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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雪梨訊）澳洲華人總工會文藝宣
傳部近30名骨幹在文藝總監劉丹的帶領下
在4月27號早上在華人密集的Burwood、
Eastwood、Beecroft、Hornsby、Ashfield和
Strathfield等六個區的火車站散發宣傳單
張，為該會組織編寫的《澳大利亞華人社區
發展報告》做預熱宣傳。

為反擊近年全球泛起的反華暗潮，澳
洲華人總工會在2017年5月開始組建了以
澳洲國會多元文化委員會前任書記Laurie 
Ferguson為編審、華東師范大學博士後導師
汪詩明教授為主編的編委會，組稿編輯《澳
大利亞華人社區發展報告》。

該書將贈送國會、各級議會、有關機
構及社會各界，意圖對澳洲有關政策施加
影響，引導華人社區從自發到自覺地把華
人社區建設成一個以中產階級為主體的社
區，從根本上杜絕排華事件的發生。

經過將近一年的工作，編委會徵召
了20位博士、副教授以上的專家學者參與
本書15個課題的研究編寫工作，編委會本
著嚴謹的學術標準，對所有提交的論文認
真審核，所有論文都是多次修改才得以過
關，到目前為止，所有預定課題都得以結
題定稿，一共由15個專題報告將近20萬字
組成。

該書由總報告、調查報告、社區研究
及大事記四個部分組成，將於今年9月正式
出版。其中「總報告」和「調查報告」全英文
寫作，分別對華人社區的構成、文化、教
育、就業、公共衛生、社會福利、養老、
投資、參政、留學生等各方面通過統計局
數據、問卷調查、訪談等方式做深入詳細
的調查並提出社區發展規劃。

在「社區研究」部分，由五個專家團隊
研究分析華人社區發展並提出相應方案，
希望可以引導華人社區由自發到自覺地把
個人和社區發展成中產階級。而「大事記」
部分由「澳洲華人社區大事記」（全英文寫
作）和「中澳關系大事記」組成。

（本報雪梨訊）更生會大腸癌資訊日
將介紹大腸癌的防治方法及獲得有關防癌
的健康飲食訊息，並設大腸癌篩查計劃、
乳房檢查、安老服務等多個資訊攤位。時
間：5月5日上午10時至下午4時。地點：
Fairfield RSL Club, 14 Anzac Ave, Fairfield。

當日粵語講座：上午10時半至12時「腸
癌的檢測及治療邁向新世代」；下午1時15
分至2時半「腸癌復康新生活——體健『腸』
康」；3時至4時「透過飲食預防癌症及改善腸
道健康」。現場普通話傳譯。

參加講座須預先報名。查詢及報名請
電(02) 9212 7789。

澳洲華人總工會宣傳
《華人社區發展報告》

更生會大腸癌資訊日

伽藍集團是一家集研發、生產、銷售於一
體的中國化妝品龍頭企業。自2001年在中國上
海成立以來，先後創立了美素、自然堂、植物
智慧、醫婷等四大品牌。

4月23日至24日，伽藍與天貓攜旗下國民第
一美妝品牌自然堂和中國第一個原創高端美妝
品牌美素來到澳洲，參加「2018中國品牌天貓出
海赴澳出訪團」活動，並與天貓達成出海戰略協
議。自然堂亮相天貓澳洲墨爾本和雪梨快閃店。

在天貓的主題快閃店中，自然堂利用AR虛
擬試妝鏡技術——「AR魔鏡」，讓澳洲消費者既
體驗了新零售商業智能的先進有趣，又感受了
來自中國化妝品品牌的高品質。

通過「AR魔鏡」，消費者只需用鏡頭自拍照
片，就能實現虛擬試妝，體驗自然堂不同的妝
感效果，如OL妝、邂逅妝、微醺妝、狂野妝等
並分類購買所需產品。

本地年輕人Lynn表示，體驗了自然堂的產

品之後，感到它的價格親民，設計感強，是一
個性價比很高的中國美妝品牌；剛剛外派在墨
爾本工作的Christine說，在國內的時候她就喜歡
自然堂面膜，很適合年輕人使用。

