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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院校應屆
學位畢業生
應考國際英
語水平測試
(IELTS)的
總體成績。
今年度有近
1.24萬人應
考該試，人
數創歷年最
高，平均成
績6.69分，
較 去 年 的
6.72分略為退步。各校以港大成績最好，平均考獲
7.06分；敬陪末座的是最近被質保局指畢業生語文
能力未如理想的教院，得分6.36。

經教資會「統一英語水平評核計劃」參加IELTS
考試的大學畢業生人數今年創歷年最高，報名人數
比去年增加約3％。根據IELTS的9分制評分標準，
教資會資料顯示，本年度應屆畢業生的總平均分為
6.69分，約84.8％考生取得的總分在6至7.5分之間，
屬良好或優良的英語運用者，上述數字較09/10年度
微跌1.6個百分點。

港生書寫會話分數偏低
在IELTS的4個單元中，考生在「閱讀」及「聆聽」

方面的成績較好，平均分分別為7.31分及7.19分；但
各人在「書寫」及「會話」的表現較差，平均分只
有5.99分及6.04分。

整體而言，今年各大學表現普遍略遜於去年，只
有中大及嶺大學生成績較去年進步，分數分別上升
0.05分及0.02分，達6.96分及6.43分。若以學科劃
分，社會科學類的畢業生英語水平一般較高，平均
為6.88分，工程及科技類畢業生則較差，只有6.44
分。

資優童2年無學上 印度家長指歧視

中大理學院彈性課程迎新制 4中學或被殺 屯門佔半重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今年雖有200間中學參與「5減1」

的縮班政策，但仍有4間中學未能越過開辦3班中一的「殺校線」，現
正面臨殺校危機。據悉，2間高危校位於屯門，南區及離島區亦各有1
間，有關學校將要向教育局提交發展方案。

須向教局交發展方案
教育局於9月15日點算中一人數，發現有4間中學收生不足61人，未

能達到開辦3班中一的標準。據悉，有關中學分別是位於屯門區的釋
慧文中學及明愛屯門馬登基金中學、南區的保良局慧妍雅集書院，及
離島區的佛教慧因法師紀念中學。各校稍後須向教育局呈交發展方
案，各校可考慮與其他學校合併或合辦課程、與大專院校/專業或職
業團體協辦課程、辦學團體注入額外資源、申請特別視學、轉為直資
或私校等。

首次未能開辦3班中一的學校，可有條件參加「中學學位分配辦
法」，辦學團體須注資補足開辦3班高中所需的資源，每間學校只能申
請1次，如學校不申請任何發展方案，或所申請的方案未獲批准，學
校於下學年開始以「按人數資助模式」營辦中一班級。

釋慧文中學曾「翻生」又瀕死
曾於2008年遇上殺校危機的釋慧文中學，與大埔的佛教慧遠中學跨

區合併後成功「翻生」。今年再次捲入殺校潮，校長蔡榮甜表示，會
靜待教育局安排。

教育評議會主席鄒秉恩表示，有些家長因不滿獲派的學校而幫子女
轉校，「故有學校原本派位時有足夠學生，實際註冊時卻流失了部分
學生。」鄒秉恩估計，2013至16年之間學童人口會進一步下跌，希望
政府可以削減每班人數至30人或25人一班，並在過渡期內容許中學以
中一2班的方式開班，相信至高中時，這些學校也會有足夠學科讓學
生選讀。

香港津貼中學議會主席廖亞全指，長遠學生人數將會回升，屆時甚
至會有學校不足的情況，故政府有必要制定長遠政策，去應付不同時
期的學額需求。

教界指有家長憂爭崩頭 轉戰直資棄官津

名校6人爭一位
小一收表升幅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熙）一般人視拍拖
是輕鬆平常事，但對本年度邵逸夫數學科學獎得
主之一的理查德．哈密頓而言，卻是比精密數學
還要深奧難懂的功課，他笑言：「研究數學時，
若發現自己計錯數，只要把整疊算草紙丟進垃圾
桶便可以；但和女性約會，你不小心說話，例如
叫錯名字，後果可以很嚴重。」反映出這位數學
家幽默的一面。

邏輯如膠水 黐實各範疇
哈密頓日前與另一得獎者德梅特里奧斯．克里

斯托多羅分享數學的迷人之處。克里斯托多羅認
為，數學雖然包含多個範疇，但邏輯就像膠水一
樣，把它們牢牢黏緊，使它成為一個整全、緊密
而又穩固的系統。哈密頓也覺得，數學迷人，在
於它的恆久不變，只要它的前提一經證明，在其
上面建立的推論也就不會被推翻；他以物理學為

