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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在疫情下停課多時，

考評局昨日宣布來年文憑試

一系列的應變安排，包括將

筆試延至明年 4月 23日開

考，預計7月21日放榜；24

個主要核心及選修科目中，

除數學不變外，其餘23科會

作不同程度精簡，包括中英

文科口試取消，14科校本評

核取消或精簡，9科筆試減

少必答題等。考評局秘書長

蘇國生指，今次精簡旨在釋

放更多教學空間，予師生更

集中準備其他應考部分。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姜嘉軒

明年文憑試423開考721放榜
中英文口試取消 9科筆試減必答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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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文憑試主要改動
考試時間

◆筆試押後兩星期至4月23日開考，5月17日完結；考試日
數由4.5星期減至3.5星期

◆預計7月21日放榜

◆後備方案：6月3日開考，8月31日放榜

中英文科特別改動

◆中英文科口試取消

◆中文科閱讀理解指定篇章（文言文範文）由十二篇減至十
篇，作答要求不變

校本評核

◆九科取消，包括生物、化學、物理、組合科學/綜合科學、
英語文學、中國文學、資訊及通訊科技、科技與生活、健康
管理與社會關懷

◆五科精簡
○中文：比重由20%減至10%，全為必修閱讀活動部分
○通識：比重由20%減至10%，只保留題目界定，及相關概
念和知識/事實/數據兩部分；深入解釋議題、判斷及論證部
分取消

○英文：比重佔15%，只保留一個說話能力考核
○設計與應用科技：比重由40%減至20%，只需提交設計作
業第一部分

○視覺藝術：比重續為50%，需要提交的藝術作品/評賞研究
由四件減至兩件

九科精簡筆試考核要求

◆設計與應用科技［卷二］、旅遊與款待［卷二］、歷史［卷
一］及地理［卷一］，選答題數減少，或由必答題改為選
答；四張卷考試時間，分別減少15至45分鐘

◆中國歷史［卷一］、倫理與宗教［卷一］、企會財務［卷
二］、資訊及通訊科技［卷二選修部分］，必答題改為選答

◆經濟［卷二C部］取消

精簡音樂及體育實習考試

未完成的應用學習課業評核，可調整範圍或模式

資料來源：考評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姜嘉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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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評局講解2021年文憑試改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姜嘉軒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虹宇、詹漢
基）受疫情影響，本港學校要待本月23日
起才分階段恢復面授課，在此之前學生仍
要靠網絡學習。昨日是新學年的開學日，
大批家長均極為重視，早起督促子女網上
開學，不少人反映網絡出現大擠塞、聲畫
不同步等技術問題，擔心正式上課時會影
響孩子學習。

孩子「開咪」媽媽保持安靜
昨日是新學年的第一天，很多家長提早
起床安排好電腦，讓子女網上開學，由於
首天不用正式上課，各校要求學生上線的
時間各有不同，由8時至10時不等，而大
批家長亦在facebook、討論區分享開學趣
事及經驗。
有家長在疫情下在家工作，但3個孩子
要同時上網，遇上了網絡大塞車；也有家
長大呻家中WiFi無法連線，到最後10分鐘
改用「link線」，卻完全錯過老師的說話內
容。其中網友「MariaTsui」表示，家有兩
個在讀中學的孩子，孩子不同校、不同午
飯時間，她忙於為孩子預備午餐；在孩子
「開咪」時，她要保持安靜，故也感到壓
力。她坦言幸好丈夫在開學前一天取消在
家工作，否則她可能只可以坐廚房。

網課易「穿崩」「孖煙囪」入鏡
兒子就讀小二的家長「樂媽媽」接受香
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在旁看着兒子上
課，聽見喇叭傳來不同學生的喊叫聲、電
視聲，另有家長因為錯過了電子通告，忘
記提醒孩子上課，反映開學初期很多家庭
仍在適應網課。另有家長笑言，很多男生
懶得換上全身整齊校服上網課，於是上半
身校服、下半身穿睡褲的情況頗為普遍；
也有家中長輩沒穿上衣，只着「孖煙囪」
不慎入鏡，令人失笑。
此外，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到沙田聖公
會主風小學了解該校的網上開學情況。未
到8時，全校老師已在禮堂進行開學禮綵
排，3名義工到校支援。開學禮上，老師
唱抗疫歌聲，提醒孩子注意衞生，並以小

