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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A考生：原來唔難 有助學習
比校內試更輕鬆 無操練只抽樣 反TSA爸爸釋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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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香港近年
致力配合國家「一帶一路」倡議，包括鼓勵
更多互訪交流，促進「民心相通」，但要更
有效建立友好關係，「語言互通」的作用不
容忽視。
中文大學語文研究學者認為，香港語言環
境多元，在充當互通橋樑角色方面具優勢，
而因應東南亞及海上絲路國家沿線亦不乏使
用粵語的華人，建議香港可進一步鞏固粵語
地位，同時於學校中文課程裡適當加入粵語
拼音及語法等基礎知識，讓本港來自「一帶
一路」地區的少數族裔學生亦能受惠，長遠
有助培養更多能兼擅相關語言的人才。

流通大灣區 東南亞適用
近年香港有關「一帶一路」焦點較多集中
於經濟關係的發展，中大中國文化研究所吳
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主任鄧思穎認為，人
文交流其實也是值得重視的方向，語言為當
中一大關鍵，「在香港有超過九成人說粵
語，能說普通話的大約一半，至於會說福建
話、潮州話、客語、上海話的人，加起來其
實亦有一成。」
鄧思穎指，上述語言其實已經涵蓋了東南
亞華人所說的主要語言，「尤其粵語並非只
是局限於香港的『本土』語言，不但流通於
『粵港澳大灣區』，也是東南亞和其他海上

絲路國家中，華人所樂用的溝通工具」。因
此在他看來香港語言環境其實是個優勢，於
促進「一帶一路」華人的交流方面提供便利。

育少族粵語人才 助溝通沿線國
另一方面，本港少數族裔不少來自「一
路」沿線國家，他們本身懂得家鄉語言，鄧
思穎認為可加強粵語培訓，將有助他們成為
雙語甚至三語人才，使他們日後有助跟海上
絲路國家的聯繫，投入參與「一帶一路」的
發展。
香港素來強調「兩文三語」均衡發展，但

鄧思穎指現今社會有關粵語的知識並不足
夠，「大部分學生對粵語拼音陌生，粵語的
歷史源流也不知從何說起」。
他認為問題源於現時中文科未有提供相關

資訊，建議當局宜考慮於中小學課程引入章
節適量介紹粵語系統。
他又強調，教師培訓方面亦需要配合，助

他們掌握粵語拼音等適當工具，以有效提升
中文教學，「例如向學生講解『八百』的讀
音時，單憑口講難以將訊息傳遞予學生，但
如果透過拼音解釋，『八』的尾音是t，
『百』的尾音是k，學生便會較容易理解」。

中大倡加授粵語 增「帶路」民心交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科大近日與
綠色團隊「Smiley Planet」在午飯時間舉行
了「走杯@科大」活動，鼓勵同學及教職員
自備杯子，減少製造垃圾，短短兩小時已
有數百位學生及教職員承諾成為「科大走
杯大使」，協力推動環保。科大副校長
（行政）賀致信表示，校內餐廳也響應學
校的環保行動，從今起提供折扣予「走

杯」顧客。
現時餐廳會為外賣客人提供紙杯、杯蓋、
攪拌棒、吸管、隔熱套或膠袋，而香港每天
丟棄數之不盡的外賣杯，每個紙杯要花上數
十年甚至更長的時間才可以完全分解。幾分
鐘的方便，卻大大浪費地球資源，亦對環境
造成長期負擔。
為鼓勵同學及教職員自備杯子，科大上

星期聯同「Smiley Planet」舉行「走杯@科
大」活動，參加者須承諾成為「科大走杯
大使」，在日常生活中減少使用外賣杯，
並拍照上網宣揚自備杯子的正面訊息，便
會得到設計精美的隨行「走杯」及免費港
式奶茶。「走杯」附有可循環再用的杯蓋、
攪拌棒及隔熱套。杯蓋凹位設計，可以橡筋
固定糖包，方便用家隨身攜帶外賣飲料。

科大「走杯」減廢 數百師生響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考試及評核
局昨日公佈聘任現浸會大學教務長蘇國生
為新任秘書長，他將於2017年9月1日履
新，接替約滿的現任秘書長唐創時。考評
局主席陳仲尼讚揚蘇國生於課程發展、教
育行政及公開考試管理經驗與領導能力出
色，是秘書長最合適人選，相信他能領導
考評局提供專業優質的服務，配合社會對
學習進修的需求。
考評局的秘書長招聘委員會經過於本地
及海外公開招聘和嚴格遴選後，決定聘任
蘇國生為秘書長。蘇國生在加入浸大前，
曾於教育大學（前稱教育學院）、理工大

