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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半學童無暇參與 STEM
功課繁重學校資源不足 老師創科資歷待加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香港近年大力推動 STEM（科學、科技、工程及數學）教育，去年並向
全港小學提供一筆過 10 萬元津貼，發展成效令人關注。不過有調查發現，現時有四成高小學生並不清楚
STEM 為何物，半數學生指出因功課繁重，無暇參與校內 STEM 活動，而學校也面對人才與課時不足等障
礙。負責調查機構建議當局再加強師資培訓，並設立資源分享平台，進一步提升社會對創科教育的重視程
度。
8
青協旗下的「青年創研庫」於上月
日至 22 日訪問共 520 名小四至小六

學生，了解 STEM 教育推行情況，整體
來說，學生對「科學與科技」及「數
學」知識印象正面，以 10 分為非常有興
趣，兩項分別有6.75分及6.08分。
不過當被問到是否認識何謂 STEM 教
育時，分別有 18%及 22%學生表示「頗
不認識」及「完全不認識」，更有 49.8%
人稱因功課太多而無時間參加 STEM 活
動，另外也有 36.2%高小生認為活動費用
太貴，32.9%人覺得學校活動不夠吸引。

自評「創意」
「解難」僅合格
調查並要求小學生就「創意」、「解

難能力」及「好奇心」等範疇作自評，
以10分為最高，學生自評「好奇心」的
平均分為 7.16 分，但「創意」、「解難
能力」則只有 5.95 分及 5.79 分，僅略高
於一般水平。
「青年創研庫」教育與創新副召集人
陳君洋進一步指，老師是啟發學生科研
興趣的最重要角色，惟目前小學師資專
業資歷未必能配合，「常識科老師不少
並非理科出身，他們施教的起步階段難
免感到吃力」，他建議教育局設立教學
獎學金予大學主修 STEM 相關學科的學
生，鼓勵他們畢業後推動 STEM 教育；
同時可考慮將「在職中學教師帶薪境外
進修計劃」延伸至小學，讓他們有機會

前往 STEM 教育發展較先進的國家或地
區，豐富相關知識。

青協倡推經常性資助
青協項目主任陳佩珊則指，教育局向每
間小學提供 10 萬元 STEM 津貼，惟款項是
否足夠值得商榷，「個別教材價錢較貴，
加上坊間外購服務收費及品質都不夠透
明，有時學校要試好幾款才知好壞，過程
中可能已經用完 10 萬元。」陳君洋補充
指，小學亦有面臨課時不足及資源匱乏等
問題，如欠缺實驗室及器材設備，對推動
STEM 教育也構成難度，而上述津貼僅屬
一次性，認為當局應考慮提供經常性資
助，幫助STEM教育長遠發展。

■青協調查發現逾四成小學生表示不知道 STEM 為何物，近半學生指出功課繁重無暇參與校內
STEM學習活動。
姜嘉軒 攝

港科大擬創科園開分校研究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花 深圳報
道）港深雙方在河套地區的科技合作有望
迎來新成果。近日於深圳參加校友交流活
動的香港科技大學工學院院長鄭光廷透
露，該校有意於「港深創新及科技園」開
設分校及研究院，其中包括與復旦大學合
作開設碩士班，而重點研究及教學方向，
則定位在微電子、人工智能等熱門領域。

早設深研院 補足人才缺口

■科技界人士
到深圳參觀交
流 何花 攝

■明星企業大疆創新主打無人機。 何花 攝

BCA 不需要操練
教界籲放下成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溫仲綺）小三
BCA（基本能力評估研究計劃，或前稱
TSA全港性系統評估）持續受關注。因
應政府昨表態會如常於 5 月舉行今年的
評估，有政黨和議員隨即煽動家長罷考
BCA， 又 稱 會 發 起 連 串 「 反 TSA 行
動」。多名校長表明不同意煽動罷考的
舉動，質疑涉事者仍停留對舊有TSA的
印象，亦擔心會加劇家長和學校間對
立。
檢討TSA委員會成員、中學校長林日
豐指，若家長對BCA存疑，其實可向學
校反映，呼籲家長放下成見。他指部分
呼籲罷考者或對優化後的 BCA 了解不
足，只停留於以往對TSA的負面印象，
質疑他們未有作專業判斷，亦擔心會令
家長和學校間變得對立。
教聯會主席、小學校長黃錦良亦表
示，過往 TSA 所引起的操練問題確令
社會關注，但學童參與今年的 BCA 理
應不需要操練，同時他期望家長和議員
對 BCA 有 深 入 了 解 ， 並 尊 重 學 校 決
定。

