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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周「雞精班」11.6萬元
韓生補習爭入美大學韓生補習爭入美大學

飛機禁升降「滅聲」
全韓配合高考

小班分組教學、
學生自主學習在英
國推行逾 40 年，
香港教育界近年亦
逐漸引入此教育模
式。英國學校事務
大臣祈禮勤昨日卻
提出，中國式傳統
教學的成效更高，

令中國學生成績超越英國，建議英國重
拾「全班教學」。
英國1950年代的課堂與中國傳統教學

模式相似，教師站在學生面前，用黑板
教授知識、向學生發問，但外界批評這
給予教師太大權力，遂改為「兒童為
本」，鼓勵學生主動發掘知識、自行調
節學習速度及分組教學，老師則充當支
援角色。

教師提問增互動成關鍵
不過，這方式的成效近年漸受質疑，
祈禮勤指，研究顯示上海沿用全班教
學，使同齡學生的課程進度及水平一
致，教師提問更是成績優異的關鍵。他
建議英國重新推行全班教學，尤其是數
學及科學兩科。教育部此前宣布，安排
逾70名數學教師到上海觀課，研究中國
教師的教學方法。
英國南安普敦大學一項研究發現，中

國學生成績佳主要歸功於教學方式，認
為全班教學讓師生有更多時間互動。研
究員讓562名9至10歲的南京學生及南
安普敦學生做數學測試，結果中國學生
分數高20%至30%。 ■《星期日郵報》

俄羅斯科學家去年5月在西伯利
亞凍土下，發現一具保存良好、4
萬年前的長毛象屍體，韓國生物科
技企業Sooam早前獲俄國同意，
取得長毛象的基因樣本，希望借用
體型相近的亞洲象的卵子進行複
製，令長毛象重現於世。但英國自
然史博物館長毛象專家赫里奇批評

複製過程可能要犧牲無數亞洲象，牽涉嚴重道德問題，
且沒必要。 ■《星期日郵報》/《星期日獨立報》

美杜邦工廠洩毒氣4死
全球第二大化工企業美國杜邦位於得州拉波特的廠房，前日

凌晨約4時洩漏有毒氣體甲硫醇，4名工人死亡、1人仍然留醫。
該批甲硫醇本是製造殺蟲及殺菌劑原料，但儲存庫閘門失靈，令
氣體大量洩漏，事件持續約兩小時，閘門失靈原因至今未明。
拉波特鄰近休斯敦等人煙稠密地區，當地人心惶惶。杜邦表

示，甲硫醇進入空氣後會逐漸消散，不會威脅人體健康，空氣質
素測試亦顯示正常。不過，甲硫醇的殘餘氣味當日持續擴散，休
斯敦西南部多處有居民向當局報告，指嗅到刺鼻氣味。
甲硫醇有惡臭，吸入後可引致頭痛及嘔心等徵狀，高濃度更

可引致呼吸系統衰竭及死亡。 ■美聯社/法新社

韓國舉國崇尚大學文憑，學生考試「大過
天」，上周四高考期間，政府全力配合，包
括押後股市及商戶開市時間，避免考生與上
班族爭路，又加密地鐵班次，讓考生能暢通
無阻抵達試場。聆聽試舉行期間，飛機禁止升
降、空軍訓練全日取消，以減少噪音。全國逾
1,200個試場均有警員把守，方圓200米封路，考
生赴考期間遇上交通擠塞，更可報警要求開路。

日溫11小時 不堪壓力跳樓上吊
「一試定生死」的高考帶給學生極大壓力，不

少人受情緒病困擾。當地每年高考前後均傳出學
生輕生，今年亦有考生不堪壓力跳樓及上吊。有
學生連續第4年應考，表示每天花11小時溫習。

■《韓國時報》/美國廣播公司

美國頂尖專上院校對學生要求甚高，在美國學
術能力評估測試(SAT)成績優良固然重要，

個人論文、教師推薦以至課外活動等亦不能忽
視。學生為此設法提升競爭力。韓國政府估計
七成學生有補習，補習業界去年總收入高達180
億美元(約1,396億港元)，相當於全國家庭總收

入兩成。
權純厚(譯音)自修4年通過SAT，赴美
攻讀經濟學學位，回國後開辦補習學校
「真．SAT」教導速成應試技巧。學生
在「雞精班」每天上課11至15小時，
重複操練試題。假如
希望導師額外指導寫
作個人論文，更需付雙

倍學費。

1.9萬元「請槍」寫論文
儘管收費高昂，有曾於
「真．SAT」補習的學生
認為補習助他迅速進步，

最終得以留學美國得州。權純
厚指，補習社協助天賦稍遜的學
生有機會升讀頂尖大學，若發現
有家貧學生能力出眾，亦會酌情
減免學費。

有補習社更提供個人論文「請槍」服務，先安
排導師與學生交談，激發學生想出論文題目並寫
下草稿，再收取2,500美元(約1.9萬港元)「潤筆
費」，由導師「修飾」成一篇正式論文。
不過，美國大學不認同以上做法。史丹福大學

入學組發言人拉平形容代寫論文不道德，亦不鼓
勵學生尋求升學顧問協助。美國大專院校委員會
早前宣布，SAT將於2016年起改革，明言是針對
貴價補習社。面對SAT改革，首爾已經有補習社
開始轉向美國大學入學考試(ACT)，補習業似乎仍
大有可為。 ■《華爾街日報》

韓國近年興起出國升學熱，負笈美國的外國留學生中，韓生人數高踞第三，但由於

一般高中不提供海外升學輔導，令有志「浸鹹水」的學生紛紛報讀私人補習班，衍生

出大量升學顧問和補習社。據估計，現時韓國國內相關公司多達1,400間，大多集中

在首爾江南區，家長不惜付高昂學費，例如8星期「雞精班」收費1.5萬美元(約11.6

萬港元)，提高子女獲海外大學取錄的機會。

■■家長為應考家長為應考SATSAT
的子女祈福的子女祈福。。

美聯社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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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企希望將俄科
學家發現的長毛象
屍體複製。

