會代替廣東話，認為
簡體字會代替繁體字的，更只有 5.7%，
可見香港市民對廣東話及繁體字的主流
地位相當有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