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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本港近
年日益重視社會共融，相關人才需求殷
切。
中大宣佈下學年將開辦全亞洲首個以
手語及口語雙語研究為重心的兩年制銜
接學士課程，學生將接受專業香港手語
培訓，以達到一定程度語言學技能。課
程負責人表示，現今會用手語及口語作
為有效溝通的教師、手語傳譯員、社
工、臨床心理學家及言語治療師等專業
人士嚴重不足，課程畢業生經進一步培
訓後可在有關方面發展，服務社群。
該課程由文學院、教育學院及社會科
學院合辦，首年將錄取最多20名學生，
申請學生需持有本地副學位及中英文能
力達到中大要求。

冀育雙渠道雙語人才
課程統籌、中大語言學及現代語言系
教授兼聾人研究中心主任鄧慧蘭表示，
「有些人以為手語只是動作，好易學，
無文法可言；亦有人以為手語只是聾人
專用，學來無用……」她期望課程可培
養學生正確認識手語，並為社會提供擁

有雙渠道雙語技
能的勞動力，促
進社會資訊通
達。
中心聯席主任

施婉萍認為，社
會上有眾多工作
都需要雙渠道雙
語能力，惟目前
具備條件的人手
實在太少，「連
立法會會議的手
語翻譯進展情況
亦不太好，因找不到足夠的翻譯員。」
被問到申請學生是否需要懂手語，鄧

慧蘭笑言這可能有「着數」，但課程本
身由初級香港手語開始教起，只要有心
即使是「白紙一張」亦可嘗試。
本身是中學教師、在中大進修語言學

（手語語言學）碩士，現於手語雙語共
融計劃下工作的手語教師何智敏表示，
本港約有600多個小一至中六聽障學生分
佈在主流學校，絕大部分並無獲得任何
手語支援，「最多坐前小小，望住老師

個口估下講乜」，與同學之間相處亦有
機會遇上困難。若更多教師擁有雙語能
力，對學生肯定有裨益。
目前在手語及聾人研究中心當研究

員、先天失聰的朱君毅分享指，過往本
港社會懂手語的健聽人比現在更少，溝
通經常產生誤會，亦難以尋求他人協
助；即使具備手語翻譯能力的人士當
中，部分的專業水平亦未必足夠，故他
為新課程成立感到高興，期望畢業生將
來可朝不同行業發展，促進社會共融。

幼教課程同期推行

此外，中大宣佈下學年將開辦五年全
日制教育學士（幼兒教育）學位課程，
預計收生18人至22人，基本入學要求為
「332233」，以最佳5科考慮，亦可循非
聯招途徑申請。
教育學院院長梁湘明指，課程採用跨

學科學習模式，畢業生從事不同幼兒教
育工作，亦可選擇深造相關學術領域，
從事教育研究工作。

中大下學年開手口雙語課程

香港教育
制 度 偏 重
「跑分」，
跟 學 生 說
「求學不是
求分數」，

恐怕會被他們嗤之以鼻。至於那些不擅
長這遊戲規則的學生，往往就被視為
「失敗者」，就算擁有獨一無二的天
賦，也漸漸在被標籤後失卻自信，往後
也不敢嘗試新事物。
其實，古人說「天生我材必有用」，
到今時今日仍然適用。每個人都是一個
寶藏，只要有適合自己的舞台，就能將
自己的才能發揮，像今天的主角嘉泳，
就成功脫離考試機制，在自己的夢想舞

台發光。

女機迷唔玩DSE 迷上拉花
嘉泳自中學時期已喜歡打機，打機幾

乎佔了她大部分生活，除自己親身上陣
外，更喜歡觀賞網上打機直播「取
經」，視網絡紅人「達哥」為偶像。不
過，說到讀書，她對傳統「中英數常」
科目完全提不起勁，除美術科外，其餘
時間都渾渾噩噩地敷衍了事。
完成中四後，她不想再浪費光陰，決

定離校並修讀珠寶設計課程。在等候新
課程開課時，她到了一間咖啡室當侍
應，漸漸對咖啡專業產生了興趣，特別
是咖啡拉花及畫花技巧，更與她個人興
趣畫畫相符。在不斷練習下，她成功將

自己的畫功發揮在濃稠的咖啡上，平平
無奇的杯中苦，成了她表達創意的畫
布。

苦練考得專業 教偶像沖咖啡
嘉泳的天分與技術獲得顧客讚賞及僱

主賞識，旋即被安排到咖啡沖調崗位。
她突然發現，自己原來並非自忖那般無
用失敗，並從新肯定個人能力。
為了學習更豐富的沖調技巧，她主動

向資深咖啡師請教，放工後更留在咖啡
室練習至夜深。
後來，她更報考了國際專業咖啡師專

業試，廢寢忘食地練習，最終以優異成
績考得資歷。
雖然她再沒有多餘時間打機，但她的

付出卻讓她以另一種形式達成心願：一
個偶然機會，她被社工邀請拍攝與咖啡
師有關的宣傳片，而宣傳片的主角，就

真是她的偶像「達哥」。 「我從未想
過有機會真的見到達哥！更想不到竟有
指導他沖調咖啡的機會！」
嘉泳的專業表現獲得在場員工稱讚，

大大增加她的信心。她已找到自己的目
標：朝咖啡師專業發展之餘，亦希望成
為咖啡導師，向年輕人傳授專門的技
巧，並分享她尋夢的故事。
如果年輕人想對「職趣組合」有更多

