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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必修部分的非基礎
課題，在化學、物理及經
濟等選修科均有應用。

育局六月發表諮詢文件，研究為新
高中四個核心科目「減磅」，釋出課
教 育
時及空間。在數學科，文件指出學生只修
教 育
讀必修部分的「基礎課題」，也足以在文憑試中取得最高第
四級，當中更有將程度較深的「非基礎課題」列為選修單元
的可能性，建議教師因材施教。但此建議受到不同數學老
師批評，認為兩個課題難以割裂，只修習基礎課題是「淺
過會考」。他們又指出，數學的非基礎課題對學生學習選
修科關係密切，更有大學講師稱，一旦將非基礎課題列為
選修，擔心學生將來升學難以銜接。
記者 陳琬蓉

教

教育局轄下的學校課程檢討專責小組
發表諮詢文件，在新高中核心科的檢討
中，除了建議可考慮刪除中文科聆聽及說
話卷、通識科的獨立專題探究（IES）外，
在數學科，小組亦建議在現有課程大綱
上，教師可因應學生能力，選擇聚焦只教
基礎課題，讓學生可獲得最高第四級成績
之餘，也能「照顧學生多樣性」。文件稱，
非基礎課題「難度較高、學習量較多」，適
合對數學興趣較大、及能力較高的學生進
一步研習。文件更列出考慮將非基礎課題
列為選修單元的可能，與現時的延伸部分
單元一及單元二地位相若。

抽起不讀概率 屬中三程度
翻查數學科必修部分的課程文件，會
發現在三個學習範疇中，有許多學習單
位均由基礎課題與非基礎課題組合而成，
更有不少學習單位是純粹由非基礎課題組
成，例如指數函數、排列與組合、續概率
等。香港數理教育學會委員、中學數學科
老師朱偉文表示，這些均是數學科中常見
的課題，一旦選擇將非基礎課題全盤抽
起，避而不讀，程度一定比舊制中五會考
數學科為淺，「基本的指數對數在會考試
題已經出現，如果考生不讀（非基礎課題
中的）概率，對它的認識便只會停留在中
三程度。」
數學補習老師蔡雲龍（Wano Sir）批
評，將非基礎課題列為選修的可能性是
「荒謬」。他指出，現時新高中數學的基礎
課題約四成是初中程度，兩成是高中程
度，而剩下的三四成非基礎課題，則全是
高中程度。「如果考生只修習基礎課題，
他符合的程度只是等如舊制會考普通數學
的六成！」他又指，現時修習數學必修部
分的時間充裕，認為不需要透過選修、或
減少接觸非基礎課題以節省時間，「中學
普遍在中六的九、十月均能完成所有必修
部分。如果只讀基礎課題，大約一年就可
以完成。」

課題互有關係需一起教
前綫數學老師異口同聲地稱，基礎課
題與非基礎課題的關係是「你中有我」，兩
者不能獨立看待。蔡雲龍指出，在數學的
每一個學習單位中，出題必定有深有淺，
所以兩個課題需要一起教。他以現時輔導
數學較差的學生經驗指，他們不會選擇以
放棄非基礎課題的形式來為成績「保底」，
反而應該根據掌握不同學習單位的程度，
來決定作答問題的策略。「即使是非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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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文件指出，即使學生只修
■
教育局文件指出，即使學生只修
習數學科必修部分的「基礎課題」，
亦有機會獲得最高第四級的成績。

