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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憑試虧蝕 7000 萬元見新高
2019年3月14日（星期四）

考生人數跌不停 考評局連續 4 年
「見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柴婧）中

學文憑試考生人數連年下跌，上年
度文憑試虧損近 7,000 萬元，款額
為歷屆最多。考評局秘書長蘇國生
昨日出席傳媒茶敘時表示，相關情
況對考評局構成一定財政壓力，局
方需繼續開源節流，並將於未來 4
年與政府研究考評局長遠發展模
式。
4 年錄得虧蝕，今年施政報
考評局連續
告提出向考評局提供 3.6 億元非經常性

撥款。蘇國生指，上年度舉辦國際及專業考
試所得收入增加約 800 萬元，行政費用亦節
省約 200 萬元，但仍未填補文憑試考生下跌
▲蘇國生（左二）昨日表示，文憑試考生人數下跌，對考評局構成一定財政壓力。
帶來的 7,000 萬元虧蝕，結果考評局上年度
香港文匯報記者柴婧 攝
整體虧損逾1,000萬元。
由於最近立法會財委會通過撥款 3.6 億元 ▶考評局創新推出多款WhatsApp Stickers。
網站截圖
予考評局，蘇國生相信未來 4 年不會有太大
必須修讀相關課程才能應考，故大前提是要
問題，政府會按每年考評局情況撥款，局方
代繳考試費
料惠
4.6
萬人
先在大灣區推行文憑試課程，但目前尚未有
將於下月至 5 月向政府遞交財政報告，期望
最新財政預算案宣佈，將續為下屆文憑試 與相關部門商討，但強調考評局理應配合國
一個月後獲撥款。
就考評局獲上述撥款後，會否凍結文憑試 考生代繳考試費，蘇國生預計有 4.6 萬名日 家整體發展需要，並對此持開放態度。
文憑試筆試將於本月底開考，考評局預
考試費，蘇國生表示，此政策與考試費增加 校考生受惠，他指去年首次執行代繳考試費
計，今年有約
80 萬份答卷，需要招聘約
安排順暢，大原則是不會為考生帶來不便；
與否無直接關係，考評局會一如以往衡量香
4,300 名閱卷員批改。考評局表示，文憑試
港經濟狀況、通脹率、學生及家長經濟負擔 至於措施會否恒常化要交由政府考量。
被問及會否在粵港澳大灣區城市推廣文憑 部分科目評核今年起會作微調，其中中國文
等多項因素，再決定考試費，2020 年文憑
試，蘇國生指，文憑試並非普通考試，考生 學、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 英語文學及科
試考費暫未有定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詹漢基）現今
手機的使用如此便利，實在有賴於全港
數萬個手機網絡基站無間斷地收發信
號，當中會消耗龐大電量，不過有些時
段手機使用量會下降，電量無法盡用。
有見及此，城大研發全新技術，通
過設置基站的休眠模式，成功降低總
耗電量 4.5%；若將技術推廣到全港，
估計節省到的電量可供 5,000 個家庭使
用一年，同時減少排放二氧化碳。
手機網絡基站隨處可見，路燈、大廈
天台等地都能見其蹤影，而收發手機信
號主要依靠基站內的無線電收發器。
為了時刻提供信號，縱使只有少量
用戶，該無線電收發器會一直運作，
過程耗費大量電源。
為減少浪費電源，城大電子工程學
系副教授黃永明領導的團隊，成功研
發新技術，將基站部分轉發器轉為睡
眠模式，藉此節省電源。
項目獲創新及科技基金資助 110 萬
元，並與電訊商SmarTone合作。

全港基站省電可供5000戶一年
黃永明表示，新技術已在柴灣環翠
邨等數個公共屋邨測試，證明將基站
轉為睡眠模式有效節省至少 4.5%電
力，「將基站轉發器關了重開可能要
半個小時，但將其從睡眠模式喚醒就

