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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文憑試（DSE）第二個核

心科目英文科筆試昨日舉行，有

近5萬名考生應考英文科卷一閱讀

及卷二寫作考核。有資深英文科

教師表示，本年試卷較往年多了

文化相關試題，而深淺程度與歷

屆相若，但由於新冠肺炎疫情導

致考試一再延期，擔心部分考生

或疏於練習而影響發揮。有考生

則提到，疫情下要戴口罩應考阻

礙呼吸，或影響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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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龍舟談粵劇 英文卷中味濃
師憂疫下考生疏於練習 自修生：戴罩礙呼吸恐影響表現

■香港文匯報記者 詹漢基

聆聽試小錦囊（部分）
試場座位「CHECK真啲」

◆為配合拉闊試場座位距離的安排，座位安排可能有所變動

◆考生應按准考證資料帶備收音機及/或耳筒，並於到達試場後查看
當日試場最新的座位及廣播模式安排

帶齊裝備上試場

◆電台廣播的試場：能收聽FM電台廣播、體積不超過46 x15 x15
厘米的耳筒式收音機

◆紅外線系統廣播的試場：考生只需帶備插頭直徑3.5毫米、備有
兩個絕緣環的耳筒，以接駁試場提供的接收器

啱MODE啱CHANNEL

◆檢查收音機是否運作良好及電量充足

◆不要使用具備自動調校頻道功能的收音機，因為可能會在「追
台」時出現接收不穩定的情況

◆建議選擇單聲道(mono)的接收模式

◆若收音機接收效果不理想，應盡快舉手向監考員要求前往「特別
室」應試。如因接收問題或收音機和耳筒不能正常運作而前往「特別
室」，不會被扣分

資料來源：考評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余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文憑試順利
開考，學生的升學規劃亦隨即開展，於
2020/21學年提供140項課程的職業訓練局
（VTC）宣佈，為方便中六生更充分掌握
升學資訊及選讀心儀課程，報名日期將延至
5月30日，考生並有機會於6月上旬獲派有
條件取錄，增加入讀機會。
職訓局新學年將開辦約140項全日制學士
學位、高級文憑、基礎課程文憑、職專文憑
和文憑課程，提供約1.7萬個學額，適合中

六生報讀，當中約120項為政府資助，有關
課程原定4月30日截止報名，昨宣佈延長期
限。
高級文憑方面，職訓局各院校共開設約
100項課程，絕大多數為資助課程，包括針
對專業數碼技術開辦的人工智能及機械人，
網絡安全，多媒體、虛擬實境及互動創作等
學科。學生可透過VTC入學網頁的「網上
入學申請系統」（www.vtc.edu.hk/admis-
sion）報名。

職訓局課程報名延至下月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疫情下學
生仍然停課，但教育界已開始為復課及
下學年作準備，包括編訂書單工作。針
對社會經濟與不少家庭收入受打擊，教
育界早前主動聯絡各教科書出版社呼籲
凍結書價，最終獲業界普遍支持。2020
新學年超過九成出版社全面凍價，其他
出版社則部分課本凍價，4,600本中小幼
教科書整體書價只微升0.1%，幅度為近
十年新低，盡量與市民共度時艱。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昨日以「穩定書價
共度時艱 共享優質課程資源」為題，於
網上專欄《局中人語》撰文，交待下學
年書價情況。他提到，雖然過去12個月
經剔除政府一次性紓困措施後，平均通
脹亦達到3%，但近月疫情打擊經濟，失
業率及就業不足率急升，不少家庭收入
受影響，局方認為有需要想盡辦法避免
課本加價，遂主動聯絡各出版社，呼籲
凍價。

逾九成書商願凍價抗疫
楊潤雄表示，雖然出版社營運同樣受
疫情影響，但經磋商後都積極響應呼

籲，逾九成出版社全面凍價，亦有出版
社將部分課本凍價，對他們履行企業社
會責任，與家長及學生共度時艱表示感
謝。
教育局資料顯示，下學年4,600本教科

書價格大致維持不變，整體只微升
0.1%，升幅為近十年新低，而小部分有
需要調價的教科書，幅度亦與通脹接
近。局方目前正在整理，預計今日可於
「適用書目表」網頁（www.edb.gov.hk/
rtl）全面公佈課本價格，供學校在編訂下
學年書單時作參考。
除推動凍結書價外，楊潤雄指，政府

