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譚鐵牛：「京港大學聯盟」助港融國家大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立法會

教育事務委員會昨日討論小三全港性系

統評估（TSA）今年復考，負責TSA運

作的考評局透露，約有180所學校有意

安排全級小三生應考，佔官津直資小學

總數約37%。有議員認為近四成小學主

動全級考比例過高，擔心操練誘因重

臨，會令當局「抽樣減操練」的原意形

同虛設。教育局局長楊潤雄表示，是否

全級應考屬於教育專業決定，局方會尊

重，強調評估不等於操練，更不認同有

意見稱學校申請全級應考是為了「折

磨」學生，當局會透過家長及學生問卷

等方式，持續監察學校有否操練。

180小學全級應考TSA
佔總數約37% 楊潤雄：不會干涉 持續監察

為應對過度操練引致學生壓力問
題，教育局早前宣佈今年的小三

TSA將「不記名、不記校、抽樣10%
參與」形式進行，學校也可按專業判
斷，自行向考評局申請全級參加，利
用數據回饋日常教與學。考評局秘書
長蘇國生指，截至前日共收到約180
所學校報名參與，當中包括約30所官
校。

議員憂操練問題持續
對小三TSA新安排，有立法會議員

認為未能完全解決操練問題，質疑個
別小學校長或為了「虛榮」而讓全級
小三生應考，決定前又未有充分諮詢
家長或教師意見，稱全級應考的學校
是「折磨」學生。亦有議員指，近四
成小學全級考比率過高，以官校計全
級考比例更近九成，偏離抽樣10%的
原意，擔心操練問題會持續。

楊潤雄回應時重申，評估並不等於
操練，經歷過去幾年的優化後，很多
學校都能在無操練下參加TSA，並可
利用學校層面的報告，更仔細地調節
教與學安排，改善學生學習成效。
他強調，現時當局只需要10%學生

抽樣以獲得全港層面的數據，檢視整
體課程及支援措施，是否讓全級小三
生應考則完全是學校的校本專業決
定，「他們覺得報告有用的話，可以
安排學生去考；覺得沒用，就只是全
港層面去做」，至於具體校內諮詢，
相信交由學校法團校董會決定最為合
適。

報告除學與教不可他用
對有意見質疑學校或為了「虛榮」

而申請全級應考，並因此操練學生，
楊潤雄強調相信學校的專業決定，不
認同學校申請全級應考是「折磨」學

生。他又重申，局方已表明全級應考
的學校報告只可用以回饋學與教，不
可作其他用途，局方未來亦將繼續監
察學校，包括以問卷調查向家長及學
生了解校內有否操練情況，如學校出
現問題，局方亦會跟進處理。
就自行申請參與全級考小三TSA的

官立小學比率近九成，楊潤雄回應
指，即使教育局是官小的辦學團體，
當局也不會過問學校有否全級參與，
相信那是各官校所作的專業決定，他
本人亦是於昨日的會議才首次從考評
局得知報名全級應考TSA的官小數
目。他亦不認同公開全級應考學校的
名單，或追究哪些學校是否應考，避
免向學校施加壓力。
對於有家長稱不想子女參與TSA有

意請假，楊潤雄指學校可參照校內活
動如運動會、學校旅行等缺席安排，
以校本原則處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財政預算
案早前公佈，為2019年中學文憑試考生代
繳考試費，隨後修訂安排限定於學校考
生，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昨日亦就此進
行討論。多名議員提出，希望措施能持續
讓未來考生受惠，教育局副局長蔡若蓮回
應指，有關措施只屬於一次性，未有計劃
恒常化，但指日後有機會可以再探討。
就有議員關注自修生不獲代繳考試費，

認為措施不夠全面，忽略每年數以千計自
修生的需要，蔡若蓮表示，修訂安排是希
望杜絕「玩票」性質的考生，確保考試運

作暢順，希望能釋除家長及考生的憂慮，
讓考生安心考試。
她又強調，當局無意否定自修生的努

力，並指如考試能暢順運作免受滋擾，認
真學習的自修生亦能減輕心理壓力，相信
他們不太介意繳費考試。
教育局預計，代繳考試費安排涉及1.7

億元開支，昨日會議上多名議員提出應將
資助恒常化，讓未來其他屆別的考生都受
惠。蔡若蓮表示，按現有計劃有關措施屬
於一次性，未有恒常化的考慮，但相信如
社會有建議，日後能再作探討。

