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生科學能力大插水
PISA評估跌7名 3項平均分皆倒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學生能力國際評

估計劃（PISA）昨公佈2015年本港研究結果，港

生在科學、閱讀及數學能力的平均分均較3年前倒

退。在全球72個國家和地區中，新加坡在上述3

項均排第一，表現突出；反觀香港的科學能力排

名卻由上屆的第二，大跌7名至第九位；閱讀能力

維持第二名；數學則上升了一位至第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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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
每3年進行跨地區的學生能力

國際評估計劃PISA，評估各地15歲
學生的科學、閱讀和數學能力。中
大香港教育研究所PISA香港中心邀
請了本港138所中學、約5,000名15
歲學生，以電腦進行測試。

閱讀數學排第二遜星洲
結果顯示，在全球72個國家和地
區中，2015年港生科學能力排名第
九，較 2012 年的第二名下跌了 7
名，平均分由 555 分下跌至 523
分。取得第五級或以上的香港科學
「尖子」約有7.3%，比OECD國家
及地區的平均值7.7%為低。不過，
香港達第二級基礎能力或以上的學
生有90.6%，比OECD國家及地區
的78.8%為高。
閱讀方面，本港維持第二名，平

均分527分，下跌了18分。雖然數
學排名第二，比去年上升1位，但平
均分則由561分下跌至548分。

最好最差學校程度差4.5年
中大分析了不同因素對學生成績
的影響，發現家庭社經狀況如家長
職業和教育程度，對學生成績的影
響較小。
不過，PISA香港中心總監何瑞珠
指出，學校的社經地位對學生的科
學能力有顯著的影響，愈高社經地
位的學校，其學生有愈好的表現，
最好與最差表現的學校當中，同是
15歲的學生之教育程度可以相差約
4.5年。
至於性別和新來港身份的因素，
專家發現，女生在閱讀方面的成績

明顯高於男生，差距達28分，但在
科學和數學則未見顯著分別；在科
學、數學和閱讀方面，本地生較新
來港學生為佳，差距可達6分至17
分。

新學制少選修理科或影響
針對港生在科學能力的排名下

跌，專家認為與中學生科學學習時
間下跌、選修科學科目的人數和電
子學習未能提升學習有關。
參與研究的中大課程與教學學系

助理教授劉國智引用數據指，舊學
制「文理分科」，2009年平均有四
成理科生會同時修讀物理、化學和
生物科3科。但在2015年只有0.4%
學生同時選修這3科。反映能力較高
的學生未必首選上述3科，學生整體
科學基礎較弱，但他不認同要走
「文理分科」的回頭路。

教局：港平均分遠高國際
教育局回應指，香港2015年在科
學能力排名雖為第九位，但學生的
平均分達523分，遠高於國際平均的
493分，得分在統計學上與第六位的
澳門並無顯著分別，整體而言香港
學生仍能保持優良表現。
發言人又指，本港只有9.5%學生

取得最低水平（即第一級或以
下），百分比屬所有參與國家或地
區中第四個最低的，甚至較科學能
力排名第一位的新加坡的9.7%為
低，反映大部分港生掌握了基本科
學能力。
教育局會參考有關數據，與持份

者共同商討，更積極採用各類資訊
科技來增強高階思維的學習。

由經濟合作與發展
組織（OECD）策劃
的學生能力國際評估
計劃（PISA），是一

項定期進行的跨地區研究，每3年進
行一次，備受教育界關注，排名受
到廣泛重視，同時亦被視為各國或
地區未來競爭力的指標。

該計劃旨在了解15歲學童掌握社
會所需知識技能的情況，並評估及
比較參與國家和地區的教育成效。

在 2015 年，有 72 個國家和地區共
510,000名學生參與研究，而每個參
與國家或地區內需要抽選最少 150
所學校、最少 5,400 名學生參與評
估。

每名參與評估的學生需進行兩小
時的電腦化評估，學生、家長和學
校各需參與30分鐘的問卷調查。香
港曾參與 2000 年、2003 年、2006
年、2009年、2012年和2015年的研
究。 ■記者 黎忞