吳克儉：BCA獲
「專教界」
支持
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於接受電視台專訪
時亦指，以 BCA 取代 TSA 是從教育出
發的專業決定，亦獲得「專業教育界」
支持。他又提到，數年前於加拿大有個
別省份覺得不需要這類測試而取消，隨
後整體表現跌至尾二，不希望香港未來
面對類似後果。
另教育局發言人表示，去年試行計劃
明確顯示不會帶來額外操練，對有政黨
發表誤導公眾的言論表遺憾；局方重
申，BCA並非復考TSA，而是跟進檢討
的一部分，有關資料可為TSA委員會及
新一屆政府提供有用參考。

■香港科技大
學工學院院長
鄭光廷
何花 攝

科大早在 2001 年已註冊成立深圳研究
院，多年來與深圳及珠三角業界密切合
作，鄭光廷指，深圳的製造業產業鏈在全
球範圍內屬一流，為科大師生校友創新創
業提供良好平台。他提到，與產業發展相
比起來，深圳高校基礎科研和人才培育方
面較弱，而科大於有關方面正好有所作
為，補足高校科研和人才缺口。
現時科大與騰訊、華為、華大基因等
很多科技企業都與深圳有重點合作項目。
例如騰訊方面，合作便涉及微信、大數
據、機器學習、視覺辨認、自然語言分析
和遊戲等諸多領域，鄭光廷說：「騰訊掌
握了的大數據資源提供給我們學生及實驗

港着重成績 自閉童較外國「同道」焦慮

■協康會調查顯示
協康會調查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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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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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外國兒童受焦慮情緒影響比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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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忞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自閉症兒
童或在社交溝通、情緒表達等先天不
足，令他們較易出現焦慮，若未有及早
處理，或會演變成情緒病或抑鬱症。有
機構調查發現，本港就讀主流學校的自
閉症兒童中超過三分一有焦慮症問題，
比率較外國同類兒童大幅高出逾 10 個百
分點，其中一個原因是香港太着重學業
成績。專家建議應多從孩子個人、家庭
關係及學校方面着手，同時利用正確方
法如正面問題、培養正面思想，循序漸
進處理問題。

34%童焦慮達要介入級別
現時一般兒童患焦慮症比率為 0.9%至
1.9%，而針對自閉症兒童，外國有研究
指其患病率高達 22%，為了解香港自閉
童情況，協康會今年 2 月向 250 名主流學
校自閉童進行調查，以檢視他們的焦慮
指數。結果調查發現，34%受訪兒童焦慮
指數達到要介入的級別，更有 0.8%屬嚴
重焦慮；而學業成績是他們普遍最感焦
慮項目，分別有 37%初小生及 33%高小
生擔心可能會得到不好的成績。

國際校搶貴租金 八成幼園加學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免費幼
教將於新學年全面實施，有關學費調整
本月 10 日截止申請。教育局表示，截至
本 月 22 日 ， 參 加 計 劃 的 746 所 幼 稚 園
中，約 660 所已遞交 2017/18 學年學費建
議，當局預計當中逾八成半日制幼稚園
可提供免費服務，而全日制或長全日幼
稚園，約半數每月平均學費低於 1,000

元，較現時約5%大幅提升。
另外，未有參加免費幼教的 178 所幼
稚園中，當中約八成（143 所）有向教
育局申請加學費，另有 1 所計劃減學
費。
教育局發言人指，由於新學年學費涉
及較複雜的計算，或需較長的審批時
間，將盡早通知學校核准學費，重申局

室做研究，我們的科研成果也放到騰訊公
司的平台，對他們現有技術進行改進。」
他又指，科大一直以來都有於深圳開
設分校和招生意願，而今年以來與復旦洽
談的合作辦學項目頗有進展，希望能共同
培育業界急需的人才，校方亦正好結合
「港深創新及科技園」提供的便利，爭取
成立研究院及分校，於人工智能、微電
子、機器人等業界熱門方向進一步發展。
鄭光廷又表示，未來人工智能將為傳
統產業帶來革命性變化，在工業 4.0 和
「中國製造 2025」的大背景下，香港與
深圳的合作可以在此領域大有可為，前景
非常樂觀。他指出，目前深圳製造業產業
鏈需要加智能化升級未來仍有很長的路要
走，「例如機器自動化生產線，目前許多
生產線缺乏彈性，僅能應付一個生產環
節。因新產品和技術更新換代速度過快，
可能導致產品剛一上市，生產線已經過時
了，造成巨大的浪費」。而當中有關人工
智能的領域，便為科大提供重大機遇，
「我們要研發更加具有彈性的智能生產
線，可以應付兩三個生產環節，也更便於
推廣。」