還有許多當地的女性在了解到伽藍的產品
萃取於喜馬拉雅峰的最純淨的冰川水和抗氧化
能力最強的植物時，她們非常驚喜並迫不及待
地通過線下掃碼的形式，線上下單購買了自然
堂的產品，並表示很喜歡中國的化妝品，期待
自然堂能早日進入澳洲市場。

伽藍零售總裁吳夢表示：「本次與天貓達
成了出海戰略協議，第一站就放在了澳洲。伽
藍希望通過與天貓的合作將新零售商業手段和
模式傳遞海外，用新零售商業智能的工具，為
消費者帶來更多生活美好的理念，讓海外華人
和消費者都能體驗到中國高品質品牌所帶來的
享受，將『你本來就很美』和『美由心生，素來不
同』的品牌理念帶到全世界。」

成立於2016年的雪梨華音樂社，是由旅居澳洲
的原中國中央、省級民樂專業等音樂人組成

的一支高水準的中華音樂團體，曾多次應邀參加中
央海岸等各類藝術節，廣受讚譽。
    藝術節上，該社音樂總監、澳洲中國民族管樂
學會會長胡衛剛親自演奏電視劇《武松》的嗩吶音
樂。胡衛剛是吹管樂演奏家，曾為該劇錄制嗩吶配
樂。他演繹這首具有濃厚民族特色的中國民間音樂
贏得觀眾的熱烈掌聲和高度評價。 

由旅澳揚琴演奏家胡磊主理的中國風．樂
坊，為藝術節專門編排了《剪羊毛》等澳洲民歌和非
洲音樂。多位青少年演奏員用五架揚琴分三個聲
部，以和聲對位等多種復調形式的音樂表現手法，

給澳洲傳統民歌帶
來了新意。

樂坊培養華人
第二代移民學習中
國民族音樂，多位
學員已經達到了很
高的演奏水平，並
多次榮獲國際音樂
的大獎。

雪梨華音樂社和中國風．樂坊帶來的節目得
到了主辦方、觀眾和當地媒體的廣泛好評，在整個
表演節目中被評選為最佳演奏節目。

由中澳友好協會主辦的2018年中央海岸多元

文化藝術節圓滿成功。來自不同民族的文藝團體，
以高水準的表演、富有特色的節目，呈現了多姿多
彩的多元文化風貌。

應中澳友好協會的邀請，雪梨華音樂社
和中國風．樂坊於4月28日赴Wyong參加中

央海岸多元文化藝術節。華人、印度人、菲律賓人、太平
洋島國及原住民等近十個民族文藝團體參加表演，各民族
藝術家歡聚一堂。

■阿里巴巴總裁張勇（右二）、澳紐總部董事總經理周
嵐（右三）參觀AR魔鏡，伽藍集團零售總裁吳夢（右
一）親自陪同並介紹自然堂新零售及AR試妝技術。

■具民族特色的中國民間音樂贏得觀眾高度評價。

本報雪梨訊

伽藍攜手天貓快閃澳洲 AR魔鏡引領自然堂美妝潮流

中央海岸多元文化藝術節
華人團體演出廣受好評

雪梨華音樂社
中國風．樂坊
聯袂獻藝

通識教育科作為核心科目，其變革將掀動現
行「三三二二」的大學入學門檻，據悉不少大學學者
認為該科改為只設及格與否，已達收生門檻，不影
響銜接大學課程，反而更有利釋放高中生的壓力，
讓他們能修讀其他選修科，為升大打好基礎。通識
科改革勢必影響大學收生安排，事實上近年大學已
由以往的「4+2」，改以計算最佳五科成績，方便取
錄未能考獲通識佳績的高材生。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日前證實，學校課程檢討
專責小組將就整個課程設計向政府提供意見，包括
通識教育科等不同科目內容及所佔時間，進行討論
及諮詢，並向政府提供意見。現行機制下，若政府
接納專責小組意見，會交由課程發展有關的委員會
考慮及跟進。他強調當局未收到小組的報告，不清
楚小組有何建議，但呼籲外界給予時間及空間，讓
小組與業界人士作專業討論。

