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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大生禁畢業

應考次數不限 2017/18 年或以後取錄學生「走唔甩」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伊莎） 為提升學生的學業質素，
嶺南大學決定採用「國際英語水平測試」（IELTS）為評核
工具，要求所有學生應試及總體成績要達 6.5 分方可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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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大表示有關安排將適用於 2017/18 年或以後取錄的學生，
校方無規定學生應考的次數。至於理工大學則正研究限制同
學重讀必修科最多兩次的措施，校方回應指由於學生重修科
目涉及資源運用，及學生是否適合選讀某些學科等問題，校
方正就此研究及討論。

教資會轄下質素保證局早前發表
嶺大的質素核證報告時曾提

出，僱主和校友對該校畢業生英語
水平滿意程度偏低，促請校方在學
生入學和畢業時嚴格測試其英語能
力。

校方允全數資助首考費
嶺大學生會日前在其 facebook 專
頁發帖提到，校方在最近校務會議
中提出強制新增英語畢業試，學生
會將於本周三（3 月 1 日）舉行學術
論壇討論事件。
據了解，校方於會議上曾承諾每
名學生的首次考試費用會由學校全
數資助。
嶺大發言人回覆本報指，自去年

3 月從質素保證局取得質素核證報
告初稿以來，嶺大已就入學和畢業
時測試學生英語能力作廣泛關注和
討論，故於上月 23 日舉行的教務會
會議，決定採用 IELTS 為評核工
具，並把大學英語最低畢業要求劃
一定為 IELTS 總體成績 6.5 分，有
關安排將適用於 2017/18 年或以後
取錄的學生。

理大擬限重讀必修科次數
發言人指，除了個別主修科目或
可獲特別批准，採用較高（如英
文、翻譯）或較低（如中文）的
IELTS 成績外，所有學生均需符合
有關要求方能畢業，但並無規定學
生應考IELTS的次數。

■嶺大學生會在其 facebook 專頁提到，校方在最近校務會議中提出強制新增英語畢業試，學
生會將於本周三舉行學術論壇討論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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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大指個別主修科目的英語畢業
要求，會由相關委員會作進一步考
慮，並由教務會作出決定。
本報翻查教資會公佈八大畢業生
應考 IELTS 的相關數據，發現嶺大
畢業生在 2012/13 年及 2013/14 年
的 總 平 均 分 分 別 為 6.37 分 及 6.45
分，均較嶺大提出的「合格線」6.5
分低。

3次不合格將被開除學籍
另外，理大學生會日前亦在其

facebook 專頁指出，理大為確保畢
業生的質素，有意限制學生重讀同
一必修科的次數最多兩次；若 3 次
仍不合格，而院長或學系不批准學
生重讀該科，學生將被開除學籍。
理大發言人回應指，由於學生重
修科目涉及資源運用，及學生是否
適合選讀某些學科等問題，在參考
其他大學亦有限制學生重修課目的
次數後，校方現時正就此研究及討
論，而討論委員會亦有學生代表參
與。

政府投放教育開支比例適當
最 新
一 份 財
政 預 算
案的教育經常開支達 786 億元，但
有意見批評這比例是回歸後新
低。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昨日解釋
指，特區政府要平衡不同範疇的
需要，如人口老化需加強投放在
醫療的資源，而現時學生人口下
跌，學生人口佔整體約兩成，故
今年投放在教育的 21%比例實屬
適當。
他強調政府投放了不少資源在
教育上，如新學年實施的免費幼
教，就獲額外撥出 27 億元經常開
支。
吳克儉昨日出席商台節目時
指，今年預算案中的教育開支是
各範疇中最大部分，涵蓋不同需
要，例如增加「指定專業/界別課
程資助計劃」至 3,000 個學位，資
助學生修讀自資課程，切合社會
發展需要，連同公私營學位，目
前已有四成六適齡學生可修讀學
士學位課程，與世界平均水平相
若。
另政府亦已預留足夠資源，改
善「火柴盒式校舍」的設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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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教課程指引》學生為本
因應免費幼稚園教育的推行，
吳克儉透露當局今日會推出《幼
稚園教育課程指引》，強調學生

