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屆文憑試早前放榜，有 「死亡之卷
」 之稱的中文科，連續三年約有一半考生未
能取得升讀大學最低門檻的3級或以上成績
。不少學界人士期望中文科引入範文後，考
生成績有望改善，但有資深中文科教師質疑
成效，並指中文科成為 「死亡之卷」 純粹因
當局將入讀大學的中文科門檻定得太高，呼
籲當局將門檻調低至會考年代升中六所需的
2級。

大公報記者 胡家齊

教師倡中文2級可升大
文憑試考生一半未過關 望引入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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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香港賽艇隊9月下旬參加韓國仁川亞
運會，屆時隊員將穿上香港紡織及成衣研發中心和香港
理工大學精研半年而成的戰衣出戰。該比賽服為每位運
動員量身訂做，超薄超輕，貼身透氣，還有防紫外線和
耐磨功能，研發、設計和生產成本逾70萬元，由政府創
新及科技基金全數贊助。

香港紡織及成衣研發中心與香港體育學院先以立體
人體掃描法為每位選手量身，按所得的尺碼製作運動服
，再經多輪試身，妥為調整，每件都獨一無二。28歲的
鄒廣榮穿上 「一件頭」的背心連短褲比賽戰衣，感覺十
分稱身，特別欣賞其輕盈感及腋下位置的舒適設計。 「
我們是輕量級運動員，少至0.1公斤的重量在我們看來
都很重要。這件比賽服，較我以前穿的輕了0.2公斤。
我們可以多吃喝0.2公斤，對表現會大有幫助。」

港隊正在氣候與仁川相近的山東作最後集訓。出發
前，亞運銀牌得主李嘉文和隊友試穿比賽服，對效果非
常滿意。她說： 「比賽服把運動員的健美身形完全展現
，令人充滿自信，貼身得來又有彈性，划艇時感覺很自

在。」賽艇隊總教練白勵指出，划艇是坐着做的全身運
動，設計運動服時必須考慮這點。 「運動員划艇時，背
部微曲，四肢大幅伸展，同一划槳動作不斷重複。運動
服要是不稱身，又或容易磨損皮膚，會大大影響比賽表
現。因此，划艇運動服的物料、剪裁要特別設計配合。」

今年中學文憑試有73393名考生應考中
文科，108人考獲5**佳績。有考獲7科5**的
本屆狀元認為，準備文憑試中文科要有策略
，最好是在中一至中三時 「博覽群書」，打
穩閱讀基礎，高中時集中操練試卷，熟習題
型。

聖士提反書院狀元譚梓恆指出，學生應
從初中起養成閱讀習慣， 「儲起」大量詞彙
、佳句，升高中後則以操卷為主。他認為，
熟習題型非常重要，建議高中生操練舊試題
之餘同時購買坊間練習。不少考生視文言文
為畏途，譚梓恆則認為文言文部分有助考生
拉高成績， 「白話文文章人人都看得明白，
所以問題會較深，相反文言文問題則會較易
，熟習文言文有助考生提升考試水平。」

譚梓恆指出，應付不同試卷要有不同技
巧， 「值得一提的是綜合卷，要寫到好像 『
八股文』般，有一段introduction（引言）、
三段整合拓展、一段過渡、兩至三段見解論
證。若不跟從這個格式，你就可以跟5**說
拜拜。」他又提醒考生善用準備時間細看聆
聽材料，找出重點。

口試方面，譚梓恆認為 「認清角色」有
助得分， 「口試有首輪發言，並非一開始就
自由搏擊。每名考生都有特定角色，如首名
發言的考生應定義題目，提出討論方向；三
號考生應整理之前兩名考生的意見並提出新
論點，承上啟下；五號考生要做總結，但不
是重複所有人的論點，最好就附以例子佐證
。」

皇仁書院狀元馬國鳴則認為，不少學生
僅以操練題型及死記硬背標準答案來應付文
憑試中文科，效果並不理想， 「多做練習對
考好中文科有用，但最重要其實是融會貫通
，不應只顧着揣摩正確答案。」他認為，要
達到融會貫通的境界，最好在小時候開始培
養閱讀習慣。

【大公報訊】記者劉家莉報道
：教科書 「五年不改版」承諾屆滿
，加上高中課程考試形式、課程修
改，今年高中教科書大改版，直接
衝擊二手書店生意。有二手書店表
示，今年二手課本生意急跌20%至
30%，只好轉賣新書求存，更以89
折扣出售新書，低於連鎖大型書店
的95折，期望能薄利多銷，填補二
手書生意的影響。