例：「最近有科學家發現，中微子比光速更快，愛因斯坦
的相對論就立刻受到挑戰，但數學不會出現類似情況。」

數學臨挑戰 難吸引學生修讀
哈密頓又表示，數學一直是科學界的「工具提供者」，

「數學的角色相當重要，科學、工程時常需要運用算式，
計算各樣事情，我們就是提供合用計算方法的供應商。」
他指現在數學發展面對的挑戰，是對比以往學科分類不多
的年代，要吸引學生修讀會難得多，「這個年代，年輕人
都喜歡科技、喜歡玩電腦，如果我現在出生，也未必修讀
數學。」

兩得主讚中國數學發展佳
對於中國的數學發展，兩位得獎者給予正面評價。陳省

身、丘成桐已是國際知名的數學家，至於年輕一代的學
子，亦讓兩位數學家留下深刻印象，克里斯托多羅半年前
曾到中國訪問，他出席一個有關幾何學的講座，就看到很
多中國學生前來旁聽。兩人不約而同認為，不單是數學，
在不同層面上，中國將會在各方面擔當重要角色。

今年邵逸夫數學科學獎共有兩名得獎者，分別是美國哥
倫比亞大學戴維斯數學教授理查德．哈密頓和瑞士蘇黎世
聯邦理工學院數學和物理學教授德梅特里奧斯．克里斯托
多羅。前者研究空間幾何的形狀和曲率如何隨時間變化，
並在黎曼幾何學中引入「里奇流」微分方程式，幫助數學
界解開七大千禧年難題之一、獎金高達100萬美元的龐加
萊猜想 (Poincare Conjecture)。後者在愛因斯坦的方程式
中，證明捕獲曲面存在，並指出引力波的相互作用可以產
生黑洞，對科學界了解黑洞帶來重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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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IELTS人數創新高
港大成績稱冠

根據教育局估計，明年適齡入讀小一人數將達4.6萬人，較
今年大增超過4,000人，然而供申請的小一學額只與今年

相若，入讀心儀校競爭勢必更激烈。數字顯示，今年各校小一
自行收生申請人數普遍上升，地區名校浸信會沙田圍呂明才小
學，收表數大增近2成至454份，平均6人爭1學額；北區的鳳溪
第一小學收表數也大增26％至240份；至於在東區的中華基督教
會基灣小學（愛蝶灣），收表數更較去年增4成至205份。

打風打亂部署 家長衝刺遞表
油麻地天主教小學（海泓道）今年收表微升3％至400份，爭

奪75個學額。校長何綺霞對申請數感滿意，因明年適齡小一人
數上升，各校的申請增加屬正常。她又表示，今年因受颱風影
響，打亂部分家長預算，該校定於昨午4時正截止收表，在「死
線」前仍有多名家長抵校，最後1小時該校多收近20份申請表，
更有不少人帶漏文件：「有家長在打風申請期改動後未能再請
假，要作『最後衝刺』」。她指明白父母緊張子女心情，所以在
等候辦理申請過程中能派人到校補交文件亦會接納。

何綺霞又提醒，即使未能成功於自行收生獲派心儀校，家長
亦應於統一派位階段時，將心儀小學同列甲部及乙部首志願，
以增加入讀機會；亦可考慮於派位結果公布後，準備好相關資
料到校叩門，「以免浪費時間齋等」。

專家：未全面反映競爭實況
資助小學校長會主席梁兆棠則指，雖然小一申請數增加，但

相信仍未能全面反映競爭實況，主要是因為部分家長擔心難入
官津名校，早已「轉戰」直資校而放棄官津學額。

另外，曾收生不足自資辦小一的元朗寶覺學分校及鮮魚行學
校，今年分別收到25及42份申請表，超過教育局開班線。寶覺
分校校長譚慧萍對結果感興奮，她認為加深家長對學校認識有
助提升報名人數，並相信該校來年可開辦2班小一：「希望這是
一個好開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勞雅文）2012年度入學的小

一自行收生首階段昨日截止，由於小一適齡學童將

大升4,000人，多間學校收表數目均錄得升幅。有東

區小學申請人數便較去年激增近4成，另不少地區名

校也出現「爭崩頭」情況，最多超過6人爭1學額。

但有教育界人士指，其實不少家長因擔心來年小一

競爭激烈，早已轉戰直資名校，放棄循自行收生選

官津校，相信現有申請數仍未能完全反映情況。 ■浸信會沙田圍呂明才小學，
收表數目上升超過18.5%至454
份，平均6人爭1學額。

資料圖片

■資助小學校長會主席梁
兆棠表示，不少家長為免
競爭激烈而首選直資名
校，放棄資助學額。

資料圖片

■有家長截止前一刻趕到喇沙小學，為子女遞交小一自行收生
報名表。 香港文匯報記者歐陽文倩 攝

■油麻地天主教小學（海泓道）
收表數目微升3%，但仍要5人
爭1學額。 資料圖片

■哈密頓(左)和克里斯托多羅(右)對於中國的數
學發展給予正面評價。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景熙 攝

