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高中各科退修人數及比率
新高中選修科 今年中四級 退修 退修

開辦學校數目 人數 比率*

(中五級)

綜合科學 21(24) 201 29.8%

音樂 107(97) 83 25%

倫理與宗教 77(85) 227 17%

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 45(43) 185 14%

體育 64(62) 122 14%

中國歷史 413(418) 1,616 13%

中國文學 183(191) 566 12%

設計與應用科技 57(52) 149 12%

歷史 324(329) 1,105 11%

資訊及通訊科技 432(437) 1,454 11%

視覺藝術 350(349) 731 11%

旅遊與款待 165(157) 529 9.7%

科技與生活 28(29) 71 9.4%

物理 426(428) 1,864 9.3%

生物 420(421) 1,821 8.7%

地理 416(414) 1,545 8.7%

化學 422(427) 1,790 8.2%

組合科學 355(410) 875 8.2%

英語文學 27(28) 56 7.7%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405(407) 1,745 7.5%

經濟 430(433) 2,006 7.4%

*以去年中四級各科修讀人數推算

資料來源：教育局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馮淑環

逾半小學生指國民科非「洗腦」

香島展逾2000智力玩具

「集中精力」免成陪跑 音樂倫理乏人問津

25%升中五生讀少科
新高中掀退修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淑環）在新高中
學制下，課程重新整合，並推出了多個全
新選修科，「綜合科學」（Integrated
Science）為其中之一。不過，學生卻對該
科反應欠佳，退修比率高達3成，於所有科
目中最嚴重。有升學專家分析指，「綜合
科學」課程雖未及傳統理科深入，但內容
較闊，原希望吸引部分文科生兼修理科。
但運作下來，部分文科專長學生未必能適
應；加上本地及海外院校多個醫學及理學
專科，收生時均不考慮該科成績，令該科
高不成、低不就，影響認受性。

偏好文科生或憂程度深
理工大學學生輔導網絡主任崔日雄表

示，「綜合科學」出現大規模退修現象，
估計與其認受性以及深淺程度有關。他解
釋，現時各間本地及海外大學，相繼公布
四年制下的收生要求，當中醫科、工程等
專科，均有指定科目要求。但部分院校卻
因擔心「綜合科學」課程過於廣泛，內容
不夠深入，未有將之納入考慮範疇。另一
方面，對於偏好文科的學生而言，「綜合
科學」的內容始終屬於理科，部分人亦可
能認為程度太深，令該科成為學生升中五
時退修的「大熱」。

未列醫藥課程指定科目
根據8大院校提供的新學制入學要求資

料，多個醫藥類及理科課程，均未有接受
「綜合科學」為指定科目。以中文大學及浸
會大學中醫藥課程為例，學生須修讀生
物、化學或組合科學其中一科，綜合科學
不在考慮之列。另外，科技大學理學院亦
要求學生修讀物理、化學、生物，或組合
科學其中一科；同樣未有提及「綜合科
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婷）

科技大學工學院2009年與韓國
科技院（KAIST）簽訂學術合
作協議，聯合開辦博士課程。
早前，科大再與韓國浦項工大
（POSTECH）工學院達成協
議，推出工程學聯合博士學位
課程。浦項工大在《泰晤士高
等教育》2010世界大學排行榜
中，位列全球28位，在亞洲僅
次於香港大學和東京大學，居
於第3位。該校專長為產、
學、研的應用學科，是韓國頂尖研究型大學之一。
科大表示，開辦有關課程，旨在糅合兩校專長和經

驗，加強研究生的國際化及研究水平。首批「科大、浦
項工大」聯合博士學生，最早將於明年秋季入學，修讀
年期一般為4年。學生將於兩所大學分別進行2年研究，
並於兩校各有1位指導教授。其研究計劃將由2位教授共
同草擬，並由兩校相關學系系主任事先批准。而畢業生
將獲兩校頒授博士學位。

科大夥浦項工大
辦工程學博士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勞校教育機構秀明小學
今年創校十載。為慶祝創校10周年，該校於上月中旬舉
辦了「慶祝10周年校慶親子同樂日」，立法會議員黃國
健任主禮嘉賓。他在校監及校長陪同下，主持醒獅點睛
儀式。當日活動逾1,300人出席，場面熱鬧。
活動由醒獅隊為文藝表演揭開序幕，鑼鼓喧天。「大