認識，可與女青生涯規劃服務隊（香港
島及離島）聯絡，詳情將於 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hkywca-
clap）內刊登，大家快點報名參與啦。
■撰文：賽馬會「鼓掌．創你程計劃」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生涯規劃服務隊
（香港島及
離島）
（標題與小題
為編輯所加）

考試非唯一出路 發掘興趣展才能

經濟合作與發
展組織 (Organi-
zation for Eco-
nomic Co-opera-

tion and Development，簡稱OECD) 月
前發表了關於2015年國際學生能力評估
計劃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
dent Assessment，簡稱PISA) 中事業選
擇及生涯輔導的研究論文，原文詳見
https://read.oecd-ilibrary.org/education/
working-it-out_51c9d18d-en#page11 。
文章之中數個結果頗值得教育同工思

考。是次PISA共有72個國家或地區總
計約54萬名15歲的學生參加。
結果顯示，約15%的青少年對將來的

工作完全沒有方向，這跟年前本港某學
術機構的調查結果類近。
值得注意的是，這班青少年最渴望從

事的工作依然頗為傳統，首三位依次為
醫生（約9%）、教師（約9%）、律師
（約4%）；四位至六位為同分的警察、
護士和心理學家（同約3.6%）。
論文同時指出，即使能力達標，社經

地位較低的青少年也較少考慮成為專業
人士，大大限制了這批青少年向上游的
志向。
文章提到各地的實證研究均顯示，生

涯規劃輔導能對學業、社會及經濟成就
有正面影響，而且可改善社會流動性和

不公；但不同地區的生涯規劃輔導系統都面對着
類似的挑戰，如生涯規劃輔導過遲開展、在學校
被邊緣化、資源不足、輔導人員缺乏培訓、欠客
觀持平或對勞動市場認知不足等。

愈需協助者 支援愈不足
諷刺的是，研究結果顯示，對生涯規劃需要愈

大的群組，所得的支援就愈是不足。因此青少年
的生涯規劃輔導必須從早做起，對症下藥，並加
強專業生涯輔導人員的個別或小組輔導角色。
施政報告剛剛出爐，學界對當中有關生涯規劃

津貼使用的新方案不無憂慮，擔心走回頭路，讓
生涯規劃再度被邊緣化。或許這又是時候讓社會
重新檢視生涯規劃教育的
定位，政策在學校落實是
否到位，學生是否真正受
惠了。
■徐恩祖
香港輔導教師協會幹事
（標題及小題為編輯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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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詹漢基）知識面重新擴
闊是近年高中學習其中一個趨勢，2017/2018學
年「高中科目資料調查」顯示，有18.28%中六
生報考「4+3」即3個選修科或以上，屬於近年
較高水平。

教局：學生學習廣度提升
教育局指反映學生學習廣度有所提升，知識

面亦更趨多元化。
報告亦提到，有60%中六生修讀來自兩個或
以上學習領域的選修科，中四、五人數比例亦
達67%，顯示學生選科時，不再局限於文理商
分流的傳統觀念。
新高中推行初期，被指出現過度重視核心科

的弊病，令學生「愈讀愈窄」，不少人為聚焦
中英數通識4科，只修讀1個選修科，報考「4+

3」或以上的比率亦持續減少，學生多元基礎知
識欠奉。有關數字2015/2016學年跌至谷底，隨
後2016/2017學年回升至17.49%，連續兩年再
回升至18.28%。
學友社學生輔導中心總幹事吳寶城分析指，

「4+3」比率回升與近年大學收生制度調節有
關，不少大學課程改以「最佳6科成績」作收生
計分方法，亦有院校以第七科成績作額外分數
（Bonus point），吸引較多學生選修3個選修
科，以防個別科目失手時升學仍有所保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詹漢基）除了STEM，
中史教育亦是近年焦點之一。2017/18學年的
「高中科目資料調查」顯示，共有5,825名中六
生修讀及報考文憑試中史科，佔總數11.5%，比
率為連續第四年上升，屬歷年次高。有中學校
長指，今學年起中史被列為初中獨立必修科，
加上課程改革於2020年落實，內容編排更靈
活，有助提升學生對中史的興趣，預計未來幾
年可吸引更多人於高中選修。

