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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A考生：中文筆試易過校內試
2019年6月12日（星期三）

輕鬆完卷還剩十幾分鐘 教師：深淺與去年相若

TSA 中文卷部分內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詹漢基）本年度小三全港性系統評估
（TSA）中文科筆試昨日進行，有小學中文教師指，考卷整體

閱讀卷

難度深淺與去年相若，有應考的小三學生指，三份試卷作答起
來並不困難，認為比校內考試更易，亦有人表示完卷後還剩十
多分鐘。
三 TSA 去年開始以「不記名、
不 記 校 、 抽 樣 10% 」 形 式 復
考，並容許學校校本決定是否全級應
考，以獲得數據檢視教學。
今年 TSA 繼上月完成中、英文說
話考試及視聽資訊評估後，昨日及今
日分別進行中、英文科筆試，其中中
文三份試卷為閱讀、寫作及聆聽卷評
核，閱讀卷包括兩篇文章及一篇實用
文，共設有 4 張分卷，學生只需作答
其中一卷；寫作卷則設兩張分卷，每
張分卷設實用文和記敘文各一，學生
只需作答其中一張分卷；而聆聽卷設
兩張分卷，學生只需作答其中一張分
卷，每卷的話語內容分兩部分。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第二小學連續第
二年以抽考 10%形式參與小三 TSA，
該校小三學生共 83 人，校方早前已
向全體小三家長發出通告，有約六成
家長贊成子女應考TSA。
該校中文科教師朱幼麗表示，整體
而言今 TSA 深淺與去年相若，例如
閱讀卷的填充題，會指明從哪一段擷
取詞語作答，答案並不難找。
不過她提到，相對來說寫作卷可能

小

難度較高，其中分卷一的書信比起分
卷二的賀卡「沒那麼輕鬆」。她解
釋，書信題在內容方面要求考生詳盡
作答，「只用一兩句描述感受並不足
夠」，而雖然題目提供部分格式，但
考生仍需要注意祝頌語、下款、日期
等，要求較寫賀卡為高。

部分文章
內容

〈我是誰〉是童話故 事，記述了八爪
魚小八一天的遭遇，從中指出八爪魚的
獨有外形及生活習性。

考核重點

主要評估學生能否「理解所學詞語」、
「理解簡淺敘述性文字的段意及段落關
係」、「概略理解篇章中簡淺的順敘/
倒敘事件」和「理解簡單的實用文」。

寫作卷
寫作題目

實用文方面，學生需依照題目寫一封簡
單書信或賀卡；短文方面，學生需以
「假期活動」為主題，按情景記述一次
假期的活動和感受。

壓力不延續「裸考」仍餘裕
朱幼麗認為，TSA題型考核學生要
掌握的基本技巧，而校內考試的難度
更高於TSA，所以完全沒有針對TSA
作操練，「連補課也沒有」。
她表示，TSA旨在測量全港學生水
平，讓教育界能夠按照學生程度調整
教學內容，「對學生來說其實沒有壓
力」，而由於該校是抽考 10%學生，
昨日突然被抽中者或可能感到緊張，
但實際上考試時間充裕，學生事後也
不會知道自己的成績，故「壓力不會
延續」。
該校抽中應考的小三生何傲表示，
由於早前已有進行視聽資訊評估的經
驗，所以一點也不緊張。
他坦言「校內考試更難一些」，縱

■朱幼麗（左一）表示，本年度TSA深淺與去年相若。
香港文匯報記者詹漢基 攝
使沒有事先準備，TSA 還是應付有
餘。對他而言，閱讀卷填充題、選擇
題較多，故認為該卷難度較高，「先
完成有把握的題目，最後才思考較難
的，還是能把試卷做完。」

抽中「小小驚」留心「冇難度」
他直言，如能選擇還是會應考
TSA，「因為考咗可以增長自己知
識。」
另一小三生袁思妍表示，昨早才

得知自己被抽中，感覺「有小小
驚」，不過於教師鼓勵之下很快已
感放鬆。她認為，聆聽卷需要全程
專注，「一走神就會覺得錄音講得
很快」，但笑言過程中很留心，故
該卷不難應付。
同樣被抽中應考的鄭樂怡則表示，
三份考卷均頗簡單，「做完還剩餘十
多分鐘。」
她表示，若有機會，還是希望能夠
應考TSA，以吸取經驗。