課題，但通常都有題型可參考，只要多
加操練，即使底子差的學生也能應付非
基礎課題。」

大學多科目靠數學邏輯思維
朱偉文更指出，基礎、非基礎課題
與現時出卷的題目難易，未必直接有
關。一些牽涉多種基礎課題的大題題
一非基
目，其難度會比單一非基
他認
礎課題的小題為高，他認
例如
為不能一概而論。「例如
在基礎課題出現過的
軌迹，在試卷的甲
二部有時會與其他基
諮詢文件略提，將數學科延伸部分
諮詢文件
出
礎課題、如座標一併出
的單元一（M1
（M1，微積分與統計）及單元二
題，增加複雜性。」他建
（M2，代數與
（M2，代數與微積分），合併為「高級數
生
議，公開試在照顧學生
的可能。
學」的可能。有大學講師歡迎，但有數
慮
差異的角度，可考慮
學老師表示
學老師表示，合併只會加重學生負擔。
試
將容易及基礎課題的試
港大
港大教育學院數理教育部高級
能
題集中在甲部，免除能
講師黃家
講師黃家樂認為，現時修讀M1或
力較弱的學生反覆運
M2的學
M2的學生不多，修讀M1的學生更
算的情況。
顯著下
顯著下降，合併科目能有效整合
地修習非
若學生選擇性地修習非
教學資
教學資源。他建議，未來可以考
學老師均擔心會影
基礎課題，中學及大學老師均擔心會影
慮合
慮合併成為以M2為主、M1為輔
至日後發展。港大
響學生在其他科、以至日後發展。港大
以上的
的延
的延伸科目，讓有意向數理化
高級講師黃家樂明
教育學院數理教育部高級講師黃家樂明
學生而言，影
方向
方向發展的學生更早、更全面
題」的策略，只適用
言，「不讀非基礎課題」
響不大。但她反而
地接
地接觸高階數學，為入大學做
的學生。他指出，
於打算取得最低要求的學生。他指出，
關心將非基礎課題列為
好
好準備，「大學不時反映，只
數理工程、下至社
現時大學的科目上至數理工程、下至社
「選修單元」的長遠影響，
是
是修一個延伸單元的學生（底
科，均需要進一步
會科學中的心理學等科，均需要進一步
「在選修字眼上，會讓人覺得
子
子）不夠。」
理邏輯思維應付需
的數學知識、以及數理邏輯思維應付需
這些課題是不重要，變得可有可
雖然香港數學教育學會
水平進一步削弱，
求。一旦學生的數學水平進一步削弱，
無。但回歸當初，將必修部分分為
執
執委、中學數學科老師楊鳳
僅會感到吃力，需
升學修讀相關科目不僅會感到吃力，需
『基礎』及『非基礎』，只是為了區分
興
興認同，合併延伸單元有助
無助學生發展。「現
要額外補底之餘，也無助學生發展。
學生的掌握程度。而兩種課題對學生
彌
彌補現時不足，但她認為，
旗幟，但學習數學卻
時社會高舉STEM的旗幟，但學習數學卻
的數學知識而言，均是不可或缺。」
是令人難以理解。」
變得更支離破碎，這是令人難以理解。
朱偉文則從中學修習選修科的角
讀非基礎課題，對
度，指出學生若不修讀非基礎課題，對
有影響 「化學、物
「化學 物
學習理商科科目均有影響。
理經常要用到的對數（log），經濟要用到
的等比數列，其實均是數學的非基礎課
題。如果選擇抽起（不教），會令其他科
的老師無所適從，是否要在課堂重新講
述這些知識？」

M1M2合併高級數學 大學講師歡迎

■港大教育學院高級講師黃家樂（中）認為，
合併兩個數學科延伸部分，有助學生打好升
學的數理根基。

在未獨立成科的情況下，合併科目只會令
學生更不夠時間學習。「很多老師已經要
用課餘、甚至星期六的時間為學生上M1、
M2的課。」她稱，在「入大學為本」的前提
下，現時大專院校收生對延伸部分是否作
為獨立選修科計算，仍未有一致共識，所
以即使合併，也未必能大幅增加學生就讀
意欲。

不少學校已自行調節深淺
不過，也有老師認為，選擇性地教
授非基礎課題在一些學生能力較弱的學
校已經一直實行。香港數學教育學會執
委、中學數學科老師楊鳳興認為，現時
有不少學校已經自行調節教授內容的深 ■部 分本 港大 專院 校收 生時 ，不
會視 數學 科的 延伸 部分 ■
■學校課程檢討專責小組在六月發表諮詢文件，諮詢期至九月
淺，而這項舉措對於旨在獲得第四級或 為獨立選修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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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侵兒童應處以「化學閹割」？
性罪行是嚴重罪行，而性侵未成年人士或對其作
出猥褻行為更為大眾所不容。近年Me Too運動蔓延
全球，喚起不少香港人對性侵犯罪的關注，甚至有人
提出香港可將
「化學閹割」
納入為懲罰性侵者的手段。
以化學閹割作為刑罰，是一個涉及倫理、人權和
法律道德的複雜議題。智經將從化學閹割的原理、發
展和爭議談起，意在為性罪行預防和懲治的討論，提
供些許參考。

