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紡織大王陳瑞球舉殯 親友哀悼送別
董建華梁振英扶靈

【大公報訊】記者莊恭誠報道：上月底逝世的大紫
荊勳賢、人稱 「球伯」的長江製衣創辦人陳瑞球，昨早
在北角香港殯儀館舉殯。過百名各界人士到場，送別這
位在香港紡織界享負盛名的老前輩。

全國政協辦公廳及中央統戰部致哀
有香港 「紡織大王」之稱的陳瑞球昨日舉殯，各界
友好一早到香港殯儀館送球伯最後一程。包括港澳辦主

張曉明王志民送花圈

任張曉明，中聯辦主任王志民，以及香港政商各界致送
的花圈擺滿靈堂。全國政協辦公廳，中央統戰部等都對
球伯的逝世表示哀悼。
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和梁振英、政務司司長張建
宗、全國政協科教文衛體委員會副主任殷曉靜、全國政
協常委余國春、立法會主席梁君彥、行政會議召集人陳
智思等為 「球伯」扶靈。
陳瑞球的侄兒、前全國政協常委陳永棋表示，四叔

（陳瑞球）畢生愛國愛港，為國家和香港做了很多事，
尤其在製衣紡織界開創事業，成為後來人眼中的模範，
家人亦以此為榮及榜樣，會永遠懷念他。
昨日親自向陳瑞球致哀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譚耀
宗回憶說，1982年他和 「球伯」分別代表勞方和資方參
與勞工顧問委員會的工作，其間 「球伯」對推動確立長
期服務金起到很大作用，令勞工在退休後得到更多保障
，儘管過程艱難，但 「球伯」一直努力游說僱主代表，

最終成功關鍵除了在於對方在商界受到尊重，亦有賴其
積極聯絡和接觸勞資雙方，以達成彼此共同接受的方案。
與陳瑞球相識幾十年、來自工業界的前全國政協外
事委員會副主任盧文端讚揚， 「球伯」是業界老前輩，
一生對香港工業發展作出傑出貢獻，在製衣紡織界擁有
極高聲望，當年在製衣紡織這一經濟支柱的帶動下，香
港經濟得以起飛，為日後的繁榮穩定打下基礎， 「球伯
」在其中可謂功不可沒。

閱讀卷問音樂蜜蜂 作文寫家長信

DSE英文試題貼地易及格
鄧美儀老師分析試卷，卷一必答部
分 Part 較
B題 目 用
A淺，部分 Part 的
詞則較難

大公報記者

▲

文憑試英文閱讀作文卷考試昨日
舉行，卷一必答題以音樂為題，選答
題兩題都以蜜蜂為題。作文方面，其
中一題選答題考核撰寫家長信。有考
生形容，題目難度與去年相若，不過
閱讀卷中有些較深的字詞不理解。有
英文科老師形容今年的考題 「貼地」
，必答部分較去年淺，符合中六學生
的程度，及格率有望上升。
楊綺青（文／圖）

英文科卷一是閱讀卷，甲部（Part A
）屬必答題，乙部（Part B）可選答較淺
的B1或較難的B2，選答B1的考生最高可獲
第四級成績。今年甲部文章內容是關於聽
歌會否令人分心，乙部的兩篇文章則均與
蜜蜂有關。

3.參加短文比賽

在你的信中說服你的校長接受你的計劃：

•比賽題目為 「Wildlife」 （野生），而故事會導致以下場面。

（i） 闡述一個可以實行的活動，以及

4.戲劇功課

（ii）指出對長者之家的好處

•莎士比亞名著《羅密歐與朱麗葉》中有句對白： 「Did my
heart love till now... ...For I never saw true beauty till this
night。」
戲劇科老師要求寫文，回答一個問題： 「幸福婚姻是否一
定要有浪漫愛情？」

•作文卷B部為第2至9題，8選1作答：

十題長答題較去年多

第三點人員、一名高級政務主任、一名政
務主任、一名高級行政主任、一名一級私
人秘書及一名助理文書主任職位，2018/19
年度預算開支約為1350萬元。
就《國歌法》的本地立法工作。政制
及內地事務局稱，將利用現有資源，今年
第二季推出政府宣傳短片及聲帶，宣傳國
歌的背景，以及奏唱國歌時應當遵守的禮
儀。
局方回覆議員廖長江的提問稱，2018
年是國家推行改革開放的四十周年，會按
需要安排人手及資源，籌辦與國家改革開
放四十周年相關的宣傳及慶祝活動。