雖然2017/18學年中六學生總人數有所減少，
但選修中史者卻「逆市」增加，由2016/17學年
的5,790人增至5,825人，比率則由11.3%升至
11.5%，從2013/14學年「谷底」10.2%計連續
第四年上升，僅次於首屆文憑試的11.7%。不過
同一時間，中六級有開辦中史科的學校，則由
2016/17學年的387所略減至385所。
對中史科選修趨勢，本身為中史老師出身的

佛教黃允畋中學校長葉偉儀指，近九成學校高

中有開辦中史科，可見該科一直是傾向文科的
學生的熱選科目，而新高中中史科開辦多年，
課程內容與評核標準清晰明了，師生對該科目
均有較大把握，或是選修比率近年持續上升的
原因。
葉偉儀相信，現時初中中史的改革，有助提

升學生學習興趣，對於未來更多選修中史感樂
觀。他又特別提到，除了教育制度因素外，香
港各大博物館近年積極展出奇珍異寶，流行文
化亦有不少歷史宮廷影視劇，相信能勾起學生
對歷史的興趣，讓他們更主動在課堂外接觸歷
史。

中史站穩腳跟 多得宮鬥劇助攻？

教育局近日公佈的2017/18學年
「高中科目資料調查」，當中

收集全港447所提供本地高中課程
的中學開科資料，針對個別科目，
受惠於STEM風氣，傳統理科尤其
受歡迎。以中六生計，生物科有
26.7%人選修，為必修科以外的眾
科目之冠，比率更是七屆文憑試的
新高；而化學科亦有25.9%中六生
選讀，同為歷來最高；另物理科則
有21.3%選修，為第五多人讀的科
目，比率僅次於首屆的22%屬歷屆
次高。
高中理科不乏捧場客，不過，學

習微積分、統計、代數等內容的數
學延伸單元M1/M2，由於並非獨
立科目大學收生沒有全面認受，選
修仍然處於弱勢。以M1及M2兩單
元總計，2018年只有14.1%中六生
選修，已較過去兩年不足14%改
善，但仍然遠低於首兩屆的22.9%
及18.8%。（見表）

新興理科難升U遇冷
另一方面，組合科學及綜合科學
等新高中的「新興」理科科目卻愈
見冷清，分別只有1.5%及0.2%中
六生報考，後者人數更只得 101
人，為所有選修科中最少。
對於理科科目報考率高企，學友

社學生輔導中心總幹事吳寶城表
示，近年在STEM熱潮下各大學有
關人工智能、數據分析、生物醫學

的課程愈來愈多，若學生心儀這些
學科，自然會被吸引在高中已選修
相關科目。
不過他亦提醒，同學高中選科時

宜以興趣及能力為重，不應單純因
大學新增不同的科學課程便選讀理
科，以免埋沒自己的天分與才能。
就綜合科學、組合科學被冷待，

吳寶城指出有意見認為該兩科目只
能「蜻蜓點水式」地學習各科學課
題，「兩頭唔到岸」，或未必符合
大學收生和學生的期望，不排除未
來修讀人數會繼續下降。
推動STEM教育多年的樂善堂余

近卿中學副校長文可為指，近年各
大學積極為中學生舉辦STEM體驗
課程，增加同學對相關領域的興
趣，也助他們認清升學需要具備知
識，或因此吸引更多人於高中選讀
理科科目。

M1/M2受限學制難展所長
佛教黃允畋中學校長葉偉儀則認

為，修讀M1/M2的學生偏少甚為
可惜，因為當中的高等數學知識屬
很多理工類課程的基礎，能用高中
三年打好根基，對將來大有幫助。
不過他亦坦言，始終M1/M2並

不屬獨立科目，除學生會考慮將來
升大學時的認受性外，從學校管理
角度來看編排亦有點困難，或會減
低部分學校開辦課程的意慾，不利
學生選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詹漢基）STEM（科學、科技、工

程、數學）教育是近年社會焦點，對中學生來說，亦對選修

相關學科漸生興趣。教育局最新的「高中科目資料調查」顯

示，多個理科科目的選修比率都正呈上升趨勢，其中2018

年生物、化學分別有近兩成七及兩成六中六生報考，創出七

屆文憑試以來的新高，而物理報考率亦為歷屆次高！不過另

一方面，數學延伸單元M1/M2總選修率只得約14%，雖然

較過去兩年的谷底反彈，但仍處弱勢，遠低於首屆的近

23%。

讀多科防失手「4+3」比率回升

歷屆DSE中六生選修主要數理科比率
年度 生物 化學 物理 M1+M2

2011/12 24.3% 24.7% 22.0% 22.9%

2012/13 24.1% 23.4% 20.6% 18.8%

2013/14 25.0% 24.3% 20.2% 15.8%

2014/15 26.0% 25.2% 20.3% 14.6%

2015/16 26.0% 25.1% 20.5% 13.9%

2016/17 26.6% 25.3% 20.6% 13.7%

2017/18 26.7% 25.9% 21.3% 14.1%

資料來源：高中科目資料調查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詹漢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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