進行
「化學閹割」
冀減再犯比例
化學閹割是指以注射抗雄性激素的藥物，減少
男性的睪固酮（testosterone）分泌，以短暫達到類似外
科「閹割」的效果。其背後的原理在於相信人體中睪
固酮濃度會影響性欲與性興奮程度，從而影響性行
為表現。
在世界各地，多個國家和地方政府已採用化學
閹割處理性罪行。如烏克蘭、南韓、德國和美國部
分州份。
在一些國家，化學閹割的引入與該國性犯罪肆
虐程度緊密相連。以南韓為例，根據當地最高檢察
廳的《2011年犯罪分析》，一○年，南韓平均每天發
生五十四點六宗性侵個案，其中有三點二宗是針對

未滿十三歲的兒童。在此背景下，《性暴力犯罪者的
性衝動藥物治療相關法律》在一一年七月面世，令南
韓成為亞洲第一個引入化學閹割的國家。相關法律
規定，對未滿十六歲兒童進行性犯罪的十九歲以上
性欲倒錯症患者、有再犯危險性的性暴行犯罪者、
兩次以上對兒童性犯罪者等，最多可被化學閹割十
五年。一七年，南韓當局擴大範圍，對強姦未遂犯
人進行化學閹割。
支持化學閹割的重要理據，是性犯罪者的再犯率
普遍偏高。一群加拿大學者對四千七百二十四名性犯
罪者進行的研究顯示，他們在二十年內再犯的比率為
二成七。化學閹割則被認為能夠降低再犯比例。美國
一項數據顯示，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接受化學閹割的六
百二十九名性罪犯中，再犯率僅為百分之八，而未接
受者為二成。

涉生理、醫學、倫理及權力關係
化學閹割也引發了諸多爭議。有觀點認為，這是
一項違反人權的刑罰措施。歐洲反酷刑委員會曾批評
德國的化學閹割沒有醫學上的必要性，要求德國停
止。
在化學閹割的原理層面，有人認為，性侵誘因有

多個層面，化學閹割只從生理層面抑制性欲，未免有
簡單化之嫌。在醫學上，曾有實驗檢驗男性睪固酮濃
度對喚起性欲和改變情緒所起的作用，發現它們之間
關聯並不穩定。此外，睪固酮只是影響人類性行為表
現諸多成因中的一環而已，而複雜的人格特質、學習
經驗、社會因素及環境，都會對性行為產生影響。
有部分社會學觀點則認為，性侵更多關乎權力關
係。比如在校園性侵中，
「『性』
不過是擁有且濫用權
力的教師在
『男教師－女學生』
這一特定師生關係中的
權力表達手段。」

是刑罰 還是醫療手段？
值得進一步討論的是，化學閹割雖然在法律上是
一種刑罰手段，執行上卻屬強制治療。這其實已經認
定性犯罪是
「疾病」
的一種型態。因此，法律和醫學倫
理都應得到關注。
在刑法學中，刑罰是通過限制或剝奪犯罪人的
權益，使犯罪人承受痛苦；但要以保障人權為底
綫，不能使用殘酷、不人道的方法。有台灣學者認
為，使用化學閹割反映政府面對性犯罪的對策着重
於預防性侵再犯，而化學閹割作為一項醫療手段，
會對人體造成諸多副作用，如骨質疏鬆、憂鬱和視

覺神經萎縮，長期使用甚至可致命，性罪犯是否應
有選擇權？值得思考。

港宜檢討抗性罪行措施
在香港，對於性罪行的刑罰以監禁為主。至於預
防手段，懲教署在一九九八年成立性罪犯心理評估及
治療組，為干犯性罪行人士安排輔導課程並提供住
院式治療，旨在預防再犯及幫助他們建立正面生活模
式。此外，香港警務處於一一開始推行「性罪行定罪
紀錄查核」
系統，不過這系統屢屢被批評存在漏洞。
各種法例和措施的成效有待檢視，不過香港的性
犯罪數量，近年似乎有所減少，其中強姦案由○九至
一三年的每年平均一百一十三宗，下降約四成至一四
至一八年的年均六十五宗；非禮案則從一三年的一千
四百六十三宗，減少至一八年的一千零九十九宗，下
降近四分之一。
此外，懲教署曾估計，約有百分之六的性罪犯，
在獲釋後三年內會重犯類似罪行，不過立法會資訊研
究組在一七年指，有關比率近年已沒有更新數字。
對於性罪行的討論和分析，有系統的數據整理不可或
缺，署方應考慮持續主動更新相關統計。
無論如何，化學閹割的實行與否，非簡單言語可
以蓋棺定論，在天秤的兩端，每種選擇都殊為不易。
（全文見智經研究中心網頁：www.bauhini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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