基因複製長毛象惹爭議

■祈禮勤

籲跟隨

■■韓生紛紛報讀私韓生紛紛報讀私
人補習班人補習班，，衍生出衍生出
大量升學顧問和補大量升學顧問和補
習社習社。。圖為學生應圖為學生應
考考SATSAT。。 法新社法新社

支架可變鎖
單車停泊街邊容易成為賊人目標，智利

3名工程系大學生為解決失竊問題，設計
出防盜單車「Yerka」。它設計十分簡單，
只是改造了車架下管，泊車時取出可分成兩
段的下管組裝成鎖，然後用手機的藍芽功能
上鎖，即可把單車牢牢栓於燈柱或欄杆上。
設計師卡貝洛與兩個朋友自小喜歡騎單車，其

中一人的兩架單車短時間內接連被盜，激發他們創
作Yerka。《圖解單車設計史》作者之一哈德蘭讚
揚 3人的設計「非常聰明」。不過單車網站

BikeRumor批評Yerka的設
計差劣，單憑原子筆便可打
開密碼鎖，且手把和前轆不
設防，賊人依然可直接拆走。
3人已表示會收集各方意

見再改良設計，他們希望籌
募30萬美元(約 233萬港
元)，在下年中發售首批
1,000架Yerka，價格介乎400至1,000美元(約3,100
至7,754港元)。 ■美聯社/《星期日郵報》

防盜單車

德國裝甲汽車改裝公司Stoof推出最新款改裝越野路華，配
備裝甲鋼板、槍口和電子干擾器，可應對小型駁火。車上甚至
裝有化學氣體感應器，一旦偵測到有毒氣體，就會關閉空調，
釋放新鮮空氣，專為想隱藏行蹤的社會名流度身設計，售價為
30萬英鎊(約364.5萬港元)。英國外交部等政府機構均已採用，
相信特務「占士邦」定羨慕不已。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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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地圖的街景功能最近又征服一片新天地，上周五Google
發布澳洲多處的水底3D「街景」，用家只需在Google地圖
點選澳洲昆士蘭省對開海面，便能展開「虛擬潛水」，

從此只需安坐家中，也可盡覽大堡礁、邦迪海灘
及悉尼港口風光。 網上圖片

任人吃的藝術
英國倫敦泰特現代藝術館近日添

置多項裝置藝術品，最瘋狂的莫過於
南非藝術家魯洛夫．勞出動6,000個
橙疊成的「香橙金字塔」。金字塔
製作成本高達3萬英鎊(約36萬港
元)，即平均每個橙值5英鎊(約60
港元)，較市面貴幾十倍，館方
還鼓勵參觀者把橙逐個拿下來
吃掉。

泰特現代藝術館素來以「騎呢」展
品見稱。「香橙金字塔」原名為「靈
魂之城」，由魯洛夫．勞於1967年首
度創作，他希望借金字塔的橙愈吃愈
少，表達時間流逝、腐朽以至朝生暮
死的概念，發人深省。
另一項「耐人尋味」的展品則是藝

術家曼佐尼1961年在米蘭創作的「大
便罐頭」，罐頭據稱封存了曼佐尼的

糞便，全球有90罐，泰特藝術館花了
2.24萬英鎊(約27萬港元)買下其中一
罐。 ■《星期日郵報》

「香橙金字塔」

■車架下管組裝成鎖，再
用手機藍芽上鎖。美聯社

GoogleGoogle街景盡覽大堡礁街景盡覽大堡礁�"
	!

近日網上出現一段大熱影片，顯
示一隻巨蚌被放在餐桌上，伸出像
是「舌頭」的一條白肉舔桌上的
鹽。美國斯克里普斯海洋研究所生
物學家戈爾茨坦解釋，那「舌頭」其
實是大蚌的長腿，用以探測新環境，
「伸脷」其實是想尋找能夠讓牠鑽進去
的洞，以隱藏自己。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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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逐連任的市議員阿瑟及挑戰者戴蒙德均獲得1,448張選票，霍
蘭翻查1930年代至今的紀錄，未發現相同情況，唯有根據州法的

規定，以「賭運氣的遊戲」來決定誰人當選。但由於法例沒列明遊戲
種類，霍蘭遂自行決定。

乒乓波上寫數字 較大者當選
第一回合是把寫有兩人名字的紙條放在帽裡，被縣法官抽出者可在

下回合享優先選擇權，結果阿瑟先拔頭籌。第二回合是擲公字，選
「公」的阿瑟再下一城，可在第三局率先
抽乒乓球。最後一局中，兩人在寫有1至
20的乒乓球中各抽一個，數字較大者
當選，運氣甚佳的阿瑟抽中12，戴蒙
德僅抽到4，連續3局敗北。
阿瑟「幸運」當選後直言，用

這種兒戲方式決定結果「挺瘋
狂」，並稱讚對手在競選期間的
表現。

■《衛報》/《佛羅里達聯合時報》/
WSCO TV網站

美國佛羅里達州內普丘恩沙灘市早前舉行市議員選

舉，兩名候選人竟戲劇性地票數相同。選舉專員霍蘭

於是根據州法，想出「最公平」的3輪解決方法，靠

抽籤、擲公字及抽乒乓球決定二人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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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毒氣越野路華 最啱占士邦最啱占士邦

■■戴蒙德戴蒙德（（右右））緊張地抽乒乓球緊張地抽乒乓球，，

可惜最後落敗可惜最後落敗。。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