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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人字拖」引起中大「內戰」

文憑試首引語音轉文字軟件
助150讀障生用口講答案 明年考試有加費壓力

理大少海外交流
質保局倡增撥款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姜嘉軒） 2017年中學文憑試下月中開考，考評局昨日公佈今年共有約6.17萬名考生，包括

學校考生5.21萬名，另自修生有9,575人，總報考人數較去年少近一成，局方指，本年將首度於通識科引入語音轉換

軟件，協助讀寫障礙（SLD）考生用口語答題，透過軟件將聲音轉化文字，預計約有150名學生使用服務。另考評局

秘書長唐創時亦指，隨考生人數按年下跌，預計局方今年會錄得千萬元虧損，直言2018年文憑試有加價壓力。

文憑試報考統計資料

項目

總報考人數

甲類核心及選修科目

乙類應用學習科目

丙類其他語言科目

學校考生報考組合

4核心+1選修

4核心+2選修

4核心+3選修

4核心+4選修

資料來源：考評局 製表：姜嘉軒

2017年文憑試
（學校考生人數）

61,669（52,088）

61,561（51,986）

3,675（3,675）

347（329）

2017年文憑試
（佔總百分比）

5,542（10.6%）

36,355（69.8%）

8,768（16.8%）

61（0.1%）

2016年文憑試
（學校考生人數）

68,167（57,162）

68,034（57,036）

3,919（3,918）

338（326）

2016年文憑試
（佔總百分比）

6,958（12.2%）

39,472（69.1%）

9,341（16.3%）

68（0.1%）

因應適齡學生人口減少，考評局數字
顯示，文憑試報考人數續見跌幅，

由去年約6.82萬名下跌6,500人至約6.17
萬名。以學校考生計，其中近七成選擇
「4核心+2選修」的報考組合，其次有
一成六考生選擇「4+3」。
考評局公開考試總監李王鍏指，今年

「STEM」及經濟類選修科頗受考生歡
迎，最多學校考生報考生物，拜錄得
13,755人，其次為經濟、化學、企會財
及物理。

減輕讀障生書寫壓力
本年考評局收到約2,500名考生申請
特別考試安排，批准約2,300宗申請，
較去年增加約15%。考評局學校考試及
評核部總經理許婉清介紹說，今年會首
度於通識科引入語音轉換軟件，以減輕
讀寫障礙考生的書寫壓力。局方共批准
220名考生使用語音轉換軟件的申請，
約70人經試用後發現不適合，預計最後
有150名考生使用服務。
這批學生將於原校應考，涉及約100

個試場，設有隔音板及隔音耳罩協助其
考試。
李王鍏補充指，該語音轉換軟件未來

或會擴大範圍至其他科目，但表明不包
括語文科目，因語文科需考核學生寫作

能力，引入語音轉換軟件有違考試原
意。唐創時提醒這類工具需時練習，呼
籲有需要學生宜及早向局方申請，早作
準備。

應付通脹「難承諾不加價」
2016年及2017年文憑試已連續兩年加

費，分別上調2%及3%，被問到明年考
試費情況，唐創時表示近年考生人數逐
年減少逾 5,000 人，「以每人考試費
3,000元計，考試費收入減少逾千萬港
元，虧損程度就連其他收入都難以彌
補」，加上需要應付通脹壓力，他坦言
「很難承諾不加價」，但實際收費仍處
商討階段。
考評局今日起開始向學校派發准考

證，自修生的准考證亦已寄出。
唐創時表示，今年會有針對性改善措

施，額外設軟件檢視考生獲派考場編制是
否完善，強調已加強准考證之質素保證。
他又透露，考評局已完成「基本能力
評估研究計劃（BCA）」的出卷工作，
他認為BCA是評核不是考試，有助了解
學生進度。
今年8月約滿後將會離任的唐創時表

示，目前未計劃離任後的安排，眼下將
主力做好文憑試工作，至於新秘書長招
聘則進展順利。■唐創時表示2018年文憑試有加價壓力。 姜嘉軒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柴婧）香港
公開大學昨日舉辦新春傳媒團拜。校
長黃玉山透露該校擬斥資8億元興建
的護理及健康教學綜合大樓今年底動
工，料於2020年建成，屆時學生人均
可享校園面積將由7平方米增至10平
方米。
另該校將向政府再爭取將創意媒體

