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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奧數之父」獲頒數學大獎
岑嘉評力推奧數發展多年 盼港生將來奪「菲爾茲獎」

BCA無操練壓力
絕非復考TSA

衡量「程度」找轉軚臨界值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黎忞） 數學從來不只是抽象的符號及公式，而是經歷一

代又一代人的傳承，人類今天才能更精準地解構數字國度。被譽為「香港數學

奧林匹克之父」的中文大學退休數學講座教授岑嘉評，除醉心相關研究外，過

去30多年來致力推動奧數發展，為港生拓展數學眼界及興趣，因而獲頒「保羅

．埃爾德斯數學大獎」，是本港首位獲得此獎項的學者。他讚港生於國際奧數

競賽多次取得佳績，期望他們能發光發亮，將來能獲數學界最高榮譽「菲爾茲

獎」（Fields Medal）。

男孩苦戰文憑試 誓圓母遺願

倡尖子放膽「離譜」興趣入手育英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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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年76歲的岑嘉評，自1971年起於中大數
學系任教及從事研究，至今發表過約400

份論文；2002年他獲得俄羅斯國立戈梅利大學
榮譽數學博士，2011年起兼職雲南大學數學研
究所名譽所長，並歷任多屆香港數學會會長和
東南亞數學會會長。
1985年，他成立了國際數學奧林匹克香港委
員會，擔任主席至今，憑30多年來推廣香港以
至東南亞地區數學教育作出的貢獻，國際數學
競賽聯盟的代表於上周五親臨中大向他頒發
2016年度「保羅．埃爾德斯（Paul Erdö s）數
學大獎」，以作表彰。

難忘早年推奧數「要自己籌錢」
岑嘉評受訪時分享指，早年在港推動奧數，
未獲太大支持，例如他1988年組織首隊港生代
表隊前往澳洲參賽，政府也沒有給予資助，
「要由我們自己籌錢。」不過，自回歸後相關
支援漸見改善，政府開始資助參賽隊伍赴海外
出賽的機票，而奧數香港委員會去年爭得國際
奧數競賽主辦權，雖然仍要出外尋求贊助近千
萬元的經費，但教育當局的態度已頗見積極。
相比主流的學校數學課程，奧數一般更能激

發學生的高階邏輯思維，如訓練得當亦更能培
育學生對數學的興趣，但岑嘉評坦言，近年香
港一些「虎爸」、「虎媽」抱催谷態度鞭策
孩子學奧數，坊間補習社以奧數作為招徠，令
家長將之變成潮流般去追隨，想法並不正確。

父母應先讓孩子享受數學
他認為，父母應先讓孩子享受數學，開始掌
握箇中竅門，才逐步提升水平；而即使是一些
對數學特別感興趣且有才能的孩子，家長亦應
於約12歲至13歲才讓他們學習奧數。
作為香港首名獲頒「保羅．埃爾德斯數學大
獎」的學者，岑嘉評直言十分意外，也感激聯
盟對其多年從事推廣及研究數學的肯定。
事實上，用以命名該獎項的已故匈牙利數學
家保羅．埃爾德斯，不單是史上論文數量最多
產的數學家，更以走遍世界各地推廣數學交
流及發掘大量數學天才而聞名。
岑嘉評指，期望香港亦能透過奧數培育出全

球頂尖的數學人才，尤其是近年不少港生於國
際奧數競賽獲得金牌，證明水平相當高，希望
有朝一日在這班奧數得獎學生中，有人可成為
繼丘成桐後另一「菲爾茲獎」香港得主。

對於學習數學的風
氣，岑嘉評指全球正
在改革數學教育，以

可以提升學生的興趣，但現時大部分港
生學數均為應付考試，令學習變得枯
燥，更遑論研究數學。
他認為成績突出的學生應放膽「離

譜」，接受高階數學訓練，以培訓出
優秀的學生；而一些資質稍遜的學生
若能從興趣入手，相信對於學數亦有
幫助。

機械式操練 學數變枯燥
岑嘉評認為，港生接受機械式操練令
學習數學變得枯燥，主流學制下愈來愈
少學生喜歡數學，更遑論作相關研究。
他形容，中學生要應付文憑試，均需要
依循「譜」即考試範圍操練學習，而
出題又不能「離譜」，否則容易令考生
「全軍覆沒」。不過他認為，有才能的
學生亦要「離譜」，即學習包括奧數等
的高階數學，才能有更優秀表現，而有

關當局亦應同時加強相關資優教育識別
及配套。
對近年文憑試中，愈來愈少學生報考

數學延伸單元，岑嘉評認為情況並不理
想，但從學生角度來說，他們因怕文憑
試「失手」而未能考進大學，故不願花
時間選修數學延伸單元亦可理解。所以
他認為，大學需要進一步改善收生計分
制度，另理工學科收生亦應要求學生必
修延伸單元或高等數學，才能應付大學
學習所需。 ■記者黎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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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是一個
很值得玩味的詞。歷
史上有一個很著名的
思想實驗叫電車難
題，它有一個變種，
大意是有5個小孩正