聆聽卷
部分聆聽
內容

媽媽和弟弟在家中閒談，弟弟因爸爸未
能陪伴他而悶悶不樂，於是媽媽提議一
起製作康樂棋，並暢談兒時製作康樂棋
的方法及玩法。

考核重點

主要評估學生能否「記憶簡單話語中敘
說和解說的內容」、「聽出說話者所表
達的不同情感」和「概略理解語段間的
銜接關係」。
資料來源：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詹漢基

傳媒新
「星」
聚京 學國情看創科

■學生欣賞三軍儀仗隊表演。
香港文匯報記者唐川閣 攝

■姜亞兵（左）與姜緒范互換禮物 。
香港文匯報記者趙一存 攝
為期一
周 的 2019
「未來之
星·香港傳
媒專業大學生國情課程班─互聯網＋
主題團」10 日在中國傳媒大學開班。在
為期一周的訪問學習之旅中，同學們將
聆聽中國傳媒大學、中央電視台、《中
國青年報》的多位知名教授及傳媒界知
名人物授課，參訪中國外交部、國務院
新聞辦、天安門國旗護衛隊、解放軍三
軍儀仗隊、《人民日報》等機構，並遊
覽參觀中國國家博物館、故宮、長城等
地，以更深刻地了解祖國歷史文化及風
土人情。

據悉，此次活動由香港大公文匯傳媒
集團、未來之星同學會主辦，中國傳媒
大學承辦，並得到香港特區政府資助，
同時亦得到年度資助機構同心俱樂部和
莊紫祥慈善基金會的鼎力支持。

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董事、未來之
星同學會主席、交流團榮譽團長姜亞兵
表示，作為未來之星最有特色的品牌交
流活動，「傳媒班」如今已成為兩地青
年交流的一條特殊橋樑，備受兩地青年
認可。「傳媒班」交流活動旨在幫助香
港大學生認知祖國，了解國情，增強青
年人的民族認同感和建設香港、服務祖
國的使命感。而自 2016 年開始增加的
「互聯網＋」主題，意在幫助香港青年
人及時把握國家最新發展戰略，了解內
地最新社會動態。
通過帶領同學們有針對性地到訪一些
國家級媒體和創新型互聯網企業，去實
地感受內地在「互聯網＋」方面所取得
的成就。
姜亞兵指，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70周年，亦是「五四運動」100周年，回
顧偉大祖國一路走來，歷經千辛萬難，始

香港文匯報記者唐川閣 攝
終拚搏向前，取得了前無古人的舉世成
就，這其中亦有香港同胞多年來與祖國風
雨同舟、共同進步的身影。當然，青年人
永遠是偉大變革中的先鋒隊。
他希望同學們繼續發揚「五四」精
神，敢於承擔、努力拚搏，在追逐夢想
中實現夢想。

姜緒范：建傳媒人使命感
中國傳媒大學副書記姜緒范在開班致
辭中向參加傳媒班的同學們表示熱烈歡
迎。他表示，「未來之星．香港傳媒專
業大學生國情課程班」自 2007 年至今已
連續舉辦 13 年，中國傳媒大學接待了逾
千名學生，此番亦希望同學們通過此次
交流和學習，圍繞「互聯網＋」主題，
進一步加深對內地傳媒及新媒體發展狀
態的了解，增強作為未來傳媒人的社會
責任感和使命感。

遊外交部極興奮「耿爽從電視走出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川閣 北京報
道）2019「未來之星．香港傳媒專業大
學生國情課程班——互聯網+主題團」
的同學們於 11 日走進外交部，現場感受
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並在會後與外交部
發言人耿爽面對面交流。首次走進外交
部，學生們紛紛激動不已，懷着對外交
工作的好奇以及對從事外交工作的渴
望，耿爽在會後給了三次提問機會，也
讓學生們體驗了一下現場版的答「港
生」問。
在當天例行記者會上，耿爽就香港修
例、中美經貿、美國國務卿蓬佩奧的言
論等問題回答了中外記者提問。第一次
與耿爽面對面接觸，學生們紛紛化身小
粉絲感歎道，「他終於從電視裡走出來