部分小學自行收生收表情況
學校 自行收生 今年收表數 學額爭奪

學額 (去年數字) 情況

浸信會沙田圍呂明才小學 75 454(383) 6.1爭1

油麻地天主教小學(海泓道) 75 400(388) 5.3爭1

鳳溪第一小學 60 240(190) 4爭1

聖公會柴灣聖米迦勒小學 60 230(252) 3.8爭1

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 60 205(147) 3.4爭1

聖公會油塘基顯小學 90 300(280) 3.3爭1

油麻地天主教小學 75 234(227) 3.1爭1

北角官立小學 75 120(130) 1.6爭1

資料來源：上述各校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勞雅文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高鈺) 本港一名12歲土生土長
的印度裔資優男生，因無法找到適合學校，2年來無
上學，留在家中自修。其父母本打算由他們親自向兒
子傳授知識，不過教育局已拒絕有關申請。這對印度
家長懷疑兒子被歧視，擬向平機會投訴。

教育局發言人表示，收到該名學童求助後，當局已
即時提供適切服務，並強調指任何6至15歲的學童若
缺課，不論種族，當局都會勸喻家長送子女上學，若
家長無充分理由而拒絕，可能觸犯法例。發言人又

指，會繼續與有關的印度家庭聯絡，以提供協助。

專收資優生校 指不懂中文拒收
印度裔男生ARJUN，9歲時已看哲學書籍，小五時

已能做中一級的數學題。經測試下，他被證實是智商
129的資優生。不過，他就讀的地利亞加拿大學校，
老師坦言應付不來，勸他轉校。其母向教育局求助，
兩年間轉介了ARJUN到3間學校面試，包括專收資優
的優才書院，但校方認為他不懂中文，難以跟上進

度，另外兩間專收少數族裔的中學則不肯讓他跳班。
ARJUN的媽媽本身是老師，故決定申請自己教仔，

但教育局拒絕申請。為證明自己的能力，ARJUN去年
應考英國GCSE，程度相等中學會考，取得4A1B佳
績，他現時已可應付高中課程。對於兒子自小五至
今，已經兩年無上學，ARJUN的母親只希望孩子可以
入讀大學，重返校園。優才書院表示，學校除了英文
堂外，其餘的課堂都是用廣東話或普通話授課，學生
不懂中文很難跟上進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熙）2012年大
學改行4年制，中大理學院將於2012/13學年
全面革新本科課程，其中11個主修課程將採
用大類收生，配合涵蓋5大理學組別的首學
年彈性課程設計，讓學生對不同的理學學科
有更全面的認識。此外，理學院將推出地球
系統科學課程及進深的精研數學課程，以滿
足社會的需要。

主修課不設學額限制
在中大的大類收生計劃下，各個主修課程

均無學額限制，保證學生能入讀自行選擇學
院提供的11個理學課程，包括生物化學、生
物、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化學、地球系統科
學、環境科學、食品及營養科學、數學、分
子生物技術學、物理及統計學。

理學院副院長（學生事務）吳 亮表示，
學生可於入學時或升讀第二學年或第三學年
前確認主修課程，相信他們會有充分時間了
解自己的興趣和能力，學院亦會為學生提供
學術諮詢，以協助學生選擇合適的主修課
程。

為配合應考中學文憑試的中學生不同的理
學背景及興趣，新課程的設計較有彈性，學
院可提供涵蓋化學、生命科學、數學、物
理、統計學5大理學組別的「學院課程」科
目供學生於首學年修讀，為學生打好理學基
礎，並讓他們在升讀第二學年時能有多個主
修課程的選擇。不過，學院另有5個主修課
程是通過個別課程收生計劃招收學生，包括
中醫學、風險管理科學、計量金融及風險管
理科學、數學精研，以及數學及訊息工程。

■理學院副院
長（學生事務）
吳 亮(右二)
表示，其中11
個主修課程採
用大類收生，
並推出地球系
統科學課程及
進深的精研數
學課程。

香港文匯報
記者劉景熙 攝

8大院校畢業生表現
院校 2010/11 2009/10

年度(分) 年度(分)

港大 7.06 7.07

中大 6.96 6.91

科大 6.75 6.79

浸大 6.57 6.62

理大 6.55 6.57

城大 6.43 6.49

嶺大 6.43 6.41

教院 6.36 6.37

8大平均 6.69 6.72

資料來源：教資會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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