教育局早年向教科書出版商下
令 「五年不改版」的 「緊箍咒」限
期已過，業界指新學年約有七、八
成的高中教科書大改版，意味着課
本會加價外，家長亦未能購買二手
書慳錢。專賣二手教科書的 「檸檬
書店」，在旺角及藍田經營兩間書
店超過10年，並設有網上平台買賣
書本， 「檸檬書店」總監王偉聰表
示，因高中課本大改版，直接衝擊
二手書生意，今年二手書的銷情平
均下跌20%至30%，料整個二手書店
行業銷情都會急跌。

由於二手書需求下跌， 「檸檬
書店」今年亦轉型多賣新書，王偉

聰表示： 「今年決定新書業務比例
增至40%，更以89折出售。」市面
一般書店僅提供95折優惠，包括商
務印書館。王偉聰稱，推出89折優
惠能吸引更多家長及學生購買，不
論街客、學校訂購或網上購書等，
期望可薄利多銷，填補二手書生意
的影響。

轉賣新書求存
「漢榮書局」董事長石漢基表

示，今年課本平均加價3.2%，書本
來貨價上升，影響折扣優惠，今年
僅提供92折。開學在即，他稱學生
家長毋需四出撲書， 「今年教科書
大部分已齊，未有缺貨。」

另一方面，近年不少家長到網
上平台徵求二手課本和校服，以節
省開學開支，也讓原本將被丟棄的
東西得以善用。家長李太表示，女
兒修讀一年PN班（預備班）後，轉
到另一幼稚園讀K1（幼兒班），故
校服及課本交予學校回收，部分則
放到網上平台送贈他人，既環保又
可幫助其他家長。

【大公報訊】記者毛依文報道：新學年即將開始，
香港中文大學（中大）為306名內地高考生舉辦為期八
日迎新營，助他們彼此熟悉，及早適應在港生活。談及
去年自港大退學的遼寧省高考文科狀元劉丁寧，受訪內
地學子均表示未受影響，相信自己可盡快適應香港學習
生活，認為香港高校可提供更廣闊國際視野。

中大今年通過全國統一招生計劃，在內地三十一個
省、直轄市、自治區共取錄306名內地高考生。校方於
本月16日起，為這批內地學子舉辦為期八天的迎新營活
動，幫助他們彼此熟悉，認識香港和中大以盡快適應在
港生活，迎接即將到來的大學新學年。

上周五，迎新營舉辦壓軸活動，迎新晚會，內地生
自編自導各類文藝表演，包括結他彈唱、笛子演奏、芭
蕾舞等，種類繁多，台下學生反響熱烈。新生李瑞誠、
楊玉婷和李杭蔚分享了他們初到香港的感受及對未來大
學生活的期待。

內蒙古自治區高考第十七名的楊玉婷獲中大提供的
六十六萬全額獎學金，對國際政治感興趣的她選擇入讀
社會科學院。她表示，受香港國際化程度吸引，選擇來
此升學， 「作為一座現代化都市，這裡環境更自由，且

能幫助我擴展國際視野，對以後學習國際政治相關學科
有幫助。」

由於自小從未離開父母，完全沒有寄宿經歷，楊玉
婷稱當初選擇來港升學遭到部分家人反對，擔心她無法
獨自面對香港的學習和生活。對此她表示，自己既然選
擇來港升學，就不會放棄。談及去年因適應問題而選擇
自港大退學的內地高考狀元劉丁寧，她說來港升學的內
地生很多，選擇退學的卻寥寥無幾，相信復讀只是劉丁
寧的個人選擇，而非香港高校的問題。對此，來自湖南
的李瑞誠和來自雲南的李杭蔚亦認同。李瑞誠表示，自
己初高中均不在家鄉念，因此不擔心適應不了新環境。
希望成為一名大律師的李杭蔚則稱，香港有更健全法律
制度，對她的學習也更有幫助，而且社會自由度高，能
給予學生更大選擇空間，因此選擇到港升學。

一周以後，三位十八歲的內地學子即將和他們的同
學一起迎來大學第一個學年。問及對大學生活有什麼期
待，楊玉婷希望大學期間能突破自我，完成一次演講。
李瑞誠則用 「收放自如」來概括對大學生活的期許： 「
收得了心，認真獨立完成學業；也能放得開，參加更多
活動。」