當局補充，專責小組預計在明年底前提交方
向性的建議，強調現階段未就該科未來發展訂定任
何方案，對課程安排、考核形式等是否需要改變，
亦無任何傾向。

有熟識大專界及大學課程的人士對本報表
示，同意今次當局展開檢討，「現時四個核心科已

出現『稍為失衡』，以中、英、數、通識組合來看，
較為側重人文學科，中學生投放過多時間和心血去
學習核心科。」

他指若學生考通識科達及格水平，其實已足
以應付大學課程要求。他指若通識教育科評分改為
「及格」和「不及格」，亦不會影響通識高材生入讀大
學的優勢，「日後一定會有相應配套，例如可調節
學科收生準則，學生如有修讀歷史、地理、企業、
會計與財務概論等選修科，可獲額外入學分數，
令學生仍可靠強項科目取得好成績，入讀心儀學
科。」

香港大學榮休教授、智庫「教育2.1」小組首席
研究員程介明二日表示，認同通識教育科由以往1
至5**評級，改為及格與不及格。他認為學生只需
學習經歷便足夠，而「三三二二」的大學入學門檻亦
須調整，「沒有成績就不算數？這是錯誤的想法，
現在不是考核考生『得唔得』，而是考核他做到甚
麼」。

程介明同意通識教育科培養學生獨立思考，
有必要保留為必修的核心科目，而對於該科近年備
受政治爭議，他認為與考評有莫大關係，「生活上
很多問題可以有爭議，可以明辨思維，為何揀最熱

門，比如特首要不要下台？這些意義不大，因為社
會已分裂了，要學生怎麼樣？」

恒生管理學院校長何順文則認為，通識教育
科若只設「及格」和「不及格」，可有利到海外升學的
學生，他建議當局在檢討時，應就課程的形式、內
容、考評一併檢討。

其實近年大學已稍稍將通識教育科的核心成
績比重減低，由以往計算核心科目加一至兩個選修
科（4+2），改為計算最佳五科或六科的成績。例如
中文大學在一六年將大部分課程由計算「4+2」改為
學生的最佳五科成績，其餘學科包括醫科和法律則
維持不變。嶺南大學亦於今年將「4+1」改以計算最
佳五科，目的是增加收生的彈性。（見附表）倘若通
識科取消1至5**評級，大學收生計分勢將有更大改
變。

本報日前獨家報道，中學文憑試核心科目通識教育科將會改
革，包括研究取消1至5**評級，只設「及格」與「不及格」，甚或剔出核心科。教育
局局長楊潤雄二日證實，學校課程檢討專責小組將檢視通識科課程，最終交給政府
考慮。

通識科擬大改革
大學收生門檻勢變

本報報道獲證實
教育局長稱

專責組展開工作 

■文憑試核心科目通識教育科將會改革，勢掀
動現時大學入學門檻。

本報教育組香港報道

校長：可釋學生壓力 教師憂「矮化」削價值
本報日前披露文憑試通識教育

科將面臨首次考評修訂，或改為及
格與否，隨即引起社會極大迴響，

有倡議改革的校長認為，此舉是為釋除學生壓力為考慮
因素，並相信該科考獲及格的學生，已足以掌握基本知
識，毋須再評級。不過，亦有前線教師認為改動將「矮
化」通識教育科，質疑削弱其必修科價值，減低學生學
習動力。
智庫「教育2.1」一直倡議通識教育科只須及格與否，