資料來源：考試及評核局英文科考卷

九成官小全級考TSA
【大公報訊】小三全港性系統評估（
TSA）下月復考，考試及評核局昨日透露
，截至本周四（12日），約有180間小學
申請全級應考TSA，當中包括九成的官立
小學，立法會議員及家長團體昨日批評，
教育局早前公布的 「抽樣考」方案如同虛
設，擔心TSA全面復活，再度引發操練文
化。
教育局早前公布，今年將以不記名、
不記校、抽樣考及不提供學校報告方式復
考TSA，但同時容許學校申請全級小三應
考並獲發獨立報告。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

會昨日開會討論復考TSA，考評局秘書長
蘇國生在會上稱，全港現有約180間小學
報名全級小三應考TSA，包括34間官立小
學，當中30間申請全級應考。

議員憂引發操練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鄭泳舜質疑，學校
申請全級參與，若有家長反對，局方是否
有機制讓有關學生免卻考試，又質問教育
局如何監察學校過分操練， 「你知你哋啲
官校好鍾意操（練）。」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回應時重申，局方

貧困率較高的感覺，但看到南昌市發展一
日千里，井岡山更已於去年成功完全脫貧
，對此感到非常鼓舞。

袁武：鼓吹分裂國家不可行
袁武認為，此行非常值得年輕人來，
看看中國以前為革命流過的血汗，以及新
中國成立前有多少無名烈士為國貢獻。他
指，國家發展至現在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
體，是不容易的事，維護國家領土完整至
關重要，所有鼓吹分裂國家的行為皆不可
行。
剛卸任的第九至十二屆港區全國人大

原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考察團到南
昌起義博物館考察
大公報記者李淇攝

【大公報訊】記者李淇報道：原港區
全國人大代表考察團的五天訪贛行程昨日
圓滿結束，多名原人代均表示，對井岡山
這紅色革命搖籃感受尤深。考察團團長、
中華總商會常務副會長袁武總結今次行程
時，呼籲香港年輕人應多到江西、到井岡
山重溫革命發展史，切實感受新中國成立
來之不易，維護國家領土完整至關重要，
絕不能做出任何鼓吹分裂國家的行為。
袁武表示，今次訪贛最重要的行程，
是到井岡山重溫中國革命軍成立，以及南
昌起義的歷史經過，同時考察江西的經濟
發展。他說，江西一向給予人農業為主、

嘉頓中心重建圖 鐘樓無得留低
文物保育專員辦事處回覆傳媒查詢指，由
於古諮會提出該建築的鐘樓具文物價值，
並建議保留，局方與業主商討可行的 「寓
保育於發展」方案時，會鼓勵業主把鐘樓
保留，融入新設計中。文物保育專員辦事
處已按古諮會的擬議評級及會上提出的意
見，與業主商討可行的 「寓保育於發展」
方案。

代表、香島教育機構發展總監楊耀忠表示
，現在香港好多年輕人都誤解共產黨是為
了集團利益，事實正好相反，共產黨一直
將人民群眾位置放在首位，而井岡山的革
命精神，與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的新時代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完全脗合。
金杜律師事務所法律顧問、第十至十
二屆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劉健儀感受最深是
到井岡山考察，首次到共產黨革命聖地重
溫當時歷史，以及團結奮鬥的精神，直言
十分感動。她說，一直都覺得維護國家領
土完整是非常重要，香港更是國家不可分
裂的一部分，年輕人應到此地看看當時共
產黨為國家所流的血汗， 「現時某些人聲
稱自己是搞革命，但根本不是這樣一回事
，你看看共產黨革命背後的歷史，就知道
香港絕對沒有革命的條件」，認為國家富
強，人民富足情況下，樣樣都要推翻的人
沒有資格說革命。
香港中銀國際控股有限公司副董事長
、第十屆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林廣兆亦希望
，年輕一輩有機會必須到井岡山，學習銘
記歷史，尊重當下。他認為，國家現正努
力實現偉大的中國夢，相信未來國家將愈
來愈強大，年輕人將為此驕傲。

▲

嘉頓中心重建模擬圖
城規會文件

【大公報訊】記者曾敏捷報道：深水
埗地標嘉頓中心早前獲古物諮詢委員會列
為二級歷史建築，但仍然難逃拆卸重建命
運。業主去年向城規會申請拆卸重建，近
日再呈交補充設計圖，新大廈擬採取梯級
式現代化設計，底部其中一層設紅底白字
標誌，印有英文 「Garden」字樣，與現時
嘉頓大廈外牆的顏色及字樣相似，但重建
後的大廈似乎未有保留任何現有建築，包
括不少團體認為甚具歷史價值的鐘樓部分。
城規會文件顯示，申請人擬將嘉頓中
心擬重建為一幢包括三層地庫的25層大樓
，集商店及服務行業、食肆、辦公室及烹
飪學校於一身，總樓面達10332平方米。公
眾可即日起至下月4日就申請表達意見，城
規會暫定6月1日討論申請。
嘉頓中心在1951至1960年間落成，屬
於私人擁有的工業大廈，上月獲古諮會通
過評為二級歷史建築，現在進行為期一個
月的公眾諮詢，之後再確認評級。發展局

