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蔡同學
小一學生

日日都
有讀書，會
看課外書，
如中文讀物
和漫畫等。平時一個月去一次圖
書館，家長平時都有看書，我都
會跟住一齊睇。

李同學
小五學生

一 個 星
期看一小時
書，喜歡看
小說，閱讀
成績比較高分。平時有參加英文
補習班，做完功課就可以走，不
會耽誤閱讀時間。

何同學
小四學生

日 日 都
要參加中英
數常補習班
做功課，每
日補兩個小時，沒什麼時間看課
外書，但每個星期都會去學校圖
書館一次，喜歡看科學書。

吳同學
小五學生

平時一個
星期會看一小
時書，喜歡看
福爾摩斯，中
文閱讀成績都比較好。爹哋媽咪
就喜歡看雜誌，因為家裏書比較
多，所以較少去圖書館。

心
聲小學生 邢太&邢同學

小四學生
邢太：小朋友平時不太

喜歡看書，周六日會一齊讀
下書。

邢同學：平時中英數補
習時間長，通常要到夜晚八
九點，少了時間讀書，閱讀
能力都差少少。

盲目催迫感厭倦 榜首跌落第三遜俄星

港生閱讀能力有補習反低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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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中自有黃金屋。但一項國際研究顯示，本港小四生母語閱讀能力
由五年前榜首跌至去年的第三，被俄羅斯及新加坡超越。研究亦指出，
本港有逾六成學生參加補習，但無助提升閱讀成績，有補習學生閱讀成
績較沒補習低19分。負責研究的學者謝錫金分析，學生因補習時間太多
，沒時間閱讀及感厭倦，最終影響閱讀能力，形容是 「貼錢買難受」 。

大公報記者 劉家莉

「全球學生閱讀能力進展研究」（
PIRLS）由國際教育成績評估協會（IEA）
每隔五年舉辦，就小四生的閱讀能力標準
、閱讀行為及閱讀態度的對比研究。2016
年共有50個國家或地區參加，本港測試於
去年三月至六月進行，有139所小學、3533
名學生參加，測試為中文閱讀理解試卷兩
篇，一篇為資訊類文章（說明、指引、數
據和圖表等），一篇為文藝類文章（故事
、詩歌和寓言等）。同時，近3500名家長
、近300名中文科教師及校長則填寫調查問
卷。

港閱讀模式由文本轉向電子
本港小四生閱讀能力 「不進則退」，

被俄羅斯及新加坡反超前。是次研究結果
，港生閱讀能力獲569分，較上屆（2011年
）僅下跌二分，但排名就由榜首跌至第三
名；相反，俄羅斯獲581分，較上屆進步13
分，排名由第二升至榜首。新加坡今屆則
獲576分，進步了九分，排名亦由第四升至
第二位，而國際平均分為500分。

負責研究的香港大學教育學院中文教
育研究中心教授謝錫金指出，港生閱讀能
力沒有明顯變化， 「但俄羅斯同新加坡走
（進步）得好快」。他指出，俄羅斯不少

家庭仍維持到閱讀的傳統，冬天每晚於暖
爐旁邊講故事，新加坡則大力推動學生閱
讀文化，如成立中、英文的閱讀中心，統
籌學生的閱讀活動及習慣，當地學校亦有
安排閱讀專家協助學生，因此俄、星兩地
學生閱讀能力穩步上升，超越本港。他又
指出，本港父母閱讀模式已由文本轉向電
子產品，提醒他們以身作則，並從小培養
子女的閱讀興趣。

補習太多反沒時間閱讀
研究亦指出，逾六成小四生在課後參

加補習，比例較2011年高，但有補習港生
閱讀成績僅563分，相反沒補習的學生為
582分，較沒補習的高19分。謝錫金分析，
補習導師盲目催迫學生，未能有效推動學
生閱讀，加上學生因補習時間太多，沒時
間閱讀，最終反而影響閱讀能力。

長洲國民學校校長賴子文分析，現時
學生的課外活動、補習等時間長，加上娛
樂多及科技資訊發達，一般學生對閱讀興
趣不大。他說，學校有推行閱讀獎勵計劃
等，吸引學生閱讀，但認為要小朋友愛閱
讀，最重要是家庭及學校合作，家長應給
予孩子時間和空間閱讀，培養他們的閱讀
能力，營造良好的閱讀環境。

