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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包辦OECD評估前五名 英美排二十及二十八

15歲學生數理排名
港全球第二僅遜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亞洲國

家及地區的教育制度再次揚威國際。根據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統計，在

76個國家及地區的15歲學生的數理分數排

名中，首五席位全由亞洲包辦，以新加坡

居首，香港緊隨其後，排名第二。有專研

學生能力評估的教育學者指，港生的數理

成績向來不俗，排名並非最重要，應該看

分數的升跌，自己與自己比較，「根據同

樣由OECD主辦的PISA（學生能力國際評

估計劃），香港學生的分數近年都在改善，

當中科學和閱讀都比新加坡高，僅數學略

低一點。」

根據英國廣播公司（BBC）昨日報道，是次排名
以亞洲的國家及地區威盡國際，取下首五席

位，依次為新加坡、香港、韓國，日本和台灣則並列
第四。向來被視為教育產業大國的英國與美國，則分
別排第二十名及第二十八名，不敵排名第十二位的越
南，而非洲的加納則排名榜尾。
OECD教育主管施萊歇爾（Andreas Schleicher）對
排名作點評指，位居第一的新加坡，於1960年代曾有
很高的「文盲率」，是次成績反映了新加坡有很大進步。
對於亞洲的成功，施萊歇爾表示︰「如果你去亞洲的課
室，你會發現裡面的老師期望每一位學生都變得成功。」
他又指出，亞洲的國家及地區的教師水平很高。

20%英青年未達基本教育水平
另一方面，英國卻出現每五個年輕人就有一個未達
基本教育水平的情況。OECD指，如果英國能減低有
關數字，能為該國經濟帶來上萬億元的收穫，有關排
名報告又指，若排名最尾的加納能讓其全部15歲年
輕人獲得基本的教育和技能，其GDP將可增加38

倍。施萊歇爾認為，排名有助國家及地區去檢視其強
項及弱項，並從中思考改善教育質素所帶來的長遠經
濟利益。是次OECD的詳細報告將於下周於韓國舉
行的「世界教育論壇」中公布。

港科學與閱讀得分勝新加坡
對於上述排名，專門研究學生能力評估的香港中文大

學教育行政與政策學系教授何瑞珠表示並不意外，「在
PISA近幾次的排名中，香港學生一直都排第二、三名，
故排名並非最重要的指標，反而應該看分數，自己與自
己比較。不過，根據PISA，香港學生的分數近年都在
改善，當中科學和閱讀都比新加坡高，僅數學略低一
點。」
她認為，除了分數之外，如何提升學生對學習的興
趣、上學的歸屬感及探究知識的精神更為重要，認為
家長應放寬心境，重視子女對學習的興趣多於成績。
此外，她又認為教師可參與更多專業團體，藉以擴闊
自己的視野，也令學生可更上層樓。
特區教育局發言人回應指，香港學生在是次調查中

能得到優異表現，再次證實香港教育朝着正確的方向
邁進。發言人表示，有如此佳績，是學校、教師以及
各持份者經多年竭力推動教育及課程改革、共同協作
下的成果，當局會持續與教育界、家長和各持份者共
同努力，務求保持香港學生的良好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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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是港生熱門升學地，早
前當地更新簽證制度要求，值
得重點留意。由2015年4月6日
起，所有報讀英國大學本科或
以上程度課程的學生（包括一
些基礎/文憑班課程）均需通過

IELTS（雅思）英國簽證移民測試（IELTS for UK-
VI），才能獲批學生簽證。
就新的 IELTS for UKVI，跟原來的 IELTS 測試

的分別，主要是下列三方面：
1) 收費：由原本的1,750元提升到2,325元。
2) 認可的香港測試中心數目減至3間，詳情請參
考英國文化協會網頁：http://takeielts.britishcouncil.
org/locations/hong-kong
3) 考試名稱的轉變：由原來的academic module
及 general module 變 成 IELTS Academic for
UKVI、 IELTS General Training for UKVI、
IELTS Life skills A1及IELTS Life skills B1。

宜盡早報考新制IELTS
報讀大學課程的學生只需報讀IELTS Academic

for UKVI即可。而因為測試中心的數目減少，有意
到英國升學的學生請盡早報考新制IELTS，避免因
為未能報考IELTS而延誤了學生簽證申請的時間。
近年來不少香港學生及家長選擇海外升學，認為

可讓年輕人體驗不同的生活環境，亦能領略異地文
化，有助擴闊國際視野。事實上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的學歷及成績已普遍獲英國、美國、澳洲、加拿
大、紐西蘭等多個國家的大學承認，港生可直接以
文憑試成績報讀有關海外大學，不過若要直接入讀