蔡若蓮：免DSE費恒常化可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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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閱作卷較易 整體合格率料升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柴婧）中學文憑試
昨舉行英文科卷一閱讀
和卷二寫作考試。有英
文老師表示，近年英文
科難度好像按年「高低
交替」，繼去年難度較
高後，今年試卷傾向簡
單，例如今年閱讀卷長
問答題目為歷屆文憑試
最少，且深單詞不多，
預計整體合格率會較去
年提升；作文難度亦不
高，但有題目內容新穎
亦有「陷阱」，考生需
仔細審題才能穩奪高分。
閱讀卷分甲部和乙部，前者為必
答題，主題關於讀書時聽音樂會否
分心等，後者為選答題，主題關於
蜜蜂和養蜂等。選答題分為兩部
分，主題一致，難度不同，分別涵
蓋兩篇文章，不過考生若選擇較易
的Part B1最高只可獲level 4成績，
故自信較高的學生可挑戰較難的
Part B2，以免分數「打折」。

「最恐懼」必答長問答僅三道
廠商會中學英文科主任鄧美儀
指，今年文憑試英文科的閱讀及寫
作卷程度較去年淺，題目直接。她
舉例指，學生較為「害怕」遇到的
長問答題今年在必答題部分僅出現
三道，而選答題的第一篇文章亦較
去年少一道長問答題。
不過，選答題第二篇文章，其長
問題較去年多四道，達10道，且出
現了較深的字，例如「claustropho-
bic (幽閉恐懼症)」、 「apiarist」(養
蜂者)」等，鄧美儀認為「呢部分題
目新啲」，但仍是合理範圍，足以
辨別考生英文能力，「有相應程度
的同學冷靜應對，其實可以做

到。」
今年作文卷一必答題部分要求考

生撰寫家長信，鄧美儀表示，近年
文憑試寫作要求考生以學生身份寫
信給校長的試題出現過，但代學校
寫信給家長則未見過，但只要學生
掌握正式信函的寫法，題目便不算
難。

題目看似容易但有「陷阱」
她推測今年選擇作文第四題的學

生會較多，該題要求以雜誌專欄作
者的身份，回覆一個曾來信訴苦、
希望成為獸醫但遭父母反對的16歲
的年輕人。她指題目看似最容易，
但有「陷阱」，因題目歸類為「so-
cial issue」，並非「workplace」，估
計不可只針對獸醫此職業作討論，
或要探討親子關係及溝通、甚至討
論「直昇機家長」（helicopter par-
ents）等社會議題，才能獲得高分。
就讀英中的周同學認為，閱讀選
答題部分有些「着數」，因為與蜜
蜂和養蜂有關的深詞，在生物科上
早已學會；至於閱讀較去年簡單，
作文部分雖有未見過的題型，但因
題材生活化，亦不難應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柴婧）由國家
教育部及香港特區教育局促成、北京大
學及香港科技大學牽頭的「京港大學聯
盟」昨日正式成立，並於科大舉行成立
典禮，邀得國家教育部部長陳寶生、中
聯辦副主任譚鐵牛、教育局局長楊潤雄
等人主禮。譚鐵牛致辭時指，相信聯盟
可以為服務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為
服務國家「一帶一路」戰略倡議作出更
多貢獻。
京港大學聯盟成立典禮昨日下午在科
大舉行，陳寶生、譚鐵牛、楊潤雄及北
京市教育委員會主任劉宇輝任主禮嘉
賓，多名特區政府官員與聯盟發起大學
的代表亦有出席。
譚鐵牛致辭時表示，對兩地大學落實
「京港大學聯盟」的高層次合作平台感
到欣喜，認為聯盟對香港融入國家發展
及「一帶一路」倡議可作貢獻。