為本，學習以遊戲教學為主，包
括具體規定幼兒班不能要求學生
執筆寫字，低班及高班亦不能操
練學生，同時當局會要求小學調
整小一小二課程以作配合。他又
指局方會加強監管獲資助的幼稚
園，確保教學質素及加強幼師的
專業培訓。
吳克儉留意到小部分家長為提
高子女入讀心儀小學的機會，替
孩子報讀兩所幼稚園，他認為幼
兒教育着重培育學生的學習興
趣，過度施壓只會適得其反，更
恐影響孩子成長，得不償失。
他強調，幼稚園不是因為要入
讀小學而設立的教育，期望新指
引可扭轉不良的風氣。
被問及教育局推出「2017 小三
基 本 能 力 評 估 （BCA） 研 究 計
劃」至全港小學的決定備受社會
爭 議 ， 吳 克 儉 重 申 BCA 並 不 記
名，亦非個人評估，「我們去年
推出研究計劃，不少校長的回饋
正面，認同對學與教有效用，所
以今年 6 月推到全港實行。如果罔
顧事實地批評 BCA 會造成學生壓
力，這是不負責任、不專業
的。」
他又指，若有人擔心學校會因
而操練學生，應拿出事實證明，
否則單純估計會操練云云是不公
道的說法。
■記者 鄭伊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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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克儉稱髮已白
「是時候退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特區政府換班在即，教育局
局長吳克儉昨日首次表明，有意完成本屆任期後退休。他指
在其任期內落實免費幼教、增加教育經常開支等，已達到他
的基本使命及承諾。
他又笑言：「我的頭髮已經白了許多，是時候退休」，並
透露會先休息一段時間，多陪伴家人及多做運動，也希望抽
出時間，每月閱讀 30 本書。

不認同涉國教指責
吳克儉表示，明白社會對他的工作有批評，但他不認同有關
「強推」國民教育的指責，因為在他上任前已有不少學校推行
類似的教育，相信是因當年立法會選舉及其他政治原因等，令
這議題變成「很熱的一個薯仔」（hot potato），又指當時有
很大的壓力要求他撤回國教，局方遂擱置了課程大綱，但仍容
許學校繼續基於校情及學生需要等去推行及運用相關資源。

周王二公助港
「重生」
元朗錦田水頭村內屹立
着一座兩進式古代建築
物，正殿供奉着周王二公
神像，殿外門楣掛上「周


王二公書院」金漆匾額。
周王二公，全名是周有德
與王來任二人，清朝康熙時，前者時任兩廣
總督，後者則是廣東巡撫。在浩瀚的歷史洪
流裡，他們或許不及鰲拜、鄭成功等同期人
物聞名，卻切切實實地影響了香港。
順治十八年，順治駕崩，康熙沖齡即位。
原屬南明政權將領鄭成功部下的黃梧向新帝
上書《平海五策》，試圖通過堅壁清野的戰
略（即焦土政策，當敵人進入或撤出某處時
破壞任何可能對敵人有用的東西），徹底消
滅鄭成功。其中對香港影響最大的一項就是
第一條的遷界令。黃梧要把包括廣東在內的
沿海四省所有居民往內陸遷徙 30 里(一說 20
里)，並設邊界嚴防。
香港當年仍隸屬廣東省新安縣管轄，據
《新安縣志》記述，民眾給這突如其來的遷
界令弄得手足無措。等到朝廷官兵來到，他

們只好放棄財貨、房產，「攜妻挈子以行，
野棲露處。有死喪者，有遁入東莞、歸善，
及流遠方，不計道里者。」
康熙三年(公元 1664 年)，朝廷再下一道遷界
令，香港正式給淘空了。原本還指望三兩年
後能回歸故土的民眾最後也絕了希望。這些
離鄉背井的居民，為了養活自己：有的替人
打工，有的賣身為奴，有的沿途乞食。可憐
的是，一些恥於行乞的人，甚至會舉家服毒
而死。
對此，清初著名詩人屈大釣也曾力斥「生
靈之禍莫慘於此」（《廣東新語》）。
如此這般折騰了 8 年。康熙七年正月，時任
廣東巡撫的王來任上書康熙《展界復鄉
疏》。不久，兩廣總督周有德也上了一道奏
疏，「請先展界而後設防」。在鄭成功的邊
患問題日漸消減下，康熙八年，朝廷終於批
准王、周二人的奏議：「展界，許民歸業，
不願者聽」，而民眾得知即「民踴躍而歸，
如獲再生」（《新安縣志》）。
民眾陸續遷回故土，到了康熙廿二年，施
琅在澎湖大敗鄭軍將領劉國軒所率領之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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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憑試生赴台升學減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姜嘉軒） 內
地及台灣近年均積極招攬港生入讀，
學友社上月進行的「文憑試生內地台
灣升學意向調查」發現，考慮赴台升
學的學生人數跌 7 個百分點，學生對
於台灣院校報讀方法的了解程度更大
跌 17 個百分點。學友社認為港生赴台
意慾下降源於文憑試考生人數減少，
及本港升學機會增加有關。
學友社今年 1 月以問卷形式訪問了
1,721名應屆文憑試考生，以了解他們
到內地、台灣的升學意慾。調查發現
17%學生指會考慮到內地升學，比例
與去年相若；但考慮到台灣升學的學
生 人 數 則 從 去 年 33% 跌 至 今 年 的
26%，跌幅為7個百分點。
另 63%受訪同學表明不考慮到內地
或台灣升學。
學友社學生輔導中心總幹事吳寶城
相信這與香港適齡學生人數下跌有
關，「人數下跌變相使入讀本地大學
或副學位的機會增加，加上政府將擴
大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
（SSSDP）」，部分課程學費昂貴的
問題將得到紓緩，種種誘因讓更多學
生傾向留在本港升學。