遊戲讓學生猜猜老師的姓名。開學禮的重
頭戲是24名班主任以粵劇的做手及步姿在
鑼鼓聲中登場，氣氛熱鬧。
校長鄭思思表示，開學禮最高峰有747

個賬號線上參加，網絡連線效果不錯，聲
畫同步方面偶爾有少許問題，「同學們的
反應踴躍，笑得好開心。開學禮後，有家
長以WhatsApp稱讚活動有創意。」
至於上課安排，該校課程主任冼穎思表

示，高班一堂課一小時，每20分鐘至25
分鐘後會休息5分鐘至10分鐘；低班同學
則課時再短些。針對小一新生，學校會先

教他們如何打招呼，及在疫情下應有的社
交距離。
該校小六生鄭彥博表示，面對呈分試，

他於暑假前已考完中文及英語兩科，數學
及常識科則因疫情而延期，「但現已做好
準備，希望早些正式復課，可以一試身
手。」
一年級的曾苡喬表示網上參加開學禮也

很開心，其母是該校舊生，她認為學校上
一次復課時有很好的防疫措施，若本月下
旬可以復課，她會為孩子配備高防護的口
罩，希望孩子能開心健康學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新學年順
利展開，教育局表示，為支援中小幼家長
開學開支，2020/21學年會繼續發放2,500
元學生津貼，同時落實多項優化措施，包
括原校升班學生毋須重新填表、家長可透
過短訊和電郵知悉申請進度、學校亦會定
期獲發放申請進度報告等。
政府去年宣布為中學日校、小學和幼稚

園學生提供2,500元學生津貼，至今年初因
應疫情，決定將2019/20學年津貼金額增至

3,500元，以減輕家長在停課期間額外支出
的負擔。
教育局發言人指，有關學生津貼的工作

已大致完成，局方共收到約87.6萬份申
請，除少於1%個案因銀行戶口資料不全或
有誤仍需跟進外，其餘均已獲發放津貼。
而由2020/21學年起，2,500元的津貼將

恒常化，教育局現正積極準備開展有關工
作，並將推出多項優化措施便利申請，本月
內會向學校發信及在網頁公布詳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余韻）全港學校昨
日以「開學不返學」形式迎接新學年，因應
疫情持續，全港學校將於本月底分階段復
課。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昨日表示，愈多人參
與普及社區檢測計劃，愈能為復課營造有利
條件，長遠亦會考慮教職員是否有需要定期
進行檢測，以減低校園感染風險。
為了解學界進行網上開學的情況，楊潤
雄昨早以網上方式參與了佛教慈敬學校的開
學禮，與一眾同學聊天，互相分享近日的生
活點滴。有學生表示疫情下雖然很少外出，
但堅持每日跳繩300下，楊潤雄對同學的毅
力表示讚賞，而他也會在家做伸展運動及踏
單車，保持身體健康。
他指知道同學們無法經常外出散心，但

留家抗疫可以有更多時間與家人相處，這些
時光也很值得珍惜；而開學後，他希望學生
能積極投入學習生活。
除了參加網上開學禮，楊潤雄昨日又抽
空與教育局副局長蔡若蓮接受社區檢測，他
指約兩分鐘已完成採樣，過程順利。並稱教
育局呼籲學校教職員、學生及家長積極參與
檢測，盡早識別隱性患者，為稍後恢復面授
課堂締造有利條件。
楊潤雄強調，即使檢測結果呈陰性，教界

仍然不能鬆懈，學校必須繼續實施所有衞生
防疫措施，教職員及學生必須佩戴口罩，時
刻保持適當社交距離。教育局正與衞生防護

中心優化較早前於復課使用的防疫措施指引，
期望下星期前能就校內若發現確診者、緊密
接觸者等情況作出更詳細的新指引。

重申教科書需「準確全面真實」
至於多年「冇王管」的通識教科書，楊
潤雄昨出席電台節目時重申，教科書需要
「準確、全面、真實」，早前教育局推出的
通識書專業諮詢服務，專家團隊由學者、前
線教師等組成。
至於有課本提到的所謂「三權分立」，

他指基本法對行政、立法、司法有清晰描
述，「亦可看見是以行政主導的模式作為香
港政治體制」，他指「教科書最重要是陳述
基本事實，多於個別人士的不同理念、理
解」。

教局：長遠研教職員定期檢測防疫

新學年續發2500元學生津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
軒）考評局秘書長蘇國生將於
明年3月完成任期後離任，他
昨日重申，離任屬個人考慮，
教育局亦無向他施加壓力。被
問到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及教育
局局長楊潤雄近日澄清，香港
並無「三權分立」，考評局是
否需要修訂相關評分準則及考
試範圍，蘇國生指考評工作與
課程緊扣，若課程並無修改，
局方亦毋須就此修訂。
過去一屆文憑試一波三折，