會繼續監察，若發現有問題學校，嚴肅處
理。對於不少學校申請全級應考，他稱局
方相信學校的專業決定，不認為學校為了
「折磨」學生而申請全級應考，他強調評
估不等於操練，很多學校在無操練下參與
TSA，認為有助學校改善學與教。
家長聯盟發言人何美儀稱，近半學校
申請全級應考，反映 「抽樣考」方式如同
虛設，與全面復考分別不大，她直斥官校
帶頭全級參與，質疑校方事前有否諮詢家
長及教師才作出決定，又促請校方容許家
長拒絕應考。

原港區全國人大訪贛 籲港青重溫革命史

▲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於特別財委會書面
回覆立法會議員提問，國家將頒布《粵港
澳大灣區發展規劃》，將於規劃出台後，
盡快在該局編制下成立 「粵港澳大灣區發
展辦公室」，涉及新增一名首長級薪級點

•你聽了一首有關 「機遇」 的歌，因此啟發你在網誌上分享
你對機遇的看法，寫出你一次錯失機遇，一次把握機遇的
經歷。

•你是學校社會服務學會的主席，學校希望與社區建
立更緊密的連繫。寫一封信給你的校長李女士，建
議與老人之家合作推行一個新的社區計劃。

英文科作文卷二 選答題

優勢。

政制局開六職位推動大灣區工作

斥1350萬設大灣區發展辦

2.寫blog

英文科作文卷二 必答題

以Chris Wong作下款寫信

她又稱，今年閱讀卷的長答題比去年
多，乙部Part B2中，長題目多達十題，多
過去年的六題，意味這部分比以往深。不
過她認為乙部B1的長題目約六題，較去年
考生：難度與去年相若
七題略少，所以乙部B1題目則較去年淺。
在深水埗廠商會中學應考的考生葉同
卷二寫作方面的必答部分，要求學生
學稱，題目難度與去年相若，期望閱讀卷 以老師身份撰寫家長信，通知家長一項校
取得第四級成績。他稱選答B2部分試題， 外學習活動的詳情。鄧美儀稱，學生在中
但文中有較艱深的字詞，所以花不少時間 三時應已學習正式書信（formal letter）的
回答，最後還差一題多項選擇題才完成閱 格式，但學生可能誤以為以學生的身份寫
讀卷。
信，導致語言七分中可能減去一至兩分，
深水埗廠商會中學英文科主任鄧美儀 但她認為只要以溫柔的語調撰寫，問題應
認為，卷一必答部分Part A較淺，但選答 不大。
部 分 Part B 的 題 目 用 詞 則 較 難 ， 包 括 「
而八選一的選答題，題目包括向熱愛
claustrophobic（幽禁）」、 「
tweed cap（ 動物、想做獸醫，但不獲家人支持的16歲
花紋帽子）」、 「
pollination（花粉傳播） 學生以及討論應否取消學生考試的排名制
」等，相信用英文讀生物科的考生會較有 度等。

【 大 公 報 訊 】 特 區 政 府計劃斥資約
1350萬元，政制及內地事務局轄下成立 「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辦公室」，新增六個職
位，專責推動大灣區工作。而為配合今年
國家改革開放四十周年，政府表示會籌辦
相關宣傳及慶祝活動。

2018文憑試英文科作文卷試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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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

預測 最低 最高

亞太

預測 最低 最高

預測 最低 最高

澳 門 驟雨

23

28 上 海 有雨

13

18 成 都 密雲

廣 州 雷暴

23

29 杭 州 驟雨

13

北 京 天晴

6

19 福 州 雷暴

22

天 津 天晴

6

17 海 口 多雲

25

濟 南 天晴

6

17 台 北 多雲

24

南 京 密雲

11

15 重 慶 有雨

12

預測 最低 最高

9

18

首 爾 有雨

17 西 安 密雲

8

19

28 昆 明 驟雨

14

25

36 拉 薩 多雲

5

31 呼和浩特 天晴

-1

16 烏魯木齊 天晴

9

美洲

歐洲

預測 最低 最高

預測 最低 最高

8

13

洛杉磯 天晴

巴 黎 驟雨

9

17

法蘭克福 有雨

10

17

馬德里 驟雨

6

羅 馬 多雲

11
7

10

11

倫 敦 多雲

東 京 多雲

7

19

馬尼拉 多雲

25

36

17

曼 谷 多雲

28

31

10

新加坡 雷暴

24

32

20

悉 尼 驟雨

21

30

蘇黎世 天晴

11

27

三藩市 天晴

9

18

紐 約 驟雨

12

24

12

西雅圖 有雨

6

12

19

溫哥華 有雨

6

10

17

多倫多 有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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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