學及職業訓練局，擔任學術、課程發展以
至行政等不同職務。他於教育與考試管理
範疇有涉獵廣泛，過去曾分別擔任考評局
公開考試委員會及公開考試水平委員會委
員，目前則是上訴覆核委員會成員，在檢
視文憑試評核大綱及制定考試水平方面經
驗非常豐富。他同時為大學聯合招生辦法
（JUPAS）管理委員會成員。
蘇國生表示，考評局於舉辦公開試有40

年悠久經驗，期待自己能與考評局委員
會、專業團隊、教育界與各界持份者一同
努力，繼續為香港提供卓越、專業的考評
服務。
另外，陳仲尼亦感謝唐創時過去6年對考
評局的建樹良多，包括任內帶領考評局於
2012年舉辦首屆文憑試，讓考試資歷獲政
府、僱主以及本地與海外大專院校等持份
者廣泛認可。
值得一提的是，唐創時加入考評局前亦
為浸大教務長，當時其原有職務也是由蘇
國生繼任。

蘇國生獲聘考評局秘書長

有些家長會發現，自
己日常與孩子的溝通都
是「三幅被」：「你今
天好嗎？做完功課了
嗎？洗澡了嗎？該睡覺

了。」這類對話無助親子溝通，也容易
令孩子疏於動腦筋。想孩子多思考，不
妨從日常對答內容入手，向孩子有系
統、多層次地提問。
學者Irving Sigel專注研究向學生發問問
題的技巧，因腦部會透過回應問題，發展
社交、情緒及認知的能力，而具挑戰性的
問題更有利學生學習。他建議教師在教學
上多使用有層次的問題模式，以培育學生
的高階思維，當中的技巧也適合家長們參
考，以下就以閱讀及日常生活作為例子。

讓孩子「有得揀」學習「旁觀者清」
在閱讀時，家長直接讀出圖書的內容，
讓孩子也同樣地朗讀，然後詢問一些可以
在字裡行間找到答案的問題，鼓勵他們細
心閱讀，明白書本所說。
平日和孩子外出時，可以互相形容眼前

的景物，從中發問，培養孩子看得仔細，
並留意別人注意到而自己忽略了的地方，
豐富內容及影像。
家長可在對話時為孩子提供一些建議選

項，如在故事看到一半時，提供有可能將
發生的不同情節讓孩子選擇，鼓勵孩子思
考事情有不同可能性的發展，亦讓他們學
習抽離角色，進行「當局者迷，旁觀者
清」的思考。

另外，與其只問孩子「上學怎麼
樣？」，可以更具體地詢問他們校內發生
的事，從而談談事情發展下去的不同可能
性，培養多角度思考。
家長也可帶領孩子進入故事或事件中，
當孩子變換角色時，他對該事的立場是什
麼，「你覺得野狼裝扮成小紅帽的祖母，
想藉此欺騙她並要吃掉她時，心情會非常
緊張嗎？」
同樣地，孩子在分享所見所聞時，家長
可以問：「如果你是當事人，面對同樣的
情況，會有什麼立場？」讓孩子代入角色
思考。透過開放式問題，可讓孩子發揮創
意，應用學到的知識，表達想法。

「開放式」發問 跟進題加深思考
最後，進階問「雙問題規則 」（The
Two-Question Rule）的問題，即詢問一個
開放式問題後，就着孩子的回應，再來一
條跟進問題，使孩子加深思考，例如問孩
子「今天上學如何？」，通常得到的答案
是「可以啦」、「好好啊」，家長不妨追
問：「是嗎，那麼有什麼感受？」這樣孩
子需要多想一步，進行高階知識及情緒上
的分析，然後決定如何與你分享、分享多
少才算合適。
持續採用這種有層次的答問模式溝通，
不但可以彼此提升高階思維，更有助提高
對話內容的質素，也可增進彼此的認識及
強化親子關係。

■香港教育城高級發展經理洪婉玲
（標題和小題為編輯所加）

親子答問「有層次」思維優化溝通易

至於親身應試的小三生，雖然試前亦
曾擔心「做唔切、唔識做」，但最

終發現評估沒想像中困難，甚至較校內
考試更輕鬆。
小三BCA的說話及視聽資訊評估昨日
及今日舉行，一般而言，考評局會在每
校隨機抽出24名學生分別參與中文及英
文說話評估，而中文科視聽資訊評估則
為30人。其中中文說話評估包括「看圖
說故事」和「小組交談」兩部分，每名
學生只參加其中一項，題目以小三生生
活經驗為基礎，內容包括個人成長、家
庭生活、校園生活、童話故事和想像
等。

以「看圖說故事」為例，昨日其中一
題為有關森林動物分享食物的4幅圖畫，
學生可用3分鐘時間準備；至於「小組交
談」以三人一組，由主考員引導學生進
行兩分鐘的小組交談，題目包括「和家
人的快樂時光」、「學校旅行日」、
「在學校的開心事」等。