楊潤雄：促京港大學互利共贏
楊潤雄則說，聯盟成立可進一步推動
京港兩地大學學術及科研交流，現互利

共贏，進一步深化兩地大學在人才培養
和科學研究領域的優勢互補。
兩地20所大學的代表昨日都出席了

成立儀式，包括香港8所資助大學，以
及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
學、北京師範大學、中國科學院大學等
12所北京的大學。

今年起，聯盟將參與一年一度的京港
洽談會，並舉辦京港大學校長論壇，拓
展兩地高教界的高層次交流活動。

陳寶生林鄭出席「C9+1」研討會
在京港大學聯盟成立典禮舉行前，楊

潤雄也陪同了陳寶生參觀保良局黃永樹

小學，陳寶生提到，為表達國家教育部
對香港教育與青少年學生的關心與支
持，會向全港小學各送贈十套讀本作為
禮物，題材涵蓋中國歷史、地理、科學
知識及文學經典等，總數約500多套。
該批書籍稍後會付運到港。
此外，由內地9所頂尖研究型大學組成

的「中國九校聯盟（C9）」亦與香港大
學合辦「C9+1」研討會，昨日於港大的
開幕禮邀得陳寶生及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出席。是次研討會前日起一連3天在港大
舉行，以「創新及卓越教學」為主題，
由「九校聯盟」成員校及港大共同探求
研究型大學的創新及卓越發展之路。

香港文匯報訊 長江製衣有限公司及YGM貿易
有限公司的創辦人、著名工業家及慈善家陳瑞球博
士的家屬，昨日上午假香港殯儀館為陳博士舉行安
息禮拜及大殮儀式。

董建華梁振英等扶靈
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梁振英，特區政務司司

長張建宗，全國政協委員、中聯辦原副主任殷曉
靜，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羅智光，行政會議成員召集
人陳智思，立法會主席梁君彥，原全國政協委員、
肇豐針織有限公司董事長方鏗，全國政協委員、香
港廣東社團總會創會主席、香港裕華集團主席余國
春，全國政協委員、協成行發展有限公司董事總經
理方文雄，以及原澳區全國政協常委、勝利證券資
產管理部基金經理楊俊文等為陳瑞球扶靈。
董建華及陳瑞球女兒陳淑玲在儀式上致辭，紀念

這位傑出的工業家及好父親。前日和昨日前往弔唁
的政府官員眾多，包括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財政司
司長陳茂波、前任行政長官曾蔭權、教育局局長楊
偉雄、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等。

張曉明王志民等送花圈
另外，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張曉明，中聯辦主任王

志民和副主任譚鐵牛、何靖等均致送了花圈。全國
政協辦公廳、中央統戰部對陳瑞球逝世表示哀悼。
陳家昨日對各界的心意致以衷心的感謝。

陳瑞球舉殯
政商名人送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議員梁美
芬昨日聯同「西九新動力」的區議員及幹事與勞福
局局長開會。他們要求放寬公共福利金申請資格；
擴闊醫療券用途做基本生活津貼券；將大灣區以至
海南省納入長者養老計劃；將醫療券範圍擴大至相
關醫療服務及大灣區的相關醫療服務機構。
他們並提出，要求長者年金不納入資產；新增更
多政府資助安老院舍；放寬關愛基金長者牙科服務
年齡限制2元全港搭擴闊至60歲至64歲人士及全
日制學生；增設18區流動牙科醫療車；在九龍城
增加少數族裔人士支援服務中心。

梁美芬會羅致光
倡放寬福利金資格

▲譚鐵牛 科大供圖

◀陳寶生（前排左七）及楊
潤雄（前排右七）一同見證
北京和香港兩地高等教育院
校結盟。

▲中學文憑試（DSE）昨日開
考英文科，考生在一天內需應
考英文卷一及卷二。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今年英文科，閱讀卷長問答
題目是歷屆DSE最少，且深
單詞不多。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鄧美儀指，今年文
憑試英文科閱讀及寫
作卷程度較去年淺。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周同學修讀生物
科，認為閱讀選答題
部分有些「着數」。

■各界送別陳瑞球。

■董建華在儀式上致辭悼念陳瑞球。

■梁美芬聯同「西九新動力」區議員與羅致光開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