中一自行分配學位今派表
【大公報訊】教育局發言人表示，參

加2017/2018派位年度中學學位分配辦法的
應屆小六學生家長，今日起可透過其子女
就讀的小學，收到兩份《中一自行分配學
位申請表》。同時，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
委員會今天將出席《中學概覽》，提供家
長選校的參考資料。

發言人說： 「家長如欲為子女申請官
立、資助、按位津貼中學及參加派位的直

接資助計劃（直資）中學的自行分配學位
，必須填妥申請表，連同學校所需文件，
在2018年1月2日至17日的學校辦公時間內
直接交回有關中學。」

「自行分配學位的申請不受地區限制
，但家長選擇學校時應先對學校有充分的
認識，了解學校的辦學理念、傳統特色、
收生準則、班級結構及其發展和運作等，
以衡量學校能否配合子女的能力、性向及

興趣，從而作出適當的選擇。」
家長收到的兩份《中一自行分配學位

申請表》，分別印有 「選校次序1」和 「選
校次序2」。

「選校次序1」代表學生的第一選擇，
而 「選校次序2」代表其第二選擇。家長切
勿向多於兩所參加派位的中學遞交申請表
，否則其子女的自行分配學位申請將會作
廢。

專責小組檢討學校課程料須兩年
【大公報訊】配合特首林鄭月娥施政報

告全面檢視教育的要求，教育局委任聖保
羅男女中學退休校長陳黃麗娟出任 「學校
課程檢討專責小組」主席，並於昨天舉行
首次會議，預計用兩年時間全面檢討中小
學課程並提出改良建議。專責小組的檢討

範圍包括，如何讓中小學課程既嚴謹又具
前瞻性，以應付未來挑戰和社會需要；如
何更能照顧學生的不同能力、興趣、需要
和抱負；如何優化課程，如何促進中小學
階段的銜接。專責小組成員透露，或在各
範疇下再設分枝，更充分地收集學界意見。

▲香港域名管理公司行政總裁林廣成（前排中）昨日與清華大學數據研
究院二維碼安全技術研究中心副主任沈維（前排左一）簽訂合作備忘。
後排左二為清華大學校務委員會副主任史宗愷

大公報記者湯淩琰攝

應北京教委邀請，經濟學者雷鼎鳴昨
率領 「香港高教界訪京交流團」啟程赴京
。今天上午，交流團將與北京師範大學教
師舉行研討會，就當前兩地大學教育面臨
共同關心的問題相互交流。在京期間會拜
訪國務院港澳辦、清華、中關村及參觀百
度及騰訊高科技。雷鼎鳴稱，五十多名成

員，來自十家院校，老，中，青同行非常
難得，可能與十九大召開，國家重視教育
，科技，電子學習和STEM教育，提出 「
一帶一路」的發展有關。副團長霍偉棟稱
，團員來自本港公私營院校不同系別的學
者，也有不少年輕的創科研究生。中聯辦
教科部張總明副巡視員同行。

香港高教界訪京交流

【大公報訊】教育局表示，新一輪 「
專上課程電子預先報名平台」（E-APP）
於今日開始接受文憑試考生報名，共有32
所院校及其附屬學院參與，首輪申請至明
年5月16日截止。

教育局今日推出新一輪E-APP網上報
名服務，讓應屆文憑試考生預先報讀2018/
19學年JUPAS以外的全日制經本地評審專
上課程，當中包括 「為修讀香港自資學士

學位課程學生提供的免入息審查資助計劃
」下大部分的合資格課程。

教育局發言人表示，今年是E-APP第
七年為應屆文憑試考生提供免費電子報名
平台服務。申請者只需填妥一份申請表，
通過E-APP系統遞交，便可申請大部分聯
招以外的專上課程。

E-APP亦會定期更新申請資訊，包括
是否獲得面試邀請和有條件取錄等，方便

同學及所屬中學教師查閱和跟進有關申請
。E-APP的首輪申請期由即日起至2018年5
月16日，而次輪申請期則由2018年5月23日
至6月30日。

而iPASS亦會提供2018/19學年，大學
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的全日制高年級學士
學位課程資料，以及自資銜接學位課程資
料，讓副學位畢業生或正修讀副學位課程
的學生參考，方便計劃升學。

清華加密二維碼助港網站保安全
【大公報訊】記者湯淩琰報道：二維碼在移

動互聯、支付、管控等方面的應用愈來愈大，但
安全問題凸顯，時常出現用戶被圖案相似的假二
維碼誤導，進入錯誤網站的情況。清華大學二維
碼安全技術中心，通過給二維碼 「加密」的新技
術，保證信息準確性，確保用戶進入正確的網站
，昨日與香港域名管理公司（.hk）簽訂合作備忘
，就二維碼安全合作展開實質性工作，計劃明年
第一季度開始在香港提供服務。