其中歷史科出現引導考生評價
日本侵華「利多於弊」的冷血
試題，引起全城批評，有涉事
考評局高層疑因事件請辭。至
上月中考評局宣布展開公開招
聘考評局秘書長一職，以填補
蘇國生明年3月任期完結後的
空缺。蘇國生昨日再次解釋，
考評局有人事變動屬正常情
況，自會有不同專業人士補
上，其去留純屬個人考慮，教
育局並無向他施加壓力。
被問到若有考生在試題上作

答「香港有三權分立」能否取
得分數，蘇國生回應指，目前
仍未有試題及評卷參考，回答
有關提問言之尚早。

■楊潤雄昨出席佛教慈敬學校的線上開學
禮。 楊潤雄fb影片截圖

直播開學禮 網絡大塞車

■沙田聖公會主風小學ZOOM網上視像開學禮。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田少斌副校長與技術支援義工溝通技術
問題。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聖雅各福群會「友伴童恒」學童支援計
劃，配合新學年網上授課安排。

■開學禮結束後，家長即刻聯繫
校長表示稱讚。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考評局在8月下旬開始就精簡明年文憑試方案諮
詢教界，並在前日完成審議。蘇國生昨聯同該

局多名高層講解有關安排，他表示是次精簡主要涉
及四大原則，包括取消面對面接觸項目，以保持社
交距離；需要在校內完成或教師密切個別輔導項
目，會作取消或精簡；不會引入新措施或大幅修改
《評核大綱》，以免增加師生壓力；在可行情況下
精簡試卷。
就筆試方面，設計與應用科技，經濟，中國歷
史，倫理與宗教，地理，歷史，旅遊與款待，企
業、會計與財務概論，資訊及通訊科技共九科精
簡，包括調整試題數目、必答題及選答題數目等。

校本評核九科取消五科精簡
校本評核有九科取消，分別為生物，化學，物
理，科學（組合科學/綜合科學），英語文學，中國
文學，資訊及通訊科技，科技與生活，健康管理與
社會關懷。
另有五科的校本評核則會作精簡，部分會減低佔
全科總分比重，中文科只保留必修部分閱讀活動；
通識科只保留A部分「題目界定」及B部分「相關
概念和知識/事實/數據」；英文科只保留一個說話
能力考核；設計與應用科技只需提交設計作業第一
部分；視覺藝術須提交研究工作簿，而提交藝術作
品或評賞研究由四件減至兩件。
此外，中英文科口試取消，中文科閱讀理解範文
範圍由十二篇改為十篇，刪減今年考試已出題的
《岳陽樓記》及《六國論》，作答要求不變；另在
明年2月中至4月中舉行的體育及音樂實習考試，亦
會作出精簡（見表）。

蘇國生表示，因應新一屆考生於上學年在校學習
時間明顯減少，因此公布此次精簡決定，預早釋放
教學空間予師生運用。而針對校本評核，他表示，
考評局考慮到一些學生已完成了部分評核內容，因
此有些科目並非「一刀切」取消，「如果基本上學
生已經完成，我們會盡量認可該部分，所以中文科
要了前半部分……通識科頭兩部分（A和B）亦一
樣，大部分學生都已做完。」

後備方案：放榜延至831
取消口試方面，考評局評核發展主管溫德榮強調

學生安全十分重要，必須衡量小組討論過程的風
險，形容是疫情下無辦法的決定。
他又強調課程仍然重視讀寫聽說，強調這是特事

特辦的一次性安排。
考試日期方面，除比原定押後兩星期開考外，總考
期亦壓縮至3.5星期完成，蘇國生期望可減少因疫情
而腰斬文憑試的機會。不過，此舉會令個別日子上下
午會有不同科目考試，如歷史、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
便分別於5月6日上下午舉行。另考評局亦預設6月3
日開考的後備方案，放榜延至8月31日，蘇國生表
示，「假如6月3日考唔到，意味疫情相當惡劣，可
能就只得取消（文憑試），改用預測評估。」
教界歡迎有關精簡考試安排，廠商會中學中文科

副科主任莫樹懿認為，取消口試對學生幫助較大，
「始終學生在中五開始已經無面授，口試的操練少
之有少，如果照原訂計劃續考，難免要花上不少時
間」，而延遲開考可讓學生有更多時間補課操卷，
此外於開學日及早宣布明年考試調節，有助師生有
心理準備及早部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