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卷二：延伸回應題（三選一）
第一題
◆解釋在香港保育粵劇的難處。
◆討論非物質文化遺產能否對香港的當代生活作出重大貢獻。

第二題
◆解釋中國民營企業發展可能遇上的阻礙。
◆論證在全球經濟下，國有企業應否在中國經濟發展中，擔當比民營企業更主
導的角色。

第三題
◆解釋智慧城市的發展對能源使用可能造成的影響。
◆討論智慧城市能否建立一個更加可持續的社會。

資料來源：考評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詹漢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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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資料回應題（必答）
第一題
◆根據問卷調查結果，描述香港學生使用互聯網及電子屏幕產品對他們的不
良影響的普遍趨勢。

◆根據資料，解釋香港青年人的網上行為可能引起的個人成長問題。利用資料
論證，使用互聯網對公共衛生構成的風險。

第二題
◆比較1950年至預計2050年間，在較發達和欠發達地區不同年齡組別中，人
口百分比的變化趨勢。

◆說明人口趨勢對較發達地區可能構成的挑戰。
◆討論國際移民能否作為解決上述挑戰的方法。

第三題
◆按資料所示，描述公眾在2013年至2018年間對香港新聞自由的意見特徵。
◆討論新聞自由與社會責任間可能出現的兩難情境。

■香港文匯報記者 詹漢基

新冠肺炎陰霾下，文憑試第一個

核心科昨日開考，情況大致順利。

今年題目未有直接論及政治事件，

只是在必答題中問及「討論新聞自

由與社會責任間可能出現的兩難情

境」。有資深中學通識科教師表

示，本屆題目字眼較為簡單直接，

有利學生掌握題目重點。考評局表

示，上述題目提及「新聞自由」及

「社會責任」的衝突，並非要求考

生從兩難情境中選擇或解釋何者較

重要或次要，而是要指出和解釋箇

中的兩難情境。有考生則認為題目

難度較高，「兩難」字眼更是出乎

意料。

試場門外擺檔 泛暴自私搶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詹漢基）文憑試
首個核心科目、通識教育科昨日開考，
報考人數逾4.7萬人，不少學校加開課室
作為考場，減少人群過度聚集。考評局
表示，昨日有10名考生因發燒或出現急
性呼吸道感染徵狀而被拒入試場。教育
局局長楊潤雄昨日在facebook發帖指，應
考核心科目的考生人數眾多，呼籲全港
僱主容許僱員採用彈性時間上班，以分
散交通流量讓考生順利前往試場，他本
人亦提早於6時半返回辦公室，身體力行
支持考生，祝願考生馬到功成。
考評局數據顯示，報考通識科的考生

逾4.7萬人，分散到243個禮堂試場及逾
270個特別試場應考。截至昨日下午3
時，29名考生向公開考試資訊中心報
告，因生病而不能出席通識科考試；10
名考生因發燒或出現急性呼吸道感染徵
狀而不獲准進入試場；另外有3名考生因
身體不適而在考試期間離開試場。
因應疫情，學校均嚴格執行防疫措

施。其中在民生書院，早上有工作人員
穿保護衣及面罩，於校門指示考生內進
並為他們量度體溫；考生進入校園，需
要經過消毒地毯，並在紅外線體溫探熱
儀器前停留兩秒，通過體溫檢測後亦需
要遞交健康申報表。

提早開放校園 加開課室分流
該校學務主任丁文淑表示，紅外線感

應器檢測體溫會受到周邊環境影響，故

上周有逾半視藝科考生體溫「超標」；
而昨日情況有所改善，只有少於20人需
要使用額探式探熱器，以確保考生體溫
合乎標準才可進入試場。
位於荃灣的保良局李城璧中學，昨晨