頭佛」活潑可愛，搖頭擺腦，獅目活潑有神，博得台下
掌聲雷動。其他節目尚包括爵士舞、太極功夫扇、魔術
表演、中樂合奏等。
親子活動方面，校方安排了不同攤位遊戲、滑梯彈

床、電腦機械人遊戲、親子小手工及非洲鼓等。至於秀
明校友則製作了「許願樹」，讓家長及學生在紙條上寫
上祝福，然後把心意掛在樹上。

秀明小學親子同樂日慶10周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淑環）新高中學制正全面落實，各科目「退修潮」逐漸浮

現。教育局資料顯示，超過1.8萬名首屆新高中學生，於升中五時，毅然選擇退修其中

一科，佔總數多達1/4。其中，去年僅有699位中四生修讀的綜合科學，便有達201人退

修，比率近3成，情況最嚴重。一些「冷門科」，如音樂及倫理與宗教，退修比率也達

25%及17%，修讀人數越來越少，甚至出現「生存危機」。有教育界人士指，為免學生

於文憑試「陪跑」，不少學校都容許其退修，以「集中火力」應付其餘科目。但退修潮

情況嚴重，反映部分科目內容與學生程度有落差，當局應盡快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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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高中下，一般學生會修讀「4+2X」或
「4+3X」，即4個必修科加2或3個選修科。教

育局去年10月至11月，向453所中學進行調查，了解
中四及中五兩屆新高中學生修讀科目情況。今學年
受訪校共有74,826名中五生修讀各必修科，較去年
修讀必修科的中四生減少3,606人，反映部分人留班
中四、在升中五前轉讀其他職前課程、選擇投身社
會或往外地升學。

「冷門科」退修率高企
據資料顯示，超過1.8萬名首屆新高中學生，均在

升中五時退修一科，遍及全部21個選修科，每科人
數由56至2,000人不等。其中，經濟、物理、生物、
化學等退修人數最多，全部超過1,700人。不過，由
於其修讀人數亦最多，比率並不明顯。相反，部分
只得數百人選修的「冷門科」，退修比率卻高企，
如在新高中「新發明」的綜合科學，退修比率便高
達29.8%（見另稿）。其餘的音樂、倫理與宗教、健

康管理與社會關懷及體育科的退修率，均逾14%，
修讀人數越來越少，甚至已現「生存危機」。

應用學習製造退修空間
現時，各大學及專上院校收生，一般只要求1至2

個選修科；加上部分可以應用學習取代，為學生造
就退修「空間」。教評會主席、聖匠中學校長鄒秉
恩指，多達1/4學生退修，反映學生不想於沒有把
握的科目「陪跑」，轉而於其他科目「集中火力」，
以提高升學機會；且有關想法獲學校認同。他又
指，部分學生在新高中選科時，意向不清晰；或於
修讀後，發現內容與自身程度有落差，都是造成
「退修潮」的原因。

校長促檢視課程深淺度
首屆新高中應用學習有達6,700人選報，津中議會

主席廖亞全則指，不少學生用以取代原有的選修
科，亦導致退修人數大增。他提醒指，如個別學科
太少人修讀（如少於200人），即屬「高危」；當局
應檢視其內容及程度是否太深。
學友社學生輔導中心總幹事列豪章表示，首屆新

高中「退修潮」，反映部分學校在開設個別科目
時，或出現資源錯配情況，例如：理科老師須同時
兼教組合科學、綜合科學等，可能令學生感支援不
足，遂選擇退修。列豪章建議，學校平衡各科資源
分布。他又提醒學生，選擇退修前，必先了解各院
校的最低收生要求，包括是否認受應用學習，以免
打亂本身升學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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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資料顯示，逾1.8萬名考生選擇
在中五時退修，平均每4人便有1人退修
選修科。 資料圖片

■女教師協會主席周蘿茜(中)建議，德育及國民教育
科先行1年試驗計劃，以評估成效。

香港文匯報記者歐陽子瑩 攝

■港大數學系教授蕭文強(右)認為，數學遊戲可以培養學生的觀
察、分析能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歐陽子瑩 攝

