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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均有不少內地生來港修讀碩

士課程，屬攬炒派的浸大學生會編

委會近日借題發揮，批評中文系課

程以普通話授課，更在所謂「報

道」中引述學生片面之辭，「老

屈」大學教師認為說粵語「很丟

臉」，試圖挑起反中、仇中的情

緒。編委會向教師求證後，卻發現

「炒車」，歪曲了對方原意，只能

刪帖及發更正聲明了事，結果惹來

一眾網民狠批報道「粗疏」，甚至

牽涉誹謗罪名。

家長報十私立直資校 小一入學「買重保險」

黃生黃生撥火仇中「炒車」樣衰刪帖
浸大學生會編委屈講師稱「說粵語很丟臉」網民批報道涉誹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九龍城區甲一
級私營安老院「松山府邸」爆「派錯藥」疑雲，
向一名毋須服食糖尿藥的84歲老婦派發控制糖尿
的藥物，老婦服用後由7月昏迷至今；院舍更被揭
發鼠患橫行。社署發言人表示，牌照處已向該院
舍就「派錯藥」投訴發出警告信，把有關記錄上
載社署網頁及社署長者服務資訊網；並承認去年9
月已知悉該院舍有鼠患問題，今年7月巡查發現問
題雖未徹底解決，但已有所改善。
涉事的陳婆婆正在廣華醫院醫治，該院發言人
表示，曾抽取陳婆婆的尿液樣本進行化驗，結果
顯示她體內的確含有抗糖尿病藥物，惟院方翻查
記錄後，發現未曾為該病人處方該種類的藥物。
陳婆婆目前仍在醫院接受治療，處於輕度昏迷狀
態，情況穩定。

床位裝cam拍到老鼠出沒

陳婆婆2015年首度中風，一年後入住松山府
邸，並於去年中再次中風，她患有高血壓、心房
顫動等長期病，但因血糖處於邊緣水平，毋須服
食處方糖尿藥。她的兒子廖先生表示，在一年多
前，偶然發現職員曾誤把其他院友藥物，派送予
母親服用，家屬質疑事件肇因是院舍派錯藥而令
母親昏迷。
廖先生昨日在電台節目上指出，生活上原可自

我照顧的母親，留院多月，目前雖未至於植物人
狀態，但全身長滿壓力瘡且不停發燒和發癲癇，
手腳腫脹至難以打針。此外該安老院鼠患嚴重，
廖先生曾在母親房間發現老鼠屎，並透過安裝在
床位網絡攝影機拍攝的片段見到，老鼠每晚凌晨2
時許在床下出沒。

院友遺失證件 離職員工被控
廖先生還透露，松山府邸此前曾遺失一批院友

的身份證，包括陳婆婆在內，質疑院舍行政混
亂。社署發言人證實，牌照處今年六月上旬接獲
院舍報告，指遺失了一批住客的身份證，懷疑事
件與一名已離職的員工有關，已就事件報警及聯
絡入境事務處作出跟進。牌照處亦已向院舍發出
信件，要求院舍採取措施妥為存放住客的證件。
據了解，有關員工的案件已進入檢控程序。

社署：已發警告信促改善
社署發言人說，牌照處8月初接到衞生署通報

一宗有關涉事院舍的藥物事故，調查後發出警告
信，要求院舍嚴格依從《安老院實務守則》及
《院舍藥物管理指南》的規定，院舍其後作出改
善。
牌照處去年9月知悉「松山府邸」的鼠患問題

後一直跟進，包括多次到院舍突擊巡查，要求改
善。社署今年7月初聯同食環署到訪院舍，據了

解，院舍的鼠患問題仍未徹底解決，但已有改
善。
據社署資料，該院舍共有兩層，合共提供324

個男女宿位，每月收費由7,000元至10,000元不
等。該院舍牌照有效期至今年11月30日，過去24
個月雖沒定罪記錄，但在今年8月31日有一宗警
告記錄。

「老鼠院舍」疑派錯藥 累婆婆大昏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姜嘉軒）考評局曾提出
以「等級預測」作為一旦取消文憑試的後備方
案，並邀請全港中學提交考生的校內評核分數作
研究之用。局方昨公布研究結果，4個核心科當
中以英文科的預測準確度較高，71%考生的預測
等級與其文憑試實際等級相同，中文、數學必修
部分及通識教育科相關比率大約五成，選修科則
普遍略低。考評局秘書長蘇國生形容結果反映預
測仍有不少限制，只會在迫不得已取消公開考試
時才會採用。
考評局宣布已經完成2020年香港中學文憑考

試的等級預測研究，並於昨日舉行簡報會向學校
介紹研究結果。是次研究獲377所學校支持，合
共提交了約36,900名學校考生的校內評估分數。
考評局按學校提交之2020年校內科目評估分
數，並參考學校過去文憑試的成績，預測學校考
生的文憑試科目等級，再與考生於2020年文憑
試甲類科目的實際等級作比較。