只需兩分鐘。」
若全港近 5 萬個基站都引
入新技術，估計節省下來
的電量可供 5,000 戶家庭使
用一整年；而過程會減少
相當於 3,700 輛私家車的碳
排放量。
將基站轉發器轉為睡眠
模式雖能節省電源，但會
導致網絡整體負載量降
低，或會影響服務質素，
故兼顧電力與效能方面是
研究團隊的一大挑戰。
黃永明介紹指，該技術
根據真實網絡數據的流量
記錄及能量模型，有效評
估基站內收發器進入睡眠
模式後的電力消耗情況，
■黃永明（右）表示全港基站設定休眠模式，節省
同時透過城大 IESA-CN 分
的電量可供5000個家庭使用一年。
析近似法，以評估網絡服
香港文匯報記者詹漢基 攝
務質素；該方法過程只需
0.2 秒，較傳統的模擬方法所需的 3 小 次的研究是以 3G 及 4G 網絡為主，但
由於涉及的核心技術差異不大，期望
時快約5萬倍。
SmarTone 科技總裁鄒金根表示，相 未來做到基站實時監測用戶數量及數
關研究有助精準地掌握網絡基站的用電 據流量，按實際情況自動轉為睡眠模
模式，日後在規劃網絡資源上，能作出 式。未來研究團隊會對 5G 毫米波蜂窩
網絡中的基站分佈及動態用戶關聯進
高效節能的安排，有利推動綠色能源。
就未來推出的 5G 網絡，其需求的電 行研究，並獲得創新及科技基金資助
量將比現時大得多，黃永明指雖然今 130萬元。

教局：直接處理教師投訴校長個案

城大慳電新招：手機基站「唞唞」

技與生活 4 個科目，有部分成績會作校本評
估，而經濟、地理、旅遊與款待，因增加資
料回應類問題，考試時間會延長 15 分鐘，
體育則增設手球選項。
今年有 3,306 宗特別考試安排申請，較去
年增加16%，其中語障及特殊學習障礙個案
分別有 233 宗及 1,430 宗，分別較去年增加
32%及 15%，包括自閉症、過度活躍症等個
案有1,269宗，佔總數的38%。

製 WhatsApp 貼圖 為考生打氣
文憑試中文科口試前日開考，考評局創新
推出多款 WhatsApp Stickers，為考生打氣之
餘，亦提醒大家考試注意事項。該套 Stickers 提供 iPhone 和 Android 版本，共 12 款，
包括「CHECK 咗考試日程未」、「正本要
帶齊」、「入試場即關機」、「記得帶收音
機&耳筒」等。

東華三院李東海小學林姓女教
師上周疑因工作壓力輕生，辦學
園 團體確認事主在死前一日曾上門
投訴，承認評核及投訴機制存在
墮 漏洞。多個教育界團體均促請教
育局檢討現行投訴機制，教育局
樓 局長楊潤雄解釋，倘有教師就人
案 事問題向教育局投訴，例如是校
長管理，局方會直接處理並作回
覆。
楊潤雄昨日表示，局方前年開始設機
制處理學校投訴，如投訴涉及學校日常
運作，包括學校時間表、功課或膳食安
排等，一般交由學校處理；若投訴涉及
違反教育條例，教育局會直接處理並回
覆投訴者。他強調局方處理學校投訴
時，一定要問學校取資料，亦要聽取校
方的說法，所以通常會將投訴個案通知
學校，否則無足夠資料進行合理調查。
教育局發言人昨亦回應事件，強調校
本管理推行多年，於大部分學校運作暢
順，在此架構下學校管方應有適當的制
衡機制，任何人包括校長都不能獨攬權
力成為所謂的「土皇帝」。

校

投訴校長 校長竟全程在場

在處理學校員工的投訴方面，教育局
重申如接獲學校員工遭受管理層欺壓投
訴，會由局方處理並直接回覆投訴人。
局方會採取合適調查，包括在得到投訴
人同意後，要求學校提交資料和作回
應，而被投訴者不得參與調查工作。若
投訴人不滿調查結果，亦可作出上訴。

過往曾協助前線教師處理不同投訴個
案的教育工作人員總工會會長余綺華
指，一般來說學校投訴都會先經過「校
本機制」，即將投訴交予校監經法團校
董會處理，如指控不成立才再向局方投
訴，「但除非搞到件事好大，否則局方
較少深入了解事件，普遍情況只是要學
校作書面解釋，或致電了解情況」。
她表示，實際教育前線情況，上述調查
流程卻往往涉及到校長參與，尤其「書面
回覆」幾乎等同「校長回覆」，所以過往
甚至出現「老師在法團校董會投訴校長，
校長全程在場」的尷尬情況發生。

余綺華批處理私隱欠妥當
另一方面，余綺華又批評教育局在處
理投訴者私隱方面欠妥當，「我試過帶
老師跟教育局見面，老師表明不同意披
露投訴內容，惟翌日涉事校長竟已知悉
事件，更問老師：『你去過教育局投訴
我？』」為此余曾去信教育局投訴。
她感嘆前線教師作出投訴本來就擔驚
受怕，擔心被學校發現，日後工作會被
針對，「加工作量，增加睇堂次數，這
類『安排』很難證明是遭受針對，即使
如此亦無從反抗」。
教聯會昨日亦就事件發聲明，促請教
育局檢視學界存在管理及投訴處理問
題，而當局亦應投放更多資源支援教師
精神健康，例如撥款為教師提供正向心
理學短期課程，提升抗逆力，以疏導因
工作壓力而衍生的負面情緒。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姜嘉軒