大學本科課程，成績要求仍甚高，以英國及澳洲的大學為
例，文憑試成績大約要「44433」或以上才可穩入，與入讀本
地大學學位課程的基本成績相差不遠。至於一些成績稍遜的
同學，各地基本上都有基礎課程可供報讀，修畢後再銜接上
大學。
由於課程及地點選擇繁多，升學專家普遍認為同學作決定

時應以個人興趣和能力為先，多考慮院校的教學質素、師生
比例、畢業生就業情況等因素，而不應盲目追求院校的國際
排名。同學也要注意，不同國家的高等院校入學時間各有不
同，同學應盡早了解清楚及作出決定，同時預早報考相關公
開試和英語能力考試，以便安心報讀海外院校。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大地海外升學服務中心

地址：旺角彌敦道639號雅蘭中心辦公樓1期19樓1911室
查詢電話：2314 8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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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心澄）位於珠海的北京師範大
學—香港浸會大學聯合國際學院（簡稱UIC）昨舉行10周
年校慶啟動禮，700多名師生及校友從UIC教學樓出發，分
別經由3條路線，徒步走至位於會同的新文化小鎮會師，希
望藉以體驗UIC辦學10年來的艱辛與收穫，共同邁向新里
程。
UIC為首家內地與香港合作創辦的大學，於2005年獲國家

教育部批准成立，首屆學生僅274人。10年過去，UIC至今
發展成在校生近5,000名的國際化大學，並誕生了6屆畢業
生，香港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日前到該校訪問，亦對其「港校
北上」辦學10年的成績給予肯定。
昨活動有多位UIC校友特地從廣州甚至加拿大等地回校，

與在校師生一同見證母校10歲生日的時刻。是次UIC的校慶
口號為「開創、進取、跨越」，承接該校於教育理念、教學
模式及招生改革上「開闢中國高等教育的新路，致力內地高
校多元化」的辦學使命。校方透露，未來將在會同古村建設
新校園，並與珠海市政府共建「大學小鎮」，更好地服務及
回饋社會。

UIC10周年校慶起步
■UIC校長吳清輝在校慶活動授旗。 UIC供圖

■何瑞珠認為，除了分數，提升學生對學習的興趣、
上學的歸屬感及探究知識的精神更為重要。資料圖片

OECD15歲學生
數理能力排名
名次 國家或地區

1 新加坡
2 香港
3 韓國
4 日本
5 台灣
6 芬蘭
7 愛沙尼亞
8 瑞士
9 荷蘭
10 加拿大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歐陽文倩

■港生的數理能力獲OECD排名全球第二，圖為去年底港生參加國際初中科
學奧林匹克比賽奪獎而回。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心澄）香港大學校長馬斐
森近日獲委任為教育資源拓展協會(Council for
Advancement and Support of Education ， 簡 稱
CASE)亞太區新成立的董事會主席。
教育資源拓展協會是一個非牟利、國際性的教育機構
協會，有近3,600個成員機構，總部設在美國華盛頓，
在倫敦、新加坡和墨西哥城設有辦事處。協會通過提供

專業知識、從業規範、道德準則、宣導教育和具體培訓，
協助非牟利教育機構加強和校友的聯繫和溝通、增強機
構在籌募、市場行銷和相關方面的專職工作。

徐立之獲亞太領袖大獎
新成立的董事會是協會在亞太區的主要決策機構，

為協會提供策略性發展方向。董事會已於4月14日至

17日協會在新加坡舉行亞太教育資源拓展會議期間，
召開首次會議。港大前校長徐立之獲教育資源拓展協
會主席Sue Cunningham頒授亞太區領袖大獎，以表
揚他在推動及支持區內教育和學術機構發展的貢獻。
Sue Cunningham讚揚徐立之致力推動港大的捐獻

文化，激勵校友和大學友好透過不同途徑為大學的發
展付出，「這在港大從未有過。」

參與韓國公司的實習，是我夢寐以
求的機會。為讓同學作好心理準備，
主辦計劃的東國大學提早為我們安排
了一個簡單的韓國文化課程。當中提

到韓國人十分着重階級觀念，例如較年幼（即使只是遲一
個月出生）、身份職級較低的人，要跟前輩或上司說「敬
語」。年長、職位高的一方則和對方說「平語」。在辦公
室內，每人的職級分明，等級的細緻，是港人難以明白的。
我在首爾永登浦區的一家公司實習，公司業務主要是

研發和銷售管理系統的軟件，面向中國、日本和韓國市
場。在公司裡，我所見過最高級的是社長，公司內大部
分人對他都必恭必敬。平常同事間吃飯，人人都是菜來
了就馬上起筷，即使有時候是我的餐點最先來到，他們
也會說，菜涼了就不好吃，讓我先吃。