中文數學通識僅55%
結果顯示，4個核心科以英國語文科的預測準確
度較高，71%考生的預測等級與其文憑試實際等級
相同；中國語文、數學必修部分及通識教育科的對
應百分比約為55%。至於英國語文科約28%的預
測等級較實際等級高或低一個等級，其他3個核心
科目的相關百分比均為40%左右。95%或以上的預
測等級與實際等級之差距，均在一個等級範圍內，
反映核心科目的校內評估分數，基本上能反映學校
考生在文憑試的大致表現。
選修科方面，考評局解釋因修讀人數較少、學

校過去報考次數較少、歷年學校的文憑試成績波
動較大等因素影響，整體預測成績的準確程度較
核心科目略低。

整體而言，大部分選修科目的預測等級與實際等級相符
的百分比介乎40%至50%；預測等級與實際等級之差距在
一個等級範圍內的百分比則達到75%或以上。
選修科當中，以數學延伸部分單元微積分與統計、代數

與微積分、中國文學的預測準確度最低，分別只有
30.7%、35.1%及39.4%考生於預測及實際等級相同。

預測限制多 取消公開試才用
蘇國生表示，研究反映目前按校內評估數據預測考生的

文憑試成績仍有不少限制，故預測等級只會在迫不得已取
消公開考試時才會採用，屆時局方建議大學在收生時應更
彈性及參考考生其他相關表現的資料。
考評局計劃在未來每年均進行預測等級研究，以蒐集更

多校內評估數據改善預測模型的設計，並提供更多具體回
饋予學校，以增加校內評估的信度與效度。局方將於稍後
向參與學校發放學校報告，詳細列出各科目的預測結果，
供校方參考，以設計更能反映學生能力水平的校內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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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新
冠肺炎疫情影響下，部分非本地學生
隨家人返回原居地生活，影響國際學
校生源。教育局近日宣布，由於非本
地學生流失率或較往常為高，決定暫
時放寬數間國際學校在未來一兩年取
錄非本地學生比例的要求，以協助國
際學校穩健發展。教聯會昨日透過聲
明表示反對新安排，擔心此舉會加劇
本地主流學校的收生問題。教育局則
指安排屬特定的短暫措施，不會導致
大量本地生由本地學校轉讀國際學
校。

疫情影響 非本地生流失率高

按現行政策，獲教育局分配校舍或
土地的辦學團體必須取錄不少於70%
非本地學生。教育局指，因應疫情影
響，部分非本地學生隨家人返回原居
地生活，導致非本地學生流失率或較
往常為高，個別國際學校有可能在短
期內未能達標，故決定有限度地暫時
放寬數間學校在未來一兩年錄取非本
地學生比例的要求，但其生源仍須以
非本地生為主。
教育局解釋，政府一直透過不同措
施支持國際學校體系蓬勃發展，主要
為滿足在香港居住的非本地家庭和因
工作或投資而來港的家庭對國際學校
學額的需求，有關安排有助國際學校

穩健發展，對維持香港作為國際金融
及貿易中心尤其重要。

教聯會憂衝擊本地主流校
雖然上述安排屬短暫措施，但教育

界擔心這會衝擊本地主流學校。教聯
會昨日發聲明指，既然本港因為疫情
等原因而導致非本地家庭對國際學校
的學額需求減少，局方應該積極不干
預，以順應這個市場需求的變化，而
不是改變一貫政策，變成積極干預和
支援本屬私立的國際學校。
教聯會又引用立法會文件指，今

年5月教育局計劃向四間國際學校
提供免息貸款，這些國際學校的非

本地生比例均未達到七成要求。另
根據教育局文件，過去三個學年，
國際學校取錄本地生的比例由2015/
16學年的19.2%，上升至2019/20學
年的25.9%。反觀本地主流學校受疫
情影響，跨境學生及非華語學生未
能來港上學，對於主力取錄以上學
生的學校而言，頓時陷入收生困
境，面對縮班危機。教聯會早前調
查發現，逾九成受訪學校過去大半
年有學生退學，近六成學校表示新
學年收生人數下降，情況令人憂
慮。教聯會促請教育局特事特辦，
維持學校上學年的開班數目，並在
點算學生人數方面提供更大彈性，
同時教育局須確保國際學校取錄本
地生符合局方規定，以免影響本港
教育生態。

教局暫放寬國際校取錄非港生比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虹宇）小一
「自行分配學位」階段於昨日起至本周五
接受申請，教育局預計2021/22年度適齡
小一學童有5.9萬人，較本學年增加3,500
人，全港小學提供逾2.4萬個自行分配學
額。為了在自行分配學位的計分制中脫穎
而出，有家長安排孩子一出生就接受洗
禮，博入讀教會學校。此外，有元朗區家
長搬至名校林立的41校網租樓，有人更
索性斥資2,700萬元買該校網的舊樓，只
為在稍後的中央派位階段增加孩子入讀心
儀學校的機會。若最後亦未能入讀心水學
校，部分家長已替孩子報了10間私立及
直資學校，實行「買重保險」。

