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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坤明會見港傳媒高層訪京團
冀反映國家發展為港帶來機遇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員、中宣部部長黃坤明昨日在人民
大會堂會見了香港傳媒高層訪京團。
黃坤明表示，今年是改革開放40周年，香
港為國家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作出了獨特
而重要的貢獻。當前，我國迎來了從站起來

到富起來、強起來的偉大飛躍，為香港保持
長期繁榮穩定提供了堅強後盾。希望香港新
聞界積極反映國家發展為香港帶來的機
遇，為深化香港同內地的交流合作、促進
香港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營造良好氛
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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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大副學位兼讀生淪「下等人」
電子學習平台「冇得用」想用圖書館都要額外繳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詹漢基）副學位課程質素是
社會關注焦點。教資會轄下質素保證局昨日發表的最
新報告顯示，浸會大學的副學位部門於確保學生學術
誠信方面出現管理混亂問題，不同單位使用檢測抄襲
系統及記錄違反學術誠信個案做法不一，需要改善。
另外，浸大對近2,000名兼讀制副學位學生支援不足，
報告指相關學生被排除於大學電子學習平台之外，不
能夠於校外查閱圖書館電子資源，部分學生更需要繳
額外費用，才可使用圖書館。

教資會轄下質保局評審小組就浸大
持續教育學院、國際學院、電影

學院等 4 個副學位部門進行質素核證，
經實地視察及會見校外相關人等後，
昨日發表有關核證報告。
質保局主席梁國權說，評審小組認同
浸大的學生為本文化及對學生關顧有加
的態度，而報告亦有讚揚浸大支持副學
位部分教職員的專業發展工作，對該校
提供優質副學位教育感到欣喜。
不過，質素核證報告亦提及浸大副學
位多個不足之處。其中在學習支援方面，
報告指浸大對全日制副學位學生支援水

平，可與資助學士學位課程學生相若，
然而對於兼讀制學生以及資歷架構第三
級及以下課程的學生支援卻明顯較差，
直指「這對兼讀制學生有點不公」。
其中持續教育學院兼讀制證書及文
憑的學生，更需要繳額外費用，才可
使用大學圖書館。

檢測抄襲各有各做管理混亂
報告亦指，浸大兼讀副學位學生人
數近 2,000 人，修業期或超過 300 小
時，但他們卻一般不能使用該校的電
子學習平台「Moodle」。

評審小組認為，正因為兼讀制學生
留校時間不長，更需要使用電子學習
平台，以供學生在校外也能查閱電子
資源，強調浸大應對問題予以正視。
而在推廣學術誠信方面，報告雖認
為浸大在提供信息、培訓和偵察方面
表現不俗，然而在管理上，各單位使
用電子檢測抄襲系統做法不同，於處
理違反學術誠信個案時，也沒有完善
地記錄在案，以致不同部門的處理方
法南轅北轍。

評級想「上訴」不知怎交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尹妮）政府
在 8 月 1 日起實施「四電一腦」回收
政策，至今已逾兩個月。不過，有
團體收到不少居民投訴指，在購買
新電器及安排運走舊電器時遭雙重
收費，加上回收商處理「四電一
腦」的土地不足，經常爆倉，令回
收商減慢回收步伐。他們要求當局
盡快增加回收商數目，及撥出更多
可供處置「四電一腦」的土地，並
要全面及定期檢討成效，加強對社
會的宣傳。

陳勇葛珮帆政總請願
新社聯理事長陳勇，新社聯名譽
顧問、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等
共 20 名代表，昨日攜同十多部舊電
器到政府總部請願，要求政府完善
「四電一腦」回收計劃。
陳勇指出，現時持牌經營「四電一

腦」的回收商只有 5 家，僅得一家回
收商提供上門回收服務，市民在預約
後須等待多天才能運走舊電器，加上
回收商處理「四電一腦」的土地不
足，經常爆倉，令回收商減慢回收步
伐。這些措施未能配合政策，在鄉郊
不少地方均發現有被隨處棄置的舊電
器，嚴重影響市民安全和環境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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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投訴遭雙重收費
葛珮帆說，收到不少居民投訴
指，在購買新電器及安排運走舊電
器時遭雙重收費，令政策「好事變
壞事」，導致擾民及令市民蒙受損
失。
她促請政府要多落區聽取市民對
有關措施的意見，應盡快增加回收
商數目和撥出更多可供處置「四電
一腦」的土地，並要全面及定期檢
■新社聯攜同十多部舊電器到政府總部請願，要求政府完善「四電一腦」回收計劃。
討成效，加強對社會的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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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因應今
年財政預算案提出撥款 3.1 億元支持發
展「教育旅遊」，海洋公園邀請 1 萬名
本地中小學生免費到該園參與「連繫學
生與大自然－STEAM 學習計劃」，園
方共接獲 505 間學校申請，經評審後選
出 43 間小學及 37 間中學參加活動。昨
日首批的兩間中小學率先到訪，利用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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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機動遊戲、動物展館和保育資源參觀
及學習 STEAM（科學、科技、工程、
藝術及數學）。
其中仁濟醫院趙曾學韞小學學生在老師
帶領下進行大自然生態探索，認識本地生
物及植物多樣性，同學亦透過記錄動植物
數量及位置，學習及應用生態調查技巧。
有學生笑言，自己是首次到海洋公園遊