咖啡
「自由行」開拓新可能

遊故宮 既賞文物也觀建築

排到台中文化部文化資產園區內一
間特色咖啡店參觀，結果卻發現園
內多所店舖均沒有營業。為此他們
要立即重新制訂路線，找尋園區外
合適的咖啡店，無形中提升了他們
的應變能力。
由青年設計的旅遊路線其實十分
貼題，如參觀咖啡莊園，認識香港
少見的咖啡豆種植工作，並參加莊
園的咖啡導賞，了解種植、烘焙及
篩選優質咖啡豆的方法，從而認識
整個咖啡製作的流程。
他們又到了當地一間咖啡學院參
與一天課程，了解咖啡拉花及台灣
的手沖咖啡文化，並與咖啡師作深
入交流。咖啡師除教授咖啡沖調技
巧外，亦教導年輕人不少人生道
理，使他們獲益良多。

參 觀 故
宮
者，多

從午門進
 9
入故宮，
再從北面
的神武門離去，邊走邊看
故宮各大殿的建築，大概
要兩三小時，往往忘了
「看文物」。
福建中學(小西灣) 李偉雄
老師本學年帶領學生到北京
故宮博物院參觀，先用個多
■小西灣福中師生早前到訪北京，進行故宮文物研習之旅。圖為他們在
小時看建築，再利用三小時
天安門合照。
學校供圖
看文物展館，希望令同學有
在收藏品的數量來看，台北故宮有 60 萬件收藏
更豐富的收穫。
同學們先看故宮的建築，親身感受故宮的宏 品，北京故宮大約有 170 萬件收藏品。書畫方面，
偉。故宮分為「外朝」與「內廷」，以乾清門為 北京故宮有15 萬件書畫；青銅器則有1,600 件，擁
界，乾清門以南為外朝，以北為內廷。同學門由 有世界最大的古青銅器收藏。
午門進入，參觀三大殿，然後走過了乾清門，參
北京故宮的文物展場相對分散，很難在短時間
觀內廷的乾清宮、交泰殿、坤寧宮三個宮殿。
內看完，李偉雄建議同學最多參觀三個文物展
行了近個多小時後，同學分組參觀各所文物展 場，才可以多花一些時間仔細觀察及研究，切忌
館。在分組參觀展館前，李偉雄先向同學講述北 貪看得多而錯失了在故宮學習文物的機會。
京故宮文物藏品的一些特色。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鈺

上回提
到我們推
出「咖啡
里數」，
讓年輕人
透過參與本地咖啡沖調班、行業參
觀、咖啡渣手工皂製作及工作實習
等賺取足夠飛行里數，換取到台灣
的機票並參與當地咖啡旅行，結果
有 8 個年輕人成功換取獎賞登機出
發。
咖啡旅遊地點為台中市，盼讓參
加者體驗截然不同的咖啡文化與習
慣，從而思考咖啡發展的不同可
能。整個行程均由參加者參與設計
規劃，要求他們圍繞「咖啡」主題
安排合適的景點給自己。

圍繞咖啡主題隨機應變
不少成員不單是首次到台灣，此
前甚至未曾嘗試坐飛機的滋味。他
們雖曾利用網上地圖做好規劃，但
實際情況往往超出預期。如原先安

發掘趣事順便學大阪燒
除咖啡事宜外，我們亦鼓勵參加
者在旅程中發掘自身感興趣的事。
如其中一名「哈日」的參加者，就

在夜市中發現了一個大阪燒攤檔，
除駐足觀賞外，他更向店主請教製
作心得，開拓了他另一個發展的可
能。
完成台灣咖啡旅遊後，參加者將
於本地策展活動，分享他們咖啡之
旅的所見所聞，記錄之餘，亦鞏固
了他們今次寶貴的學習經歷與回
憶。
如果各位年輕人希望對工作世界
及對自己有多些認識，可參與女青
生涯規劃服務隊（香港島及離島）
的工作體驗及實習計劃，詳情將於
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
com/hkywcaclap）內刊登，大家快
點報名參與啦。
■撰文：賽馬會「鼓掌．創你程
計劃」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生涯規
劃服務隊（香港島及離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