藝術、商業管理、電腦學、幼兒教育
範疇課程納入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
計劃（SSSDP），目標是把公大的政
府資助學額由現時350個，增至1,200
個至1,500個。

黃玉山盼兩年可籌得足夠費用
為擴大學生可享用的校園空間，黃

玉山指該校計劃今年底動工興建護理
及健康教學綜合大樓，估計投入資金
成本8億元，有關項目已獲政府免息
貸款4億元，稍後再交上立法會財務
委員會審批，相信不會受立法會拉布
影響；另外一半費用將向賽馬會、商
界等籌款，希望近兩年可籌得足夠費
用。

新建築主要用於
護理及健康課程教
學，包括護理學
（普通科及精神
科）、健康及心理
學、幼兒教育（特
殊教育需要）、言
語治療、運動管理
學、營養學、物理
治療及職業治療
等。設施主要包括
護理學、心理學、
專職醫療實驗室等。
新大樓位於何文田校舍本部對面、

常盛街的一幅約2,180平方米地皮，建
設總面積約18,680平方米。大樓綠化
面積不少於建築用地面積的20%，與
鄰近的公共休閒公園融合，附近居民
亦可出入。大樓有節省用水設備、提
升空氣質素裝置、高校節能照明系統
及可再生能源裝置等。
施政報告早前提出將指定專業/界別

課程資助計劃恒常化，每年獲資助入
讀自資學士學位課程的人數由1,000個

增加至3,000個。目前公大的相關學額
為350個、涉及4個課程，副校長（學
術）關清平希望爭取把這類學額增加
至1,200個至1,500個，課程可擴展至
創意媒體藝術、商業管理、電腦學、
幼兒教育等4個範疇。
黃玉山提到，公大的護理學院屬全

港最大，現有3,300名學生，但仍難以
滿足香港人口老齡化對護理人才的需
要；未來公大未必會增加學額，但計
劃增辦精神健康及心理學學士、營養
學學士和其他輔助醫療課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高鈺）教資會轄下
質素保證局昨日公佈有關理工大學的第二輪
質素核證報告，當中對於理大在落實四年制
本科課程、確保畢業生特質，以及使用電子
教學資源方面有較高評價。
不過在國際化層面，報告指出理大雖然於

多項工作積極進取，但現時學生參與海外交
流計劃比率相對偏低，某些學院和學科亦較
難物色合適的交流及學分轉移夥伴院校，建
議理大進一步增加學生出外交流的預算撥
款。

四年制本科課程獲報告讚揚
理大質素核證由質保局專家評審小組進

行，除審視相關資料外，小組亦先後會見理
大教職員、學生、校外相關人士包括本地僱
主及理大畢業生，全面核證理大質素。報告
讚揚理大多個範疇的工作，例如於落實四年
制本科課程時設立雙層學業指導體系、規定
必修服務學習及校企協作教育實習科目，以
及監察畢業生特質等。
另外，報告亦指理大致力提升學生學習體

驗，讓教職員能善用創意教學方法和電子科
技，並於網絡課程及混合式學習資源有重大
發展，而學生滿意程度也甚高。
現時理大有於包括內地及澳門開辦多個境

外碩士或深造課程，報告表示，雖然校方已
盡力讓有關課程設計與支援、教職員團隊資
歷等維持與本地課程相若，但由於教學語言
和評核數量的不同，境外與本地課程質素仍
有差異，認為理大應加強境外課程的質素保
證工作。
而有關國際化方面，報告指理大於課程
設計、教員聘任、招收及支援非本地學生
融合等方面都積極回應有關主題，而師生
對相關策略重點亦感認同，不過卻並無於
畢業生特質衡量及監察有關成效，提議應
增設。另報告發現理大學生參與海外交流
比率偏低，部分學術單位於物色海外伙伴
院校、設立學分轉移安排及為來港交換生
提供住宿方面亦遇到困難，認為校方需要
檢視，並增加供本科生及研究生海外交流
的預算撥款。
理大校長唐偉章對報告的認同感鼓舞，並