社長不起筷 員工不動手
不過，某次社長宴請大家，他說得興高采烈，連菜上

了也渾然不覺。所有人恭敬地將手放在桌子下，專心聽
着他說話，絲毫沒有不耐煩的神情。本來我早已打算起
筷，手已到半空，看到此情此景，只好假裝想要抹手。
直至社長把菜夾到碗裡了，全部人才齊聲說：「我開動
了。」然後開始用餐。這才讓我見識到韓國人是多麼認
真對待階級，並有不可僭越的觀念。
在了解過公司的產品後，我開始了工作：為舊有的產

品目錄改正語法、為三款產品重新設計中英文的產品銷

售單張、收集某項產品競爭對手的市場營銷資料，寫一
份營銷建議報告，再為產品設計一個銷售網頁。

中小企吸客 減價響名堂
看似簡單的工作，我足足花了3個星期。在過程中，

我了解到電腦科技公司的營銷手法，當地中型企業與跨
國大企業的銷售方式大相逕庭。後者在推銷產品時，會
明碼實價地公開銷售資料，但中小企為了爭取更多知名
企業的訂單，會減價或提供優惠，用意是當其他客戶看
見這些知名大企業和政府機構都用某一品牌時，便會有
更大信心，增加他們購買的意慾。這對於我這個中文系
學生來說，絕對是新鮮的知識。
韓國人熱衷於運動，主辦單位安排了我們去全國最大

的職棒球場—蠶室棒球場觀賽；我們也按照當地傳
統，買了炸雞和啤酒。甫進場，已聽到震耳欲聾的歡呼
聲。原來每個地區及大企業如三星、LG、樂天都有自
己的球隊，當天的賽事是LG雙子對斗山熊，全場情緒
高漲，一致地敲打打氣棒，齊聲叫喊口號，團結程度令
人難忘。每當棒球選手出場時，支持者會唱起用那位選
手名字編成的歌曲，響徹雲霄；一方得分，球迷會站起
來，擁抱旁人，在那一剎，我也有點感動了。

登高先買酒 上山食青瓜
除了棒球外，韓國人也熱愛登高。我們穿着輕便的服

裝，在三號線的佛光驛的出口集合。出閘後已心知不

妙，四周都是穿戴專業裝備的登高人士，與身穿T恤、
短褲的我們，真是高下立見。登山前，科長請我們隨行
的學長到小店買兩支小米酒 (Makgeolli)，這不禁使我暗
暗吃驚：行山時喝酒，難道不怕我們喝醉失足嗎？
在佛光山上，根本無路可言，都是最原始的土地，盡

是泥土、小石、樹枝，大家要手腳並用。在一些極陡峭
危險的路段，也只有一條繫在大石上的粗繩，供人們稍
稍摻扶。我這種在平地走路都會跌倒的人，費盡九牛二
虎之力，才勉强爬到半山。休息的時候，正打算問同學
拿一塊巧克力餅，科長卻遞給了我們每人一條小青瓜。
我敢說，這是我去過最健康的周末旅行。
咬着牙關，終於上到了山頂。此時不少登山者正在野

餐，而只吃了一條青瓜的我，早已飢腸轆轆，別人野餐
更讓我口水直流。科長見狀，找了一塊空地，讓我們也
一起野餐。他從背包裡拿出紫菜飯卷和肉乾，又遞上紙
杯，讓我們嚐嚐韓國小米酒。香醇的酒帶一點酸味，使
人格外精神，我一口氣喝了大半杯，亦不見絲毫醉意，
難怪韓國人登山的時候喜歡帶上它。
在韓國生活短短30天，卻看到很多韓國不為港人所
知的一面。真實的韓國，與我們在電視上看到的實在大
有分別：首爾，其實並不是一個只有燈紅酒綠的城市，
而是一個樸實、健康，有上進心的現代化都市。

(標題與小題為編輯所加)
香港教育學院中國語文教育榮譽學士(四年全日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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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重階級不僭越 睇波歎炸雞啤酒

■筆者到韓國公司實習一個月，看到很多韓國不為港人所
知的一面。圖為筆者與當地同事登高。 筆者供圖

■筆者與韓國公司人員合照。 筆者供圖

■ 港 大 校
長 馬 斐 森
（右五）與
教育資源拓
展協會亞太
區董事會成
員合照。
港大供圖

馬斐森掌教資拓協亞太董事會

■港大前校
長徐立之獲教
育資源拓展協
會主席 Sue
Cunningham
頒授亞太區領
袖大獎。

港大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