北上升學認知升
另一方面，調查顯示港生對內地升
學的認知程度有提升，分別 76%及
70%人表示了解內地大學質素及收生
要求，兩者較去年分別增加 9 個百分

軍，隨後鄭氏納土歸降。康熙皇帝聽從福建
總督姚啟聖的建議，正式頒佈了「復界
令」，並復置新安縣。廿二年來的「生靈之
禍」終於正式完結。
復界後，廣東省沿海縣民有感周有德與王
來任之恩，特建祠紀念。根據記載，新安縣
內共有 3 間周王二公的報德祠，分別位於西
鄉、沙頭墟(也就是今日深圳的西鄉與福田)及
石湖墟。可惜的是，位於上水石湖墟的報福
祠於 1955 年失火焚毀，現時只能通過街道名
稱憑弔周王二人的事跡了。

鄉民建「書院」感謝二公
除了上述 3 間史載的報德祠外，文中開首
所提及的元朗「周王二公書院」也是於康熙
廿三年，錦田鄉民為感謝周王二公之恩，特
於鄉內興建，「既為恩公崇祀之所，復為多
士 文 化 之 堂 」 (《 五 次 重 建 周 王 二 公 書 院
記》)。
至今，仍然維持着十年一屆設壇建醮的做
法，除紀念周王二公外，更為超渡因遷界而
死的亡魂。
■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副講師 葉德平
學院網址: www.cuscshd.hk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點及12個百分點。
台灣方面，超過七成學生表示了解
當地大學的質素與收生要求，情況與
去年相若，然而只有 57%學生表示了
解當地大學的報讀方法，大幅減少了
17個百分點。
吳寶城指出台灣的大學有各自的招
生方法，每年不同的更新狀況或會讓
學生感到混亂。相比之下內地院校報
名方法清楚而不是經常變更，學生較
易掌握。
整體而言，吳寶城認為內地較台灣
升學始終有其獨特優勢，例如收生要
求較低、學費較便宜、課程多元化
等，不擔心被取代。他又提到有兩成
六學生會視「文化/地理位置相近」
為考慮到內地升學的因素，較去年升
5 個百分點，反映學生對內地文化認
同程度增加，「當年到內地升學的首
屆文憑試考生，如今已是畢業生身
份，學生可能從他們身上聽到更詳盡
的分享」，加上政府近年積極為中學
舉辦內地交流活動，也加深了學生對
於內地的了解。
應屆文憑試考生吳夢真為求繼續研
習古箏，打算到內地升讀音樂學院，
她坦言香港相關課程的收生要求較高
且選擇較少，相信往內地升學是不俗
的選擇。另一位中六學生林天樂則希
望赴台修讀航空工程，收生要求較低
是主要考慮因素，但亦曾為學位認受
性而憂慮。

■學友社
上月進行
「內地台灣
升學意向
調查」
。
姜嘉軒 攝

青年學院開放日簡介DVE課程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高鈺） 職訓
局轄下多間青年學院為中三以上程度
的同學提供職專文憑（DVE）課程，
各學院將於 3 月 3 日至 4 月 7 日期間的
3 個星期五舉行開放日，展示培訓及
教學設施，並向家長及學生簡介 DVE
課程，屆時校方會提供各種有趣的體
驗活動、技能示範和攤位遊戲活動，
有興趣的同學亦可即場報名。
DVE 課程採用學分制，學生可在
「商業與服務」、「工程」及「設計

與科技」三大範疇，合共 15 個課程
中，選擇合適的專業課程修讀。學生
取得DVE後，可報讀職訓局的高級文
憑課程。
多間青年學院開放日的詳情，可瀏
覽 http://www.yc.edu.hk/ycsite/html/
tc/about/press_978.html
除青年學院外，位於職訓局九龍灣
及葵涌大樓的卓越培訓發展中心，及
位於職訓局九龍灣大樓與天水圍的酒
店及旅遊學院（HTI）亦同期開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