■參觀展覽的老師，觀看香島
中學的學生示範及講解智力玩
具。

香港文匯報記者歐陽子瑩 攝

■黎韻琴(右)接觸智力遊戲僅半
年，已深深為之 迷。

香港文匯報記者歐陽子瑩 攝

■秀明小學
舉行10周年
校慶親子同
樂日，吸引
不少人前往
參觀。

學校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子瑩）全港小學將於明
年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科。香港女教師協會進行的
一項調查發現，逾半受訪小學生不認為會被課程
「洗腦」，但擔心獨立成科，會增加學習壓力，希望
新科目以課外活動形式進行。協會指出，學校在騰
出課時、師資培訓及避免新科與現有學科內容重疊
上，需要更多時間協調，建議當局先行1年試驗計
劃，以評估成效。
女教師協會過去數天以問卷形式，訪問了1,151名

來自20多間小學的小四至小六學生。調查顯示，逾
半受訪小學生不擔心會被課程「洗腦」，但認為如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成為一獨立科目，會增加學習壓
力；超過8成人希望以課外活動或小組形式學習有
關內容。

憂學習壓力增 倡先試驗
協會主席周蘿茜表示，於小學層面，新的德育及

國民教育科與常識科，有不少內容重疊。學校推行
有關科目時，需要進行大量協調工作。周蘿茜建
議，當局先在小學及初中推行試驗計劃；高中則可
融入通識科內容中，同時訂出更清晰的評核模式，
評估成效後才全面推行。
在小學任教常識科及國民教育的老師黃椿陽表

示，國民教育科強調按校本發展，但在缺乏師資培
訓下，老師可能也缺乏足夠專業知識教導學生，
「例如應如何選材、如何作出準確評核等，當局都
沒有指引，令老師壓力甚大」。

或削班主任課 實行困難
另一名於小學擔任課程統整主任的老師程秀慧則

認為，國民教育科以獨立課時推行，學校若要騰出
時間上課，多數會先削減班主任課、常識堂或學生
的興趣小組。但由於現有課時已十分緊迫，實行上
有困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子瑩）扭計骰、
九連環、索馬立方⋯⋯假如你自問智力過
人，一定曾經嘗試挑戰以上種種智力玩具。
日前，香島中學便舉辦了一個智力玩具展
覽，一連兩日，展出校方由世界各地搜集回
來的智力玩具，數目逾2,000件，部分更有20
年歷史。活動吸引數百師生到場參觀及試
玩。有出席的數學老師表示，智力遊戲提供
了具趣味性的數理學習途徑，可進一步培養
有潛質的學生。

展拼合解套摺疊類玩具
由香島中學主辦的「智趣無限─智力玩具

展覽」於過去的周六及周日，在該校九龍塘
校舍舉行，展出拼合類、解套類、摺疊類等
智力玩具，而出席展覽的人士，更可試玩當
中約300件玩具。校方並安排學生義工即場示
範及講解。
負責活動的香島中學數學科老師黃建中表

示，展覽上的智力玩具，均由學校老師多年
來收集所得，部分購自網上，也有在旅遊時
購買，來自世界各地，收藏最久的有20多
年。而最昂貴的一件玩具，更價值700美元。
該玩具是一個由日本訂回來、以人手製造的
木製方盒鎖。

黃老師坦言，智力遊戲對學習數學大有益
處，「學生拿起玩具須細心觀察；嘗試拆解
時，要不斷創新。運用已知的知識，即使不
成功，也可與同學交換心得，訓練解難技
巧」，例如，要把棒從連串環中拆出的「九連
環」，便可訓練邏輯思維、立體拼圖則可訓練
空間感。
自言愛玩智力玩具的香港大學數學系教授

蕭文強，在講座上也指出「勤固有功，戲非
無益」，認為學生透過數學遊戲，可以培養觀
察力、分析能力等，達至愉快學習的效果。
他舉例指，初中學生學習幾何過程中，「七
巧板可砌成多少個凸多邊形」等問題，亦可
啟發學生。
香島中學中七生黎韻琴接觸智力遊戲僅半

年，已深深為之 迷。近日，她便設計了兩
個外形如蝴蝶及音符的連環鎖。她指，設計
概念來自「九連環」，但把當中部分環扣在一
起，增加了遊戲難度。她已計劃以有關設計
競逐今年中舉行的「德國世界解難大賽」。
於大埔一間中學任教數學科的王老師表示，

學校每年均會花費1,000多元購買智力遊戲，
以輔助教學。他認為，智力遊戲可提供具趣味
性學習途徑；而喜歡數學的學生，一般都會喜
歡智力遊戲，從中可發掘有數學潛質的學生。

■廖亞全 ■列豪章

■圖為科大校長陳繁
昌（左）及浦項工大
校長Sunggi Baik簽訂
學術合作協議。

科大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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