於2019/20學年起亦會為每名中小幼學生
提供每年2,500元學生津貼，而疫情下有
關津貼額進一步增至3,500元，相信可進
一步減輕家長的教育開支負擔。
楊潤雄又說，未來復課安排繫於疫情
發展，現時口罩等防疫物資供應較充
裕，學校準備工作亦進展良好，局方會
繼續密切跟進情況及聽取醫學意見，適
時擬定及公佈復課計劃，讓大眾於安全
情況下，分階段迎接同學返回校園。
由多個教科書組成的香港教育出版專

業協會昨表示，疫情嚴峻下，業界亦因
成本及營運費上升，經營極為困難，但
有見整體社會經濟不景，遂響應局方凍
價呼籲，與市民共度時艱。協會並希望
疫情盡快過去經濟恢復正常，讓出版社
持續發展及支援學界。

4600本教科書疫境僅加價0.1%

考評局表示，今年共有4.99萬人報考
英文科，分別設有約250個禮堂或

課室試場，以及249個特別試場。截至昨
日下午3時，有29名考生向公開考試資訊
中心報告因生病而缺席考試；有兩名考生
因發燒或出現急性呼吸道感染徵狀而不獲
准進入試場；另有7名考生因身體不適而
中途離場。
昨日的英文科卷一閱讀卷，分為A部必

答題及B部選答題，A部文章介紹中環舊
中區警署「大館」的歷史及活化情況；考
生在B部則可選擇程度較淺的B1或較深
的B2，前者與香港的放風箏文化相關；
後者則為愛爾蘭主持人Graham Norton
回覆讀者來信。學生若選擇B1部分作
答，最高只可獲得4級成績。

若有保持「操卷」考生料能應付
廠商會中學英文科主任鄧美儀表示，本
年閱讀卷艱深字詞不多，篇章也不算太
長，深淺程度與歷屆相若；若考生在疫情
期間有保持「操卷」習慣，相信能夠應
付。
至於卷二寫作卷方面，A部必答題要求
考生撰寫200字食評，點評食物質素、服
務、環境等方面；至於B部選答題方面，
考生需要8選1作答，題目包括探討小型
文具店的生存環境、去信國際奧委會要求
新增龍舟為奧運項目、粵劇觀後感、撰寫
科幻小說首個章節等。
鄧美儀表示，由於學校課程曾要求學生
撰寫對電影、書籍等的感受，故A部題目
對學生難度不大，但要脫穎而出則需要具
備創意；至於B部部分題目與卷一均涉及
中國傳統文化範疇，相信考評局有意提升
考生的文化知識。
她又指，在疫情期間，或有部分考生疏
於練習寫作，最終影響臨場發揮，「希望
今年合格率能夠維持以往水平。」
考試結束後，自修生勞同學對自己表現
感到有信心，縱然去年英文科成績只有4
級，但今年有望取得5**佳績，但他指，
戴着口罩應考會影響呼吸，或會稍微影響
發揮。
考生羅同學則表示，備試期間在閱讀卷
花了最多時間，昨日亦能順利做完卷子，
希望能取得理想成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余韻）緊接昨日的文憑試英
文閱讀及寫作卷後，今日將舉行英文聆聽卷考核。
因應試場內要戴口罩的防疫規定，考評局昨日通知
試場學校，由於連氣閥的呼吸器（如N95呼吸器連
氣閥）會排出沒經過濾的呼氣，有機會增加他人受
感染風險，考生及考務人員均不應於試場佩戴。
為保障試場公共衛生，若考務人員發現有考生佩

戴此類連氣閥的呼吸器，可為他們提供外科口罩，
並要求對方更換。
而除了防疫貼士外，考評局亦透過網誌向考生提

供「聆聽試小錦囊」（見表），提醒考生查看准考證
上資料，確定自己獲派試場是採用電台廣播或紅外
線接收系統，同時必須準時在早上8時30分或之前
到達試場，在查看座位、裝備調校上都做好準備。