玩，看到罕見的大熊貓、企鵝及多種植
物，感到相當興奮，亦學懂不少動物的生
活特性、環保知識等，打算回家與家人分
享。
至於明愛馬鞍山中學學生，則獲安排
參與海洋公園籌辦的「STEAM 職業互
動講座」，了解各式各樣與 STEAM 及
保育相關的工作。

馬會機管局響應 14 周有薪產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新年度施
政報告建議將法定有薪產假由 10 星期延長
至 14 星期，並即時於全體公務員推行，及
呼籲公營機構和私人企業響應。
香港賽馬會昨日宣佈，由即日起將有薪產
假由 10 星期延長至 14 星期，所有全職女性

中大 「尖子科」收生跌破 分

新社聯促檢討完善
「四電一腦」
免爆倉

員工的分娩日在 10 月 15 日或之後，均可即
時享有共14星期有薪產假。
機管局昨日亦發通告，即時將長期及固定
年期合約僱員的全薪產假延長至 14 周，正
放取產假的合資格女僱員亦受惠。
馬會發言人表示，馬會是本港主要僱主之

一，一向有定時檢討員工的福利政策，關顧
員工身心健康。是次延長產假，是進一步完
善目前的10星期全薪產假安排。

女員工讚馬會措施回應快
有馬會女員工對新政策表示歡迎，認為對

在申請學術評級覆核方面，報告亦
指浸大副學位部門相關程序模糊不
清，學生縱不滿成績，卻不知道該循
何途徑遞交覆核申請，而各副學位單
位的覆核申請限期不一，時間差異甚
至長達3星期。
浸大校長錢大康感謝評審小組對浸
大副學位課程質素的肯定，並指校方
贊同報告中的建議，認為有助該校進
一步優化課程。
他強調校方會不斷檢討副學位課程
的整體政策，並完善管治架構，並劃
一各單位的政策和做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多所
大學近期陸續開始進行明年招生宣
傳，其中將於本周六舉行入學資訊日
的香港中文大學，亦公佈今年的聯招
收生分數。以文憑試最佳 5 科計，環
球醫學收生中位數達「爆燈」的 35
分，即5科5**。
而同一時間，該校多個往年收 30 分
（平均 5*）或以上的「尖子科」今年
分數都明顯下跌，其中藥劑、保險金
融與精算、建築 3 科更跌至 30 分以
下。
有升學專家分析指，因文憑試高分
考生持續減少，導致不少課程收生分
數下跌，其中藥劑行業被指人手過
剩，也可能令課程對尖子的吸引力下
降。
香港文匯報翻查資料，2017 年聯招
中大共有 10 個學科收生中位數達 30 分
或以上，至今年卻有半數錄得下跌，
其中藥劑學由 31 分跌至 29 分，保險金
融與精算學以及建築學兩科，亦由 30
分跌至 28 分；此外，計量金融及風險
管理科學、數學精研兩科，也分別下
跌1分至32分及30分。
此外，中大亦有另外十多個學科收生
分數下跌，可見情況有一定普遍性。

環球醫學收生需「爆燈」35分

至於該校收生最頂尖的環球醫學及
環球商業，今年分別維持於 35 分及 34
分，繼續其「神科」地位，不過收生
數據亦顯示，若以「4+2」6 科計，兩
者的「下四分位數」亦錄得輕微下跌。
另外，中大亦有個別學科收生分「逆市」上
升，其中新興的生物醫學，分數較去年升 1 分踏
入30分「尖子科」大關。
學友社學生輔導中心總幹事吳寶城指，隨着近
年文憑試整體考生持續減少，獲高分人數亦相應
下跌，難免影響大學收生分數。
香港文匯報翻查文憑試資料，日校考生考獲 5
科 5 級及 5 科 5*或以上者，今年均大減一成，分
別只得2,216人及608人。
對個別「尖子科」跌幅較明顯，吳寶城指學生
可能會更仔細審視行業吸引力，以藥劑為例，早
前政府公佈的醫療人力資源報告反映，藥劑師正
面臨人手過剩問題，獲佳績的尖子對其畢業出路
或有所顧慮，因而選報其他學科。
至於建築學，他表示因該科相當看重面試，如
學生面試表現出眾成績稍遜亦有機會考入，致令
收生成績浮動較大，情況可以理解。

婦女而言絕對是一件好事。對於延長產假或
會對工作安排造成一定影響，她指分娩是婦
女人生大事，同事們會體諒，亦相信管理層
會好好作出安排。
另一名馬會女員工說：「我覺得這個政策
十分好，可以讓婦女有多些時間照顧初生寶
寶，產婦自己也有多些時間休息及適應新生
活，對大人同小朋友的身心都好重要。」
她認為馬會今次很快回應政府建議，值得
一讚。

10月16日(第18/118期)攪珠結果

7 11 19 32 45 46
頭獎：二獎：三獎：$77,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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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注中）

多寶：$16,030,967
下次攪珠日期：10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