該會成員之一兼津貼中學議會主席潘淑嫻指，當年向政
府提倡該建議，主要考慮到學生壓力，「最重要是學生

已能掌握基本知識，當時沒考慮政治因素」。她坦言，
相對中英文科，大學收生時不會太偏重通識教育科的成
績，改為及格與否的影響有限，但認為改革須宏觀地考
慮課程、課時、考核及學校的人手調動。
教育工作者聯會理事鄧飛認為，改為「及格」與「不

及格」意義不大，指多達九成考生都考獲第二級，「大多
學生不會因為該科入不到大學」，反而一改評級牽連甚
廣，甚至動搖文憑試的國際認證，要考慮值得與否。
香港通識教育教師聯會主席關展祺認為，有關改動

是「開倒車」，「矮化」通識教育科，削弱其必修科價值，
連帶影響學生日後對該科的重視程度、學校資料分配。

他認為，在設有「5」、「5**」評級下，與同為核心科
目的中英數「平起平坐」，對有興趣的學生而言，有較大
動力提升表現，質疑日後只淪為「及格」、「不及格」，對
考生要求層次不同，仍否可履行學科理念及價值。他強
調，學生從通識科學到的價值觀、待人接物等「軟性技
巧」，以及整理資料、分析數據能力，對裝備學生銜接
大專課程，及未來投身社會都相當重要。
香港通識教育會副會長黃家樑認為，通識科考核評

分應維持現狀，但認為要檢討考核方式，「題目類型讓
考生『捉到套路』，令他們可靠操練得分，偏離學科初時
目標。」

意見教界

通識科
改革

　　澳門行政法務司司長陳
海帆上月率領十多名主要官員，
一連五日赴北京、江蘇參加「任
中培訓」，獲剛出掌港澳工作協
調小組的韓正親自接見，是韓正
新上任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組
長以來，首次接見特區官員。全
體官員北上接受「培訓」，無論是
香港或澳門特區，過往都未曾試
過，情況罕見。
　　陳海帆當時透露，這個任期
中段的國情培訓班，是特首去年
底與中央相關部門籌劃的，在港
澳辦、中聯辦和國家行政學院
的支持和幫助下，培訓班順利開
展、非常及時，通過今次學習了
解到國家主席習近平新時代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對整個團隊自我
增值和提高管治能力有重要意
義。
　　一海之隔的澳門率先「拉大
隊」上京培訓，令人關注港府是
否需要仿效？尤其是根據澳亞新
聞的報道，此次澳門主要官員赴
京任中培訓，「是落實十九大後
中央對香港澳門管治團隊的工作
要求，也是落實中央全面管治權
的制度性安排。」換言之，今次
「任中培訓」是來自中央的要求。
　　自澳門官員參加「任中培
訓」，本港愛國愛港陣營即紛紛
提出，港府官員亦要北上學習，
其中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就指，
香港特區官員亦應借鑑澳門經驗
參加培訓，深入學習認識國情，
相信對落實「一國兩制」有好處。
　　事實上，過去每年都有高級

公務員赴京參加「國情研習班」，但問責官員
不包括在內，有資深建制派指，自從去年十
九大後，中央有一系列宣講活動，不止內地
幹部要認真學習，特區官員亦要緊貼國家發
展方向，但由於港澳沒有內地的「中管幹部」
進入中央黨校培訓，「任中培訓」就是以另一
種形成向特區官員培訓，這也反映彰顯中央
對全面管治權走向「制度化、細緻化」。
　　不過，港府消息透露，港府至今未有任
何計畫安排主要官員赴京參加培訓，無論集
體或分批皆未有安排，直言香港與澳門情況
有別，香港不能照搬香港做法。行政會議成
員、工聯會黃國健相信，港府北上參加「任
中培訓」是遲早的事，但由於港府問責班子
人數比澳門多，不可能所有官員一同離港，
可能要分幾批輪流北上，而高級公務員亦應
一同參加，培養國家觀念，正如喬老爺所
說，公務員不應只抱着為香港服務的心態，
亦要建立為國家服務的意識。 杜良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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