協康會表示，以現時全港約有 6,800 名
自閉症學生就讀主流中小學推算，多達
2,300人正受焦慮困擾。
負責調查的協康會教育心理學家羅婉
萍指，香港自閉童焦慮症率比外國孩子
高，其中一個原因是學習文化差異，因
香港着重孩子學業成績，為他們帶來不
少壓力；加上表達、溝通能力欠佳，影
響社交，從而增加患上焦慮症的機會。
教育心理學家顏瑋林則建議，家長可
多教導孩子表達情緒，肯定及接納其感
受，「不要避而不談，讓孩子知道這樣
（焦慮）是不開心、好緊張」，並引導
他們用適合的方式減壓，例如做運動
等。家長亦應對孩子有合理的期望，不
要有意無意認同或鼓勵孩子逃避困難；
如有需要，家長和孩子可一起接受治
療。教師若察覺學生出現持續焦慮情
緒，影響在校表現，應將情況告知家
長，同時亦可在功課和測考上作調適，
助他們適應課業。
協康會自閉症人士服務督導委員會成
員、精神科專科醫生曾韋僑表示，自閉
症孩子比一般人更固執，而且社交能
力、表達和適應能力欠佳，或較容易受
到情緒影響，引致焦慮。
他們與普通孩子一樣，若不去正視或
及早處理，久而久之有機會導致情緒
病、抑鬱症，因此應投放更多資源照顧
學生的精神健康。

方有完善機制審視幼稚園調整學費申
請，令學費維持在合理水平。
辦有 9 所幼稚園及幼兒園的維多利亞教
育機構未有參加免費幼教，其總校長孔
美琪指，新學年屬校半日制學費預計平
均加約 5%至 7%，全日制則加約 4%至
12%。
她表示，最近部分國際學校搶租情況
嚴重，學校亦需與業主討論加租事宜，
期望爭取不要超過25%的溫和加幅。

■田灣商場將改建為國際學校。

資料圖片

田灣商場辦校
人流車流無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子優）香港仔田
灣商場被指將租予 Nord Anglia 國際學校，
計劃今年 8 月開學，引起部分居民對交通擠
塞及商舖不足等問題的憂慮。商場業主傑熙
投資有限公司昨回應指，商場租予學校後進
行活化改裝，包括預留約 12 個舖位招租予
輕食店、診所、便利店及餐飲店等；業主亦
已跟學校達成共識，只許校巴進入指定停車
區，私家車要在停車場停泊，相信不會帶來
擠塞問題。
傑熙投資發言人曾先生表示，樓高 5 層的
田灣商場過往一直招租困難，令空置情況嚴
重，為了活化商場，遂將部分位置租予學
校，期望可增加人流及消費力；而商場仍會
有另外約 12 間舖位，計劃可租予麵包店及
診所等，同時新增育嬰室，相信可應付居民
日常生活需要。他又提到，待學校工程完工
後，第三期工程將加建一部升降機連接商場
3樓天橋，以便田灣邨居民出入。
田灣區議員陳富明接受本報查詢時指，已
就附近交通問題與學校商討，該校將安排校
巴分流出入指定停車區，據其了解，該校在
藍田的正校亦有類似安排，未見交通擠塞問
題，相信可妥善處理。於當區任議員已十多
年的他亦坦言，近年田灣商場人流低，沒有
商店願意進駐，相信租予學校可令區內更熱
鬧，吸引更多類型店舖加入，方便居民購
物。

鴨脷洲康傑幼園
成功續辦一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柴婧）位於海怡半
島、一度宣佈即將於今年 8 月停辦的私校康
傑中英文幼稚園（鴨脷洲）昨日再發通告，
指終於與業主達成共識，學校將續辦一年至
明年 7 月底，惟 2017/18 年學費將上調 25%
至35%，即增至約5.7萬元至6.2萬元，仍需
待教育局批核作實。局方表示得悉有關安
排，認為有助部分級別學童順利過渡，而學
費調整申請則會按現有機制審批。

K2生能原校升讀畢業
海怡半島康傑現有租約將於 7 月完結，校
方一直未能與校舍業主協調好續租期及租
金，過去兩個月兩度提出計劃於 8 月 1 日停
辦。至昨日校方再發通告稱終就續租達成共
識，可多營運一年至明年 7 月，讓現時 K2
學生能原校升讀 K3 至畢業，惟現時學前 N
班及 K1 學生，則要自行尋找另一幼稚園就
讀；如N班學生早前繳交下學年留位費，可
於今年5月底前退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