未來競爭力指標 排名受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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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希雯）港
生於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劃 （PI-
SA）的科學能力排名大跌7位。有
本港中學理科老師表示，留意到同
學普遍對理科的興趣不大，相信與
現時考試模式太着重背誦技巧，少
有培養科學探究精神有關。不過，
有積極推動創科教育的中學則認
為，港生在科學應用方面的表現仍
然傑出，不少青年備受賞識，故不
用過於擔心。
匯知中學數學及IT科老師鄺立豪

表示，留意到同學普遍對理科的興
趣不大，不過由於學生選擇應試科
目時，會考量大學收生要求，而目
前大學仍然重視此類純理的科目，
因此仍會有較多的同學願意修讀理
科，不過也有不少優秀學生傾向選
擇商科，認為出路更好。

升大公開試 靠背誦得分
鄺立豪認為，現時的教育制度及

考試着重背誦技巧，難以激發同學
鑽研科學問題，「例如要考上大學
必須應付公開試，而當中欠缺開放
型（Open-ended）的題目，同學知
道好好背誦課本便會得分，沒有訓
練科學所需的探究精神。」
對於教育局近年積極推動STEM

（科學、科技、工程及數學）教
育，鄺立豪表示贊同政策方向，但
認為當局除要提供資助外，也需要
軟件配合，例如前線老師就很需要
支援，以便將STEM的4個部分整
合及教導學生。

助實踐意念 勉投身科研
一向積極推動創科教育的順德聯

誼總會翁祐中學，副校長廖萬里
指，未來可增加創科比賽的後續工
作，如幫助優勝學生將意念實踐，
及將科研工作與生涯規劃方面掛
鈎，從而鼓勵同學投身科研。他認
為，近年的科創培訓活動見到更多
新面孔及名校參加，相信在科學應
用的層面，學生比以往更活躍。
對於港生在PISA中表視遜色，

廖萬里認為港生即使在研究中排
名下跌，但在科學應用方面的表
現仍然傑出，而且發展傾向多元
化，例如不少中學生的設計獲得
商界青睞，更多年輕人成立初創
公司等。
就他觀察到的例子而言，部分對

科研有興趣的學生有不俗的出路，
「曾經有學生大學畢業後成為程式
員（programmer），用了兩年時間
已成功買樓。」

重背誦少探究 創科仍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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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中學理科老師指本港中學理科老師指，，現時考試模式着重背誦現時考試模式着重背誦，，少有少有
培養科學探究精神培養科學探究精神。。圖為香港中學生上課情況圖為香港中學生上課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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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港通」本月5日開通之時，港交所與深交
所互贈銅牛，寓意「雙牛」齊奔。不過，開通兩
日來兩地股市尚未出現牛氣，雙向單日額度的使
用率亦偏低。其實，現時投資大環境充斥不明朗
因素，投資者通常選擇謀定而後動，「深港通」
開通初期的慢熱反應在市場預期之內，無須過度
解讀。應該說，這種穩健的走勢，比起一哄而上
的炒作更理性和健康。「深港通」是長期措施，
充分體現本港「一國」和「兩制」的雙重優勢，
有助內地資本市場在風險可控的情況下進一步對
外開放，並將吸引更多國際投資者，經由香港投
資內地市場，從而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和
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的地位。

「深港通」開通後表現較為淡靜，有內在原因
也有外在原因。內因是「滬港通」已開通兩年，
內地股市已經較為開放，許多投資者早已通過
「滬港通」南下投資，還包括QFII及RQFII等
投資渠道。外因是意大利修憲公投被否決令歐洲
經濟蒙上陰霾，影響到市場氣氛；另外，環球市
場最近不明朗消息眾多，令投資者多持觀望態
度，加上臨近年底，聖誕新年假期臨近，每年此
時，投資者大都會變得非常謹慎。因此，「深港
通」的開通未能帶來短期「狂歡」可說是預期之
內。

在上海、深圳、香港三地股市實現互聯互通之
後，已經形成一個市值超過70萬億元的共同市

場，這個共同市場肩負兩大任務，一是「走出
去」，讓內地民眾資產配置多元化；二是「引進
來」，吸引國際投資者參與內地資本市場，長遠
促使內地的監管制度和投資習慣更趨成熟。對外
開放是國家的基本國策，但面對複雜的國際環
境，內地對資本流動的衝擊有所顧慮，通過「滬
港通」、「深港通」這些平台，既能疏導資金進
出又容易監管，做到風險可控。這種行之有效的
聯通機制被實踐證明是可取的，下一步將可進一
步擴展到其他金融資產，例如新股IPO、股指期
貨、債券、貨幣及商品等資產市場上。