指將徹底考慮評審小組的所有提議，持續提
升教學質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伊莎）中文大學昨日
公佈的一項研究發現，本港有八成家長每天均會
與子女吃晚飯，但只有一半家長每天會與子女閒
談。研究指家長與子女若多閒談、多談學校生活
及多一起吃晚飯，學生學業成績會較佳，估計可
提高2分至3分（以100分為滿分）。負責研究
的中大卓敏教育心理學講座教授侯傑泰分析指，
分數提高意味學習動機及自信心提升，建議家
長可爭取在晚飯時與子女多交流。
中大教育數據研究中心在2015年6月以問卷
訪問了1.5萬名小三、小六及中三學生，及1.3
萬名家長，了解家長跟子女閒談對子女教育的
影響。
結果發現，八成家長每天與孩子吃晚飯；一半
家長與孩子每天閒談，兩成至三成每周一兩次，
兩成至三成則更少。而多與家長食晚飯和傾談學
校生活的學生學業成績較好，按推算可提高2分
至3分。
侯傑泰認為，這2分至3分相當於能提高子女

對學習的動機及自信心，長遠而言有助提高學業
成績，鼓勵家長把握機會與子女傾談。中大教育
心理學副教授伍斐然建議，家長跟子女傾談生活
時，要投其所好，先傾談子女有興趣的事，再了
解其校園生活。

近半小三家長幫子女做功課
此外，研究發現，近半小三家長每月最多替子

女做一兩次中英數功課；至中三增至約七成。同
時發現，無論子女成績高低，家長都會協助他們
做功課，估計是因家長的個人選擇及風格各有不
同，而非按照子女的實際需要。
伍斐然提醒家長，不應只在乎子女能否完成功
課，而是要他們掌握學習方法，「眼光要長遠一
點，日後才可放手讓他們自學」。

香港文匯報
訊 （記者 柴
婧）中文大學

新亞書院學生會近日舉辦「新亞人字拖設
計比賽」，由新亞學生投票，勝出的設計
會被印成實物拖鞋並出售，但候選作品公
佈後惹來多個書院不滿，在網上「互
片」。
由於有設計含「崇基」、「逸夫」、
「止於至善」等字樣，崇基學生會昨批評
此舉令眾崇基人憤怒和不齒，有「崇基逸
夫在腳下」的意思，並威脅新亞學生會若
於24小時內不作適當回應，將禁止該會及
其屬下團體使用崇基服務。
聯合書院學生會亦揶揄「字句之設計招
來滿地花生」。

新亞設計賽激嬲其他書院
崇基學生會昨午在其facebook專頁發文

指，有關設計「創意令本會大開眼界，部
分設計甚至令眾崇基人憤怒和不齒」，把
崇基及逸夫印在拖鞋上及寫崇基書院校訓

「止於至善」的兩個設計表達了「崇基逸
夫在腳下」的意思，並認為新亞人在是次
比賽展現出目中無人的態度。
該會要求取消兩設計參賽資格並向崇基

同學道歉，並指若新亞學生會於24小時內
仍不作適當的回應，將禁止新亞學生會及
其屬下團體使用其任何服務，包括借用嶺
南運動場之橫額位置。
逸夫書院學生會亦回應稱設計「嚇逸夫

同學一跳，若有關逸夫的設計有幸勝出，
還望新亞同學高抬貴腿，不要胡亂踐
踏。」另一設計「聯合摺埋過檔新亞」的
拖鞋，亦令聯合書院學生會不滿，並在
facebook專頁發文稱「字句之設計招來滿
地花生」，要求他們解釋「到底聯合何以
摺埋？」

中大學生會：愛莫能助

至於接到會員求助的中大學生會則回應
指「愛莫能助」，「個個作品都設計得咁
靚，呢局一於打和」。
新亞書院輔導長莊太量回覆本報指，無

論設計原意為何，但事件的確引起他人不
安，書院管理層對此表示歉意，並已建議
學生會撤走設計，但若學生會有充分理由
亦不會有強制要求。新亞學生會至截稿時
仍未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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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與家長晚飯閒談
學業成績可多3分

公大8億元護理教學大樓年底動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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