門外出現人龍，多達百餘名考生在門外
溫習，等候進入考場。考生謝同學則表
示，「大家都戴上口罩，少跟陌生人說
話，沒有問題。」廠商會中學昨晨於7時
許開放校園，讓考生進入校內溫習，其
有蓋操場、籃球場等放了椅子，供考生
休息；該校亦作出特別課室安排，加開
14個課室分流考生，包括因應疫情而加
開的一間特別室。該校副校長周修略表
示，昨有一名有氣促情況的考生需要進
入特別室應考，對方已遞交醫生紙，證
明並非因新冠肺炎而出現病徵，校方已
將情況上報考評局。

通識4.7萬考生 10人被拒入場
通識科考試設卷一必答的3條資料回應

題，及卷二「三選一」延伸回應題。
除了卷一中有關新聞自由與社會責任的兩難
討論外，其他問題涉及使用互聯網對公共衛
生的風險、香港在保育粵劇的難處、中國民
營企業及國有企業在經濟發展中的角色、智
慧城市的建設等（見表）。

閱卷員中立 言之成理有分
廠商會中學通識科主任馮凱玲認為，今年
卷一題目字眼直接，資料提示較多，學生應
較易掌握題目，故難度較低。在卷一第三題
中，題目要求考生按資料所示，描述公眾在
2013年至2018年間對香港新聞自由的意見
特徵，並討論新聞自由與社會責任間可能出
現的兩難情境。馮凱玲指出，部分考生或對
題中提及的「兩難情境」感到陌生，但題型
「萬變不離其宗」，要求考生指出「新聞自
由」及「社會責任」的衝突和矛盾。
她認為考生在作答時，除要闡述兩者的關
係，亦要援引香港與外地的實例並加以論述。
她相信閱卷員會秉持中立、專業的態度，只要
考生言之成理，即可取得合理分數。
據考評局昨日發佈的考核簡介，考生須理
解新聞自由和社會責任，在生活質素和參與社
會及政治事務方面的意義和需要，並辨識它們
背後的矛盾或相對價值，例如人權與責任中的
知情權與私隱權保障、社會秩序與言論自由，
從而解釋為什麼這些矛盾或相對價值會造成兩
難情境。考評局重申，題目並非要求考生從兩
難情境中選擇或解釋何者較重要或次要，而是
指出和解釋箇中的兩難情境。

國企民企相對陌生
至於卷二的延伸回應題，馮凱玲認為該部
分難度較卷一高，當中第二題提及中國民營
企業及國有企業，相信學生會覺得較為陌
生，「雖然通識科課程涵蓋相關課題，但始
終與學生的生活經驗較遠，學生未必會謹記
在心。」
她又提到，由於近年政府大力推動智慧城
市的相關政策，故她估計有較多學生在卷二
選擇第三題作答，但其實該題問法較為刁
鑽，考生不應只片面論述發展智慧城市的影
響，更需要循潔淨能源的開發、節約能源、
能否配合綠色產業等角度進行討論，以切合
題目要求。
教聯會副主席、將軍澳香島中學校長鄧飛
表示，本次通識科試題涵蓋全面，相關議題亦
不含政治立場。至於卷二要求考生解釋中國民
營企業發展可能遇上的阻礙，鄧飛認為若學生
對內地了解不充分，未必對國企和民企之間的
衝突和合作有具體概念，會較難作答。

■試場提供酒精搓手液，供考生取用。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泛暴派為
了選票可以去到幾盡？答案是連現屆文憑試
考生也不放過。泛暴派多區區議員藉昨日文
憑試通識科開考，跑到試場門外擺檔，向考
生派發含有仇警資料的防疫物資，或要求考
生進行選民登記，滋擾考生備考。有教育界
和政界人士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考
生花了十多年時間苦讀，希望能夠考取滿意
的成績，開拓自己的前途，但泛暴派為求一
己政治私利，公然騷擾考生，影響備考心
情，做法極度自私。
在南昌一間試場外，昨日早上8時許，

約10名人士在考場門口，不斷向考生派發
宣傳資料和登記個人信息，不過校方並沒
有驅趕。而泛暴派中西區區議員葉錦龍昨
日在其facebook帖文，聲稱與一眾泛暴派

區議員到區內多個考試試場門外，開選民
登記街站，及向考生派發選民登記表格。
由於校方怕考生受到騷擾，決定安排其他
出口讓考生離開，但隨即被葉等人在網上
批評及抹黑，還揚言不會放棄並繼續「接
觸」考生，態度囂張。