了。」

三次機會答問 港生踴躍爭取
每一期例行記者會上，外交部發言人
的對答總會吸引新的粉絲，香港城市大
學的鄧運誼也不例外。外交部發言人是
怎麼工作的？面對中外記者的提問如何
妥善作答？面對突發情況該如何應對？
面對鄧運誼的疑問，耿爽直言，「沒有
身後的團隊，我寸步難行。」
來自香港教育大學的葉朝楓是本次國
情課程班第三組的組長，他向耿爽發
問：「作為香港學生，怎麼才能進入中
國外交部為外交事業做貢獻？」耿爽笑
答，雖然短期內無法來中國外交部工
作，但仍有一些變通的方法。他介紹了

他指出，同學們將成為未來香港傳媒
的生力軍，「以往參加過國情教育活動
的優秀學員已經在香港知名傳媒機構裡
擔任新聞主播、記者及編輯，因此，相
信大家一定會成長為有擔當的新一代傳
媒人，成為傳媒領域未來閃閃發光的傳
媒之星。」
來自香港大學的朱子源已第四次參
團，「我喜歡來到當地真正了解實情，
參加未來之星國情課程班，能讓我認識
到不同的人對不同的事件的看法，讓我
對國情有更好的了解。」
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青少年交流中
心主任、未來之星同學會專職副主席、
交流團團長李華敏，香港大公文匯傳媒
集團北京新聞中心主任、未來之星同學
會副主席、交流團團長秦占國，中央電
視台著名主持人長江等出席開班典禮。
■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川閣 北京報道

聯合國 JPO（Junior Professional Officer）項目，即輸
送年輕人到國際組織工
作，「通過 JPO 項目來到
■交流團團員賴嘉玲。
■交流團團員蔡喬恩。
國際組織任職，這不僅能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香港文匯報記者
在國際舞台上展現香港學
唐川閣 攝
唐川閣 攝
生的風采，也是在為國家
常都是在電視裡看到外交部記者會，發
的外交事業盡我們的一份力。」
在舉行外交部例行記者會的藍廳左側 言人都不苟言笑，措辭都比較簡短，但
有一排玻璃房，這是香港理工大學賴嘉 剛才看到耿爽的另外一面，比較友善，
玲的特別關注區域，「之前看過一部電 也會與我們說笑。」
香港公開大學大二學生蔡喬恩也稱十
視劇《親愛的翻譯官》，我剛才的注意
力都在看那排玻璃房，很想知道裡面的 分榮幸能來到外交部，「看見耿爽輕描
淡寫就解答了那些針鋒相對的問題，我
人是怎麼做同步翻譯的。」
對於這次能走進外交部，近距離感受 覺得他很帥，很佩服他，這比在電視上
例行記者會，賴嘉玲也十分激動，「平 看到的更震撼。」

■學生們與儀仗隊隊員交流。
香港文匯報記者趙一存 攝

訪儀仗隊見識解放軍英姿

姜亞兵：認知祖國增認同

■傳媒新「星」齊聚北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川閣 北京報
道）2019「未來之星．香港傳媒專業大學生
國慶課程班 ─互聯網＋主題團」的同學
們，於 11 日上午前後到訪了天安門國旗護
衛隊和解放軍陸海空三軍儀仗隊。港生們不
僅觀看了國旗班和儀仗隊的高規格表演，參
觀了宿舍、隊史館，還與「兵哥哥」、「兵
姐姐」們進行了面對面交談。親眼目睹他們
整齊劃一的軍姿、步伐，學生們紛紛讚歎
「太酷了」。
嶺南大學的黃溙靈對軍事很感興趣，之前
便到深圳的黃埔軍校參觀過，對於這次到訪
國旗班，他感歎道，「這是我第二次看到中
國的部隊訓練和表演，感覺他們的訓練很艱
苦，表演十分震撼。」他十分關注軍事方面
的新聞，「因為中國的軍事實力在國際上很
強，我比較喜歡這類的參觀，讓我對自己國
家的實力感到驕傲。」
香港教育大學的葉朝楓十分好奇進入儀
仗隊的要求，「我覺得他們很有紀律觀
念，挑選的過程應該很嚴格，聽說男兵身
高要在 180 以上，如果參軍的話，我一定
是沒能被選到。」
在參觀結束回程時，葉朝楓姍姍來遲，
他面帶笑意對我們說：「我剛剛又去問
了，就算我是女生，我的身高也不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