在一段鐵軌上玩耍，這時候有一列火
車馬上就要開過，你手中有一根操作
桿，只要輕輕拉動就可以把列車導向
另一段鐵軌，然而那根鐵軌上也有1個
正在玩耍的小孩。在這種情況下，你
會做什麼選擇？請先記下你的選擇，
然後接往下看。
同樣是5個小孩和一個小孩的選擇，
不過這次那5個小孩是在一段標明了正

在使用中的鐵軌上玩耍，另一個小孩則
是在一段標明廢棄的鐵軌上玩耍，這時
候火車馬上就要開過，考慮到所有條
件，你會怎麼選？如果你的選擇變了，
請停下來想一想為什麼會發生變化；如
果沒有，就請接往下。
還是那5個小孩和1個小孩的選擇，標
明正在使用中和標明廢棄的條件也沒有
變，不同的是那5個在列車行經途上玩
耍的小孩四肢健全，而在廢棄的鐵軌上
玩耍的小孩卻身患殘障行動不便，列車
即將駛過，你手中依然有那根決定生死
的操作桿，你會怎麼選？同樣的，選擇
發生變化的請想一想改變的原因，沒有
的接往下看。

5個小孩在一段標明了正在使用中的鐵
軌上玩耍，他們四肢健全能跑能跳，而
那一個身患殘障的小孩原本並不想在鐵
軌邊逗留，是那五個小孩惡作劇把他扔
到了廢棄的鐵軌上。列車馬上就要開過
了，你的選擇會是怎樣？如果你細心看
了這3個問題，你會發現每一個所增設
的條件，都是在加深程度：無辜的顯
得無辜，有罪的顯得更加罪惡。
而在初始設定裡，兩方除了人數之外

並無區別，大多數人會傾向於拉下操作
桿。從第二個問題開始，兩方程度逐漸
加深，人們的選擇也會慢慢發生變化。
從堅持立場到改變立場之間的這個

點，就是立場跳動的臨界值，找到這個

值，就找到了說服聽眾的關鍵。世界上
的分歧和對立，無不是從一個原點出發
去到兩極的產物。對極端的探討固然有
其意義，但因其極端則必有失衡。

辯論也是解決問題方式
人們在生活中的大部分情況下不需要

選擇極端立場，往往只是需要在中間點
向左或向右稍微有所偏向。細究每個人
心中對「程度」的衡量，不僅有利於在
辯論中獲得優勢，而
且能讓問題的討論對
日常生活更有指導意
義。畢竟辯論不只是
競技，也是我們解決
問題的方式。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中華思辯學會

教育局早前宣佈將
「2017小三基本能力評
估（BCA）研究計劃」

推行至全港小學，但教協聲稱此舉仍會帶來操練問
題，昨聯同逾百個所謂「團體」組成「各界反對復
考小三TSA大聯盟」，當中包括與教育無關的
「各界關注骨灰龕法案大聯盟」及背景不明的「全
民教育局」等，他們要求局方取消全港性系統評估
（TSA）或BCA，否則不排除發起罷考。
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強調，BCA並非復考TSA，

前者內容及題目並不刁鑽，研究計劃亦不會引起任
何競爭，學界根本無操練誘因。

「龕位聯盟」都加入 濫竽充數
所謂逾百個「團體」加入的「大聯盟」，其成員

濫竽充數，包括與教育風馬牛不相及的「各界關注
骨灰龕法案大聯盟」、背景不明的「全民教育局
HKEd4 All」、鼓吹「港獨」的組織「學生動
源」。「大聯盟」聲稱教育局以「研究名義」全面
「復考」TSA是漠視社會的反對聲音，又引述教協
在本月1日向本地小學校長發出的問卷調查，稱收
到71間學校回覆，當中有26間不願意參與BCA，
僅21間願意參與，聯盟質疑支持的比例不足三分
一；其餘學校未有意見。「大聯盟」促請當局取消
今年的小三TSA或BCA，又謂99稍後將聯同部分
教師和家長約見政務司司長張建宗討論有關事宜。

吳克儉：不會個別評估學校學生
吳克儉昨日出席活動後回應指，改良版的BCA

是全面的研究計劃，根據學生的基本能力水平進
行，內容及題目並不刁鑽，而報告亦不會對老師及
學校帶來壓力，或出現互相比拚的情況。他又指
BCA在學校上課期間進行，是日常工作或學與教
的一部分。
他重申，BCA研究計劃僅強調學校或全港整體
的參考資料，局方不會對學校及學生作出個別評
估，故不應有任何操練的壓力，家長毋須擔心。
被問及若仍有操練情況，當局會如何處理，吳克