理大為賽艇隊研衝金戰衣戰衣

課本改版二手書生意勁跌

近年公開試中文科全體考生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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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高中學制實施後，中學文憑試考生須於中學文
憑試中文、英文、數學、通識四大核心科目取得 「3322
」成績，才達到入讀大學門檻。首屆文憑試中文科考
獲3級或以上者僅49%，第二屆上升至51.4%，今屆又回
落到50.7%，每年都約有一半考生未能跨過 「中文關」
。不少學界人士認為，沒有範文是學生於中文科表現
下滑的關鍵，要求重設範文的呼聲不絕。

教育局早前公布新學制中期檢討首批建議方案，
包括引入12篇文言文範文，於中文科卷一（閱讀能力）
考核，該卷考試時間將增加15分鐘，範文問題佔分30%
，佔全科總分約6%，於2018年文憑試考核。正當不少
中文科老師為重設範文喝彩，有資深中文科主任卻認
為，引入範文對提升中文科「達標率」作用不大，關鍵
是當局會否放寬中文科達3級才可入讀大學的要求。

「不是學生差了或試卷深了，而是門檻提高了。
」資深中文科主任蒲葦分析，會考中文科與文憑試中
文科考核形式相若，文憑試中文科成為 「死亡之卷」
純粹因為遊戲規則改變， 「文憑試與會考中文各級成
績比率大致一樣，只不過會考年代取得2級就可以升中
六，文憑試則要求3級才可升大學。」翻查資料，近三
屆文憑試考生取得2級及3級以上成績的比率，都比最後
三屆會考高，例如2010年會考只有38.1%考生取得3級或
以上，比三屆文憑試約50%還低。

蒲葦認為，當局及大學都要深思應否將中文及英

文科門檻定為3級，將中英文作為把關角色淘汰學生，
「不是每個學生的語文能力都好，將要求定得這麼高

，年年 『死』一半人，很多有其他專長的人才就此失
去機會入大學。」他又批評現時中文科的考核太難、
太繁，令學生失去興趣， 「中文科變得機械化，像第
一年文憑試文言文表現不好，人人就 『瘋讀』文言文
、瘋狂補課，但其實很多人連白話文也未讀好。至於
文學素養等等，已經沒人理會。」

考核太難 失去興趣
蘇浙公學中文科主任陳匡正亦認為，範文問題只

佔中文卷6%分數，能令考生 「升級」的機會不大，最
多只可分出5*及5**的考生，及令水平較低的考生有學
習目標。她表示，當局將中文科門檻定為3級涉及很多

複雜原因，對調低門檻有保留。廠商會中學中文科主
任何慧微則認為，引入範文 「有機會」提升學生表現
， 「考生只要答到基本資料就可得分，不算難。」她
認為，考獲3級的學生中文水平已經不高，不同意將門
檻再下調。

背誦金句只應付考試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中文教育研究中心總監謝錫金

則認為，重設範文後考生表現有望進步，但對提升語
文水平幫助不大， 「大家都讀那十幾篇範文，背標
準答案，分數一定高，但學生的閱讀層面會很窄，
也無法培養高階思考。其實會考年代有很多學生都
不會讀完整篇課文，只是背誦 『金句』、 『天書』
應付考試。」

中大為內地生辦迎新營
【大公報訊】實習記者林樂蓉報道：親子關係是

人世間最親密的關係，要與子女保持良好關係，家庭
教育是重要的一環。香港家庭教育學院與Roadshow合
辦一個名為 「CEO家長選舉」的活動，選出十位 「
CEO家長」以推廣家庭教育重要性。活動啟動禮昨日
舉行，更邀來行政會議非官守議員召集人林煥光、行
政會議非官守議員李慧琼等出席。

林煥光出席是次活動致詞時稱，長輩應向年輕一
代學習，因為不同年代有不同的價值觀，不能讓年輕
人單線接受上一輩的看法。被問及大學生揚言罷課的
問題，精神科醫生及家長教育專家曾繁光認為年輕人
應與家長溝通多些，因為家長往往會擔心子女做出激
烈行為時會影響學業、將來以及其他方面引起的負面
影響。

今年 「CEO家長選舉」已是第二屆，以有能力（
Competent）、效能（Effective）和樂觀（Optimistic）
的元素作為評審準則，並設置 「最發人心醒」、 「最
感動人心」、 「最創意無限」、 「最效益效能」、 「
最合作家庭」及 「最具網上人氣」等六個獎頂。截止
日期為2014年10月6日。

CEO家長推廣家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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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賽艇隊代表穿上由香港紡織及成衣研發中心
和香港理工大學合力研製的高效能比賽服，出戰9月
韓國仁川亞運會

▲左起：楊玉婷、李瑞誠、李杭蔚
本報記者毛依文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