「深港通」本身是個中長線政策，是國家證券
市場改革、金融市場改革的重要舉措，更是經濟
結構性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判定政策的效果，
應該看長遠能否令到彼此的市場深度更深、廣度
更廣，能否推進內地資本市場開放和人民幣國際
化步伐，以及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和資產
管理中心的地位等等。

「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國家對外開放，也
不會是一兩天的過程，只要內地經濟按部就班地
推進轉型，香港持續提供全球化及多元化的資產
配置方式，互聯互通機制保持平穩發展，就可加
強中央逐步開放金融市場與國際接軌的信心，讓
互聯互通機制不斷擴大和深化。香港這個「超級
聯繫人」就可以在本港金融業不斷升級轉型的過
程中，為國家的繁榮發展貢獻應有的力量。

着眼長遠 穩步推動「深港通」
行政長官昨會同行政會議通過即日起取消低

收入在職家庭津貼計劃的離港限制，這是特區
政府鼓勵市民自力更生，令低收入人士在政府
津貼的資助下，透過自己努力，拓寬發展空
間，改善生活的又一舉措，相信會得到市民的
贊同和支持。事實上，隨着兩地的融合發展，
尤其是香港參與國家「一帶一路」戰略的需
要，越來越多的市民，包括低收入家庭人士，
都經常會到內地或到其他鄰近國家或地區工作
和生活。取消對他們的離港限制，可以鼓勵他
們跳出窄小的香港地域圈子，打開視野，拓寬
發展空間，加入香港「超級聯繫人」的行列，
用自己的辛勤勞動來構建向上流動的階梯。期
待政府有關方面在執行這些惠民政策時，要繼
續進行檢討，在確保政府資源不被濫用的前提
下，取消某些依然存在但已經不合時宜的限
制，讓好政策能夠惠及更多低收入人士，惠及
生活較為艱難、但願意走出去拓展空間的市
民。

目前香港的政府援助計劃中，通常有一些對
受惠人離港時間的限制，本意是防止這些援助
被濫用。不過，近年來，隨着香港與內地的融
合發展趨勢不斷加強，特別是國家提出「一帶
一路」發展戰略，香港正在積極扮演着內地與
外界「超級聯繫人」的角色。不僅是商界和專
業人士需要經常走出去，尋找更大的發展空間

及投資機會，就算是基層及低收入人士，也有
意願主動跳出香港的地域圈子，到一個更為廣
闊的天地去交流發展。因此，取消低收入在職
家庭津貼計劃的離港限制，這樣無疑會帶來很
多好處：首先是可以鼓勵這些基層及低收入家
庭的人士，在得到政府一定的經濟支持下，能
夠到生活消費相當較低的內地或鄰近的國家或
地區，尋找到適合自己的發展空間，或者尋找到
來往兩地的工作機會，不至於坐困一隅、無所作
為；其次，可以讓本地龐大的低收入階層有更多
的發展機會，緩解低技術職位不足的難題。另
外，可以讓這些受資助的人士，通過取消離港限
制，有機會在內地或鄰近地區有較長時間的逗留
生活，從而拓寬視野，體驗到更多的事物，提升
自己的層次，增強向上發展的信心和動力。

當然，任何福利計劃都要加強監管，防止濫
用。不過，正如行政長官在網誌中指出，本屆
政府上任四年多以來，福利開支增加55%，基
層市民生活多了保障，但並沒有因此而出現
「養懶人」現象，失業綜援數量連續下跌86個
月。這些都說明，絕大多數市民都珍惜政府給
予的資助並努力地工作，自力更生改善生活、
提升能力、貢獻社會。因此，政府應該根據社
會的需要，適當投入更多資源，協助更多有需
要的市民，實現拓寬發展空間，提升競爭能
力，達成向上流動的目標。

取消離港限制有利拓寬市民發展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