負責加密技術的清華大學數據研究院二維碼
安全技術研究中心副主任沈維介紹，所謂「加密」，

就是通過唯一認證碼，賦予二維碼一個「身份證」。

圖像中附帶企業標誌
他說，現有二維碼的安全性不夠，街邊、網頁

上隨處可見的二維碼極易 「造假」，惟用戶無法
分辨，因此常被誤導進入假的網頁。該項技術的
特點在於，在原有二維碼的基礎上加上認證碼，
將自動生成唯一、合法的二維碼，以二維碼圖像
中附帶企業標誌的形式展現，保證網站安全的同
時，亦推廣自己的品牌，幫助用戶加深印象。

香港域名管理公司行政總裁林廣成昨日與沈

維簽訂合作備忘，將於明年春節前後正式在香港
提供服務。林廣成表示，香港有近30萬.hk域名持
有者，該技術保證企業安全的同時，有利於香港
發展安全互聯網，打造 「科技中心」，幫助 「.hk
」得到全球使用者的認可。

清華大學校務委員會副主任史宗愷亦表示，
二者的合作是技術合作，更是戰略合作，有望創
造出 「1+1＞2」的效果。他指出，香港運用 「加
密技術」，保證網站安全，清華大學亦利用與香
港合作的機會，面向世界，逐步將技術帶入粵港澳
大灣區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促進共同發展。

【大公報訊】記者劉家莉、賴嘉雯報
道：香港小四生在 「全球學生閱讀能力進
展研究」（PIRLS）中，未能穩守榜首位
置，在50個參與國家及地區中跌至第三。
研究亦指出，港生閱讀興趣及信心甚低，
對閱讀課堂投入情況更是全球 「包尾」。

負責研究的港大教育學院教授謝錫金
形容，雖然學生成績好，但興趣不足非常
危險，因為其閱讀持續性成疑，奉勸家
長 「切勿谷壞細路仔」，否則破壞學習興
趣，以免到頭來 「贏在起跑線，輸在終點
前。」

研究顯示，在閱讀興趣方面，有濃厚
閱讀興趣的本港學生只有36%，低於全球
平均43%、台灣的37%及俄羅斯的45%，在

50個國家及地區中排名33。港生對 「閱讀
能力有信心」亦只有36%，較全球平均的
45%為低，排第41名。至於 「閱讀課堂投
入程度」更是排第50位 「包尾」，僅有
34%學生自評積極投入課堂，低於國際平
均水平60%，14%港生稱自己在閱讀課堂並
不投入。

家中藏書愈多 興趣愈高
另外，研究顯示家中藏書愈多、家長

的閱讀興趣愈高，學童的閱讀能力也會較
高。參與研究的港大教育學院副教授張慧
明表示，閱讀不應該是功能性，閱讀應該
要有趣，如果能讓學童喜歡書， 「他便會
一生都閱讀」。研究亦發現， 「普教中」

及 「粵教中」學生閱讀平均分，兩組學生
的平均分數並無顯著差異。

有資深教育界人士稱，現時本港學生
功課太多，根本無時間去閱讀。小朋友讀
書最重要是以興趣為主，要給小朋友自然
開心的閱讀環境。如果要求小學生寫讀書
報告， 「變相」做功課，亦會令小朋友覺
得枯燥和壓力大，失去閱讀的樂趣。他補
充，家長的帶動作用也很重要。

教育局發言人表示，香港小四學生有
93%閱讀水平達至中等國際基準或以上，
高於全球平均比率的82%，而成績達到高
等國際基準及閱讀尖子水平的有18%，比
例與2011年相若，全球平均只有10%的學
生達到這水平。

閱讀堂投入度 全球包尾

E-APP報讀32校專上課程

全球學生閱讀能力進展研究2016
排名
1

2

3
4

5

6

8

註：（）為2011年排名

資料來源：港大教育學院

國家及地區
俄羅斯（2）

新加坡（4）

香港（1）
愛爾蘭（8）

芬蘭（2）

波蘭（28）、北愛爾蘭

台灣（7）、英格蘭（8）、挪威（31）

平均分
581

576

569
567

566

565

559

◀研究顯示，本港小四生母語閱讀
能力由五年前榜首跌至去年的第三

大公報記者
林良堅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