儉指部分出版商已有共識作出配合，按學生的基本
能力需要出版練習，不再以TSA為主題，故（學
校或家長）毋須如揀選狀元般，要求學生找最艱深
的題目來做。他指前年已跟學校提出，希望所有學
校每年都有檢視家課安排的學校家課陽光政策，若
有家長擔心可在相關場合提出疑慮。
對於有意見稱「不參加研究計劃就沒有壓力」，

吳克儉指研究計劃有助學校找出優質的回饋資料，
提升學與教效能，「如果同學或學校不參加，學校
會失去了這方面的資料……對同學又是否公道，實
際上又是否幫助到他們？」
他呼籲家長及社會應對學校及教師有信心，相信

他們可為學生增強學與教，培養人才。
另外，負責檢討TSA的「基本能力評估及評估
素養統籌委員會」轄下的試題工作小組上周五已
開會討論中英數三科的BCA題目。有委員透露，
今年題目的深淺度、閱讀理解的篇章數量均與去
年相若，是對準學生的基本能力，相信不會帶來
操練誘因，期望研究計劃的成效可令特首候選人
放心。 ■記者鄭伊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姜嘉軒） 父母
關愛是子女成長的重要養分，遺憾這份
支持並非理所當然，同學能克服家庭困
境迎難而上，更見可貴。中五學生劉知
略自小與母親相依為命，但媽媽終不敵
癌魔，他現正積極備戰文憑試，更立志
成為救急扶危的醫護人員，以兌現向亡
母許下的承諾；中二學生冼韻玲出身破
碎家庭，因行差踏錯4次重讀中一，幸
已醒悟，希望能赴台升學。兩人與其他8
名學生昨同獲得「青苗十大進步獎」，
嘉許他們積極克服不同挑戰，精神可
嘉。

10人膺「青苗十大進步獎」
為激勵同學於學業及品德上努力求
進，青苗基金特設「青苗學界進步
獎」，本年有356所學校參與，6,764人
獲獎，經評審後選再出34名學生獲得
「青苗學界進步獎獎學金」，其中10人
獲得「青苗十大進步獎」殊榮。

就讀中華基督教會基朗中學的中五學
生劉知略，他是家中孻子，父母在他小
學時離異，母親從事手錶技工謀生，並
獨力照料他與哥哥，他們母子三人感情
深厚，生活不算富裕，但已感幸福。可
惜好景不常，母親於前年癌症復發，半
年內經歷3次手術，去年不幸辭世。
知略憶述母親本來是個活潑獨立的女

性，但疾病折磨令她變得萎靡。為了讓
她振作，知略堅持每日探望母親，又借
用輪椅帶她出外散步，呼吸新鮮空氣，
「盡量抽時間與她聊天，有一次她手術
成功後，跟我說那些醫生很親切友善，
希望我將來也能成為這麼出色的醫護人
員。」
知略坦言從未想過成為醫生，中學既
沒有選讀化學科，成績一下子亦難達到
成為醫科生的程度，故他以成為護士作
目標，期望文憑試後順利升讀大學，一
步步兌現承諾。
在文理書院就讀中二的冼韻玲，出身

於破碎及複雜的家庭，「父母在我小時
候分開，家庭經濟很差，甚至無能力照
顧我和弟弟，需送往寄養之家照顧。」
小二至小六，她都在寄養之家度過，

升上中一時不明為何要讀書，加上希望
吸引家人關注，她常會刻意做壞事惹人
注意，其後更誤交損友，試過逃學3個
月，結果被留班。

中一讀4次 終發奮向上
韻玲的壞學生形象惹來同學評頭品

足，對她造成極大困擾，「最初是被人
嘲笑留班，然後流言愈來愈過分，不但
誣衊我到處打架生事，更流傳我有份參
與販毒。」流言蜚語讓她討厭上學，留
班3次仍未見改善。
直至第四次重讀中一，她得到曾獲進

步獎的師姐及同窗好友鼓勵，才醒覺自
己一直浪費時間，故決心努力讀書。最
近她重遇母親，得知自己多了一個妹
妹，這個消息使她發奮向上，希望能成

為弟妹的榜樣。如今韻玲成功升班，雖
然學校仍然有是非流言，但她已經學會
忍耐，成績亦見進步，目前是全級三十
名。
她表示過去曾有機會參加咖啡店試行

活動，發掘到整甜品小食的興趣，夢想
有日開設自己的咖啡店，有能力供養父
母。

■■本年有本年有 3434
名學生獲得名學生獲得
「「青苗學界進青苗學界進
步 獎 獎 學步 獎 獎 學
金金」，」，其中其中
1010 人 獲 得人 獲 得
「「青苗十大進青苗十大進
步獎步獎」」殊榮殊榮。。

姜嘉軒姜嘉軒攝攝

■ 岑 嘉 評
（左）是本
港首名獲得
「保羅．埃
爾德斯數學
大獎」的學
者。

黎忞攝

■劉知略（左）及冼韻玲獲得「青苗十
大進步獎」。 姜嘉軒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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