試場禁用「自私」連氣閥呼吸器

■楊潤雄表示，逾九成出版社全面凍
價，對他們與家長及學生共度時艱表示
感謝。 楊潤雄fb截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疫情回穩，
如何安排沒有在校學習超過3個月的學生復
課，開始成為教界關注點。教育局近日先後
與中小學校長開會討論，初步共識是，最快
於文憑試最後一科筆試的翌日即5月26日或
之後才復課，並由中四、中五先行，初期只
上半天避開午膳風險，不過，具體復課日期
和細節仍未有定案，估計最快下星期公佈。
繼上周與小學校長會面後，教育局昨再

與中學校長商討復課安排，初步認同待文憑
試完成（5月25日）後才復課，並分階段由

高中開始。不過，教界亦有意見提出，中三
生需要為高中選科，中三級也有納入優先復
課考慮，但未有定案。
為減低傳播風險，教界亦認同初期只上

半天課避開午膳時段。至於初中以及小學各
級復課細節，則仍在研究中。有意見指，會
於高中復課後一星期起陸續恢復，但初小及
幼稚園因較年幼自理能力較差，未必能安排
於本學年復課。由於局方承諾，會提早三周
通知教界為復課作準備，估計有關方案最快
下周公佈。

文憑試考完研復課 中四中五先行

▲鄧美儀表示，本年度英文科考卷的難度
與去年相若。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羅同學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勞同學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昨日舉行中學文憑試英文科卷一及卷二
考核。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文憑試主
科開考，正當莘莘學子為前途努力，大批
不明人等卻視作可乘之機，到多個考場門
外守候，借「街站」、「問卷調查」等名
目收集考生個人資料，甚至煽動考生參與
政治活動，嚴重滋擾考生安寧。
香港文匯報連日接獲多方報料，包括有

教育界人士投訴，多個考場外均有不明來
歷人等在外守候，趁考生於門外排隊進入
考場期間派傳單「邀請登記選民」云云，更
逐一詢問考生姓名、電話及預計成績。有
考生疑誤認有關人等為「校方人員」，不慎洩
露個人資料。
此外，有家長群組近日廣泛流傳，指有

不明人等於考場外兜搭排隊考生進行「問卷
調查」，有關問卷並無顯示所屬機構，但要
求受訪考生提供姓名、電話、就讀學校等
個人資料，問卷下方則有一行小字，指會
使用資料作促銷之用。
事實上，往年考試已有不少自稱「升學機

構」，借問卷調查之名於考場外守候學生作
不良推銷。今年除了出現類似情況外，更
疑多了一群政客加入「爭客」，擺攤拉票造
勢，個別人等甚至疑借機為黑暴「招攬」學
生，情況令人憂慮。

促增派警巡校保障考生
香港優質家長學會總幹事奚炳松表示，

近日亦有從校長群組接獲類似信息，部分
學校得悉情況後，已提早開放校園予考生
入內等候，「問題係學校門外的情況，其實
校方未必可以管到太多。」因此他認為警方
可考慮主動加派人員到試場門外巡邏，保
障考生免受滋擾。
他又提到，一度沉寂的黑暴行動近日疑

有死灰復燃跡象，擔心有人會利用這段時
間「吸納新血」，籲學校、家長及學生務
必小心，以免受人利用犯事。
另外，考評局亦指收到不少考生和家長

反映試場外有人收集個人資料，強調該局
並無此類安排，提醒考生要好好保護個人
資料，並避免在校門外人群聚集。

試場外滋擾考生 泛暴蒐私隱疑吸新血

■近日多個試場外有人向考生收集個人資
料。 家長群組圖片

為 向 一 眾 應 屆
DSE考生打氣，青
年民建聯總監顏汶
羽、主席施永泰、副
主席穆家駿及劉毅
等，昨日中午於培僑
中學正門外派發包括
5個口罩及一支消毒
搓手液的防疫包，提
醒他們備試不忘注意
衛生，做好防疫抗疫
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