學生支持「測試一下能力」
聖公會聖雅各小學昨日有學生如常參

與BCA，校長張勇邦表示，校方上月底
向家長發通告告知BCA安排，並於日前
安排「綵排」讓學生了解考試形式，但
強調並非模擬考試，他表示，至昨日暫

未見有家長不讓孩子應考。
該校有應考中文視聽資訊評佔的小三生

張同學及柯同學表示，在考前沒做過任何
準備，而她們得悉自己被抽中時感到有些
緊張，因為怕「做唔切、唔識做」。
不過張同學直言，應考後覺得考試內

容「沒想像中咁難」，甚或有助學習，
柯同學更表示BCA比校內考試更輕鬆。
對於明年小三生應否考BCA，她們覺得
「都好」，因可以測試一下學生能力，
亦可以練習心態應付評核。

車先生：信學校不會操練
車先生的兩名孿生女兒昨日有被抽中

應考說話評估。
他表示，過去眼見女兒就讀他校的同

齡朋友要操練TSA，自己亦曾擔心親子
時間被犧牲，加上對TSA能否提升教學
有疑慮，故在一年多前女兒就小二時已
親自致函校長，要求不讓她們做TSA練
習和參與考試。
其後他得悉學校並沒有為TSA／BCA

作操練，加上視聽及說話的考生屬隨機
抽樣，故昨日他放心讓女兒應考。而對
於6月舉行、全體小三生應考的筆試，車
生指對學校有信心，認為不會操練
BCA，而屆時會視乎情況，再決定會否
讓女兒應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持續受爭議的小三基本能力評估研究計劃

（BCA，前稱全港性系統評估TSA）昨日起一連兩天進行視聽及說話評估，

每校會隨機抽取20多名至30名考生應試。有小三生的父親憶述，在前年底

反TSA風波最熾熱之時，自己亦曾因擔心操練問題致函學校，拒絕讓兩名當

時讀小二的女兒參與TSA；但後來經校方向家長解釋，又發現並未有操練，

加上昨日評估只屬抽樣不用作任何準備，令他釋除疑慮放心讓女兒應考，更

有信心學校不會就6月的筆試作操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柴婧）小三基本能力評估
研究計劃（BCA）昨日第一次開考，曾在政綱中
提出擱置BCA的候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表
示，在6月30日及之前的特區政府工作、施政全部
由現屆政府主理，她不會發表意見；到7月1日後
的工作則會按着「政綱裡提出和我現時不斷見很多
立法會議員和各界，聽他們的意見」。

10分「非常懂」受訪者平均分4.4
此外，有婦女團體進行的調查顯示，大部分市民對
BCA無足夠認識，學校間的處理態度及方法有明顯
差別，較多人支持取消，但亦有不少人反對取消、建
議暫緩並檢討、改善。
香港婦聯近日訪問了547名巿民，以了解他們對

BCA的取態，當中近八成是家長。結果顯示，若
以10分代表非常了解BCA，受訪者自評平均只得
4.4分，反映大部分人對此沒有足夠認識和了解，
且學校對待BCA的態度差異亦很大，學生的功課
壓力有很大差別。
48%受訪者支持取消BCA，33%人反對取消又

或建議暫緩並檢討、改善，近兩成人沒有清晰的取
態。婦聯建議，教育局應提高對家長及公眾對
BCA的認識，加強對學校的支援，減輕學生學習
壓力，確保計劃能評估學生真實學習水平，建議暫
緩小三BCA。

市民不熟BCA
港婦聯倡增支援

■■大批同學及教職員承諾成為大批同學及教職員承諾成為
「「科大走杯大使科大走杯大使」。」。 科大供圖科大供圖

■■聖公會聖雅各小學校長張勇邦聖公會聖雅各小學校長張勇邦（（右三右三））、、
教師及家長教師及家長，，分享學校對於分享學校對於BCABCA的安排的安排
及看法及看法。。右一為車先生右一為車先生。。 黎忞黎忞 攝攝

■柯同學（右二）認為BCA比應考校內考試輕鬆，而她認為若其他學生應考則
可測試他們的能力。圖左一起為張太、張同學及柯太。 黎忞 攝

■ 鄧 思 穎
（中）提倡
在學校中文
課程適當加
入粵語拼音
及語法等基
礎知識。
姜嘉軒 攝

■香港婦聯昨日發佈小三BCA問卷調查結果。
受訪者供圖

■蘇國生獲
聘考評局秘
書長，將於
2017年9月
1日履新。
浸大圖片

■科大副校長（行政）賀致信（左二）與學生大使及「走杯@
科大」主辦單位Smiley Planet的代表合照。 科大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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