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國、美國和加拿大的開學日期
與香港非常接近，無論同學想修讀
的是大學、副學士及大學轉移課
程，又或是中學或大學基礎班等，
一般會於9月開課，而下一個開學
日期為2012年1月或2月。

至於澳洲和新西蘭的開學時間一
般是2月和7月；中學課程於1月尾
開課；聯繫大學證書文憑課程則於
10月、3月和6月開課，而大學基礎
班大多於10月和2月開課。

以最受中五學生歡迎的澳洲大學
基礎班或基礎證書課程來說，由於
部分學院的課程將於10月中開課，
如學生能立即作出決定和盡快辦理
手續，相信現時還有機會趕及今年
10月份入學，並最快於2012年7月
升讀聯繫大學的相關學士課程第一
年級或大學文憑（視乎個別學院的
開課時間而定）。決定前往海外升
學的同學，要把握機會盡快辦妥
2011年或2012年初的留學手續了！

剛於今年完成新中五、重考中五
會考、中六或未直升大學的中七同
學，可考慮以下會於今年10月或明
年2月提供大學銜接課程的學院。

小班教學 星級支援
位於澳洲悉尼的Sydney Institute of Business

and Technology（SIBT）是一所大學附屬學
院，與麥考瑞大學（Macquarie University）協
辦證書與文憑課程，可銜接麥考瑞大學第二
年的多個學士課程。中五學生可先修讀為期8
個月至1年的證書課程，然後升讀同樣為期8個
月至1年的文憑課程，最後直升Macquarie
University相關學士學位的第二年級。

至於中七學生則可直接修讀為期8個月至1年
的文憑課程，課程內容和程度完全等同麥考
瑞大學相關學士學位的第一年級。其文憑課
程的科目選擇包括工商管理、商業、電腦、
電子工程、文科和傳理學等。SIBT推行小班
教學，過半數師資來自麥考瑞大學，逾9成
SIBT學生可成功修畢課程，並升讀麥考瑞大
學的學士課程。

高升學率 中五適用
而於澳洲墨爾本、悉尼和柏斯，及新西蘭

奧克蘭均設有分校的Taylors College是一所大學
預備學院，設有專為中五程度或以上海外學
生而設的大學基礎課程，只需校內成績達到
大學的入學要求，學生便可保證入讀該大學
的相關課程。

Taylors College所提供的大學基礎課程包括：
悉尼大學基礎課程（USFP）、西澳大學基礎課
程（UWAFP）和Taylors奧克蘭基礎課程

（TAFY）。值得一提的是，學生可通過悉尼大
學基礎班課程升讀如物理治療等健康科學學
系，每年不少港生經由此途徑入讀該類科
目，是近年較熱門的升學選擇。於2010年，超
過8成大學基礎課程學生成功升讀聯繫大學。

■尚學堂（Ada Tam）
查詢電話：2591 9997

（本文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UIC收逾千新生超預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由研究資助
局設立的「香港博士研究生獎學金計劃」
現正接受申請。有關計劃無國籍及種族限
制，歡迎有志報讀香港8間教資會資助院校
全日制博士課程的人士申請。獲獎的博士
研究生將有每月2萬港元的津貼，及每年1
萬港元的研究活動交通津貼，為期可達3
年。當局預計，在2012/13學年將有135個
名額。

兩專家小組分科評選
研資局表示，申請者須具備出色的學術

表現、優秀的研究能力及潛質、良好的溝
通技巧及卓越的領導才能。研資局將成立
兩個專家評審小組，按照獲提名者的學科
範疇進行評選。兩個專家評審小組分別為
科學、醫學、工程及科技小組，以及人文
學、社會科學及商科小組。

獎學金申請者須登入計劃的網上申請系
統填報資料，系統將分發申請人一個申請
編號。申請人須以此編號前往所揀選的院
校報讀全日制博士課程，截止日期為今年
1 2 月 1 日 ， 詳 情 可 見 於 計 劃 網 頁 ：
www.rgc.edu.hk/hkphd，查詢電郵為
HKPF@ugc.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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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4項目獲審批 50人10月赴甘肅扶貧

助學生服務社會
中大籌億元設基金

A36
【責任編輯：楊偉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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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尤德爵士紀念基金理
事會提醒有意申請該基金2012至13學年海外研究生
獎學金及海外獎學金的學生，申請的截止日期為本
月30日。

英文版申請表格及資料文件可於學生資助辦事處
網頁下載，網址為www.sfaa.gov.hk/tc/public。查詢詳
情，請致電2150 6097或2150 6098。

海外研究生獎學金及海外獎學金計劃的申請人當
中，有部分會被挑選參加於明年1月在香港舉行的首
次面試，合適的申請人將會再獲邀參加明年2至3月
舉行的最後面試。

尤德海外獎學金
月底截止申請

逢星期二、四出版　傳真：2873 1451
電郵：edu@wenweipo.com
http://www.wenweip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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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勞雅文）為鼓勵學生

更積極參加香港及非本地的社會服務，以拓

闊視野，香港中文大學於本學年推出「I．

CARE」博群計劃，並籌募1億元成立基金，

資助由學生主動提出的社會服務計劃。校長

沈祖堯透露，校方已籌到一半款額，預計每

年資助上限為400萬元。據悉，現時暫有4個

項目通過審批，其中公共衛生及基層醫療學

院的「少數民族健康」項目獲批25萬元，資

助50名學生於10月出發到甘肅扶貧。

沈祖堯：讓學生認識世界
中大昨舉行記者會介紹

「I．CARE」博群計劃，校
長沈祖堯表示，新計劃可
增加學生社會服務的體
驗，「這不單是要求學生
放假做 義工，而是讓學
生在服務社會及弱勢社群
時，真正認識社會及世界
重要問題，如歧視及疾病
問題」，令同學更明白民間
疾苦。他表示，中大目標
籌款1億元成立基金，以投
資的回報資助學生外出服
務社會，估計每年約可批出最多400萬元。

學生主動提計劃 校方審批
負責計劃的中大社會工作學系系主任馬麗莊指，所有

學生可主動向校方提出服務計劃，再由相關委員會審
核，本地項目最多可獲資助10萬元，而內地及海外項目
則以25萬元為上限。她表示，評審會根據項目可行性、
服務質素、創新及持續性批核，現已有4個項目成功獲
得資助，其特色是「跨書院、跨學系」。

為少數民族服務 學懂堅忍
中大公共衛生及基層醫療學院的「少數民族健康」項

目始於09年，今年成功獲得「I．CARE」博群計劃批出
25萬元，資助50名該系及其他學系學生於10月前往甘肅
進行健康項目教育，包括教育當地村民改善生活、災害

預防、女性疾病預防及進行廢物處理，每名參與的學生
只需為5日的行程支付3,500元。

該系博士生張依勵過去曾參與相關項目，她指選擇到
受天災威脅的少數民族服務，可了解到當地人如何堅
忍，她希望計劃能吸引各學系的學生，以自身不同的專
業去幫助當地人面對生活的種種困難。

引進兩社企 推環保校園
另外，中大亦打算將社企帶到校園，在採購、招標及

日常運作上推廣社會企業。兩間社企Green Collar及
Dejavu Creation分別獲資助10萬元，前者將於聯合書院
飯堂進行廚餘回收計劃，也會種植有機沙律菜，後者