教界批騷擾學生不公道
教聯會副主席、將軍澳香島中學校長鄧

飛表示，絕對不能接受有人假借派發防疫
物資的名義，重演政治干擾學生、干擾教
育的行徑。無論在考場外進行任何活動，
對於考生備考都有很大滋擾，呼籲考生如
有不安，可向試場或所屬學校作出投訴。
香港教育政策關注社主席張民炳表示︰

「登記做選民大可以在其他日子去做，點

解要揀在考試大日子影響考生心情？」他
說，文憑試是每名學生的人生大事，「尤
其今年疫情下，接連延期難免讓考生患得
患失，而且入場前亦要額外多做防疫程
序，在這情況下還借意引導他們做考試無
關的事情，既不正確，也不公道。」
教評會主席何漢權表示，以往專門在考
場外「捕」學生者，更多是自稱「補習
社」或「升學機構」的人，「如今本港政
治化嚴重，就換作了一班政客。」他批評
有關人等明顯被政治沖昏頭腦，竟為一己
政治私利干預考生。對於學校保護考生被
反咬「玩手段阻撓」，何漢權強調保護考
生免受其他騷擾，才是負責任表現。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呼籲」泛暴

派「放過」年輕人。過去一段時間，泛暴

派不斷向年輕人「洗腦」，走上街頭參與
黑暴，幾代人苦心經營的和諧社會，以及
年輕人的前途，也被黑暴破壞了。今次中
學文憑試經歷黑暴及新冠肺炎疫情，幾經
艱辛才能開考，社會大眾都希望提供一個
最理想的環境，讓考生專心應試，但泛暴
派為求選票公然騷擾考生，做法可恥。
立法會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議員

馬逢國亦指，中學文憑試對每名考生來說
都相當重要，直接影響到他們上大學或進
入社會工作等事情，大家都有一個共識，
就是讓考生可以在一個安靜的環境應考，
甚至安排彈性上班時間，減輕交通壓力，
使考生可以順利抵達試場，但泛暴派為撈
取選票，竟在考場外騷擾考生，影響他們
的情緒，做法相當自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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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西潮人聯會青
年委員會趁文憑試開
考期間舉辦支援學生
活動，向兩所學校送
贈 1,500 份抗疫禮
包，幫助考生做好防
疫工作。九龍西潮人
聯會會長潘陳愛菁、
青委會主席連洲杰昨

日到港九潮州公會中學送
上物資，該校校監馬介
欽、校長陳淑英代為接
收，認為防疫禮包對學生
非常實用。
■香港文匯報記者 子京

支

援

學

生

通識少問政治 兩難考起考生
一題討論新聞自由與社會責任 考評局：不必兩難選一只要解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
港近年積極推動STEM（科學、科
技、工程和數學）教育，教師的
專業領導及相關支援扮演重要角
色。
教育局推出《STEM教育多面

睇》短片系列，介紹局方為全港
中學的課程領導及中層管理人員
提供合共 12 小時的「STEM 教
育進深培訓課程」，以提升教師
規劃及推行校本STEM學習活動
的專業能力。
短片系列包括教師培訓的體驗篇

和規劃篇。體驗篇展示教師於工作
坊中「動手」和「動腦」設計與製
造智能太陽能車，體驗設計思維和
設計過程，加強了STEM教學活動
跨學習領域協作的能力。
規劃篇則介紹推行STEM的建

議模式、活動設計及評估方法，
又會交流推動校本STEM教育的
策略和經驗，例子包括與視藝科
及音樂科協作的校本「STEM創客
課程」，以日常生活情境為題，
讓學生綜合運用知識和技能去解
決真實難題。

教局12小時課程助教師推校本STEM

■ 教育局推出《STEM教育多面睇》短片系列，介
紹「STEM教育進深培訓課程」。 短片截圖

■昨日開考的通識科有逾4.7萬人報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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