受洗博加分 買樓擲千萬
受疫情及天氣影響，部分名校在小一

「自行分配學位」階段首日的排長龍情況
有所改善。在喇沙小學排頭位的郭小姐是
全職家庭主婦，約7時到達，她指孩子一
出生已安排受洗，因「天主教信仰是加分
一大要素」，其子本身成績不錯，又積極
學習小提琴及擊劍，希望可以入讀心儀學
校，同時她亦由請了四五間直資、私立小
學等做後備。
張小姐昨日陪同朋友交表，她本人兩

子就讀於港大、中大。她笑言友人安排孩
子從小補習，參與課外活動等，時間表安
排得密密麻麻，去年更斥資2,700萬元，
購入41校網的一個舊單位，「一擲千金
只為孩子能上名校。」
另一傳統名校瑪利諾修院學校小學

部，昨上午11時收表，10時許家長已陸
續抵達等候。排頭位的劉先生是建築師，
9時多開始排隊。他笑言：「今天是女兒
生日，專門請假，交表後為女兒慶生。」
劉先生一家原住在元朗，為希望增加統一
派位獲取錄的機會特地於41校網租樓，
「甲部、乙部都選此校，希望增加叩門成
功機會。」劉太會在家中彈鋼琴，培養女
兒的音樂素養，另孩子有報興趣班學習戲
劇和英文。除申請瑪利諾修院學校小學部
外，劉生亦為女報讀了約10間直資及私
立小學，如拔萃女小學及聖保羅男女附屬
小學等名校。
頭髮花白的洪婆婆則代外孫女交表，

由於同為規劃師的女兒女婿都需要返工，
故由她出動。她提早9時到校，當時校門
空無一人，她便四處散步，遲一小時再折
返等開門。她大讚自己的外孫女漂亮、活
潑可愛，雖然不清楚孩子手持幾分，但希
望她能成功獲錄取。

近年本港大學瀰漫排擠內地學生的氣氛，
與大學學生會興風作浪、挑撥離間大有

關係。本港大學部分碩士課程以普通話作為
授課語言，但浸大學生會編委會為煽動港生
對內地生的仇恨情緒，不惜「老屈」中文系
講師貶低廣東話地位，惹來網民一致狠批。

圖藉港生之口挑普粵矛盾

據浸大中文系文學碩士課程網頁簡介，校
方會按授課教師情況及課堂性質使用普通話
或廣東話授課。惟在浸大學生會編委會於本
月19日作出的報道，企圖藉本地生之口，刻
意強調該系「課程以普通話為主」，明顯要
將粵語及普通話置於對立面。
編委會的報道中引述「化名」的黃同學

稱，曾向中文系一名本地講師查詢，學生作
課堂匯報時能否用粵語講解，講師回答指
「如果你真的覺得你用粵語的話，（我覺
得）很丟臉，不要緊，我覺得那個臉無所
謂」。惟編委會「自作聰明」，在引文內加
上「（我覺得）」，將該講師的原話扭曲為
「說粵語很丟臉」，利用黃同學的片面之辭
刻意誤導讀者。
其後編委會刪掉原帖，並於翌日發出「更

正聲明」稱在向講師本人查證後，發現對方
的意思其實是「你（同學）如果用普通話去
做報告，覺得冇面，呢個唔緊要！呢個唔係
面子嘅問題，而係學習嘅問題。」編委會於
是將報道的原帖刪去，再次發文，內容更新

為「經查證」的版本，並附上講師的解釋：
「這門課的設定是用普通話，所以鼓勵大家
用普通話。但如果你沒有時間查字典，用粵
語也沒有關係；反過來，中文系本科的課程
設定用粵語，有些講普通話的同學，他們也
學粵語，這個很平等。」

編委會「彈弓手」網民大力恥笑
編委會「彈弓手」刪帖再發帖的行為被
一眾網民大力恥笑，其中一名自稱編委會
前記者的網民「Tang Chak Man Nelson」
批評，「今次涉及到嘅係，無證據而只靠
誹謗嘅情況下誹謗教授嘅人格，事後仲引
來一個又一個嘅source，去引證貴報出假新
聞」；「Simpsons Lam」指，「唔係應該
先求証再報導的嗎？成件事扭曲哂（晒）
再澄清有用嗎？咁對個（嗰）位老師好唔
公平」；「Wing Lau」反問：「點解只係
澄清返某一句說話，然後刪咗本身篇報
道？唔畀讀者睇返你哋原先嘅報道內容係
幾粗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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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時許瑪利諾修
院學校小學部家長已
開始等候。排頭位的
劉生為女報讀約10
間直資及私立小學。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8時許喇沙小學門口已大排長龍。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郭小姐
香港

文匯報
記者攝

▶該會刪去原帖，發文試圖「補鑊」，
內容已加上向講師查證的內容。fb截圖

▲ 浸大學生會編委會發現「炒車」後
發出「更正聲明」。 fb截圖

■「松山
府邸」懷
疑派錯藥
給院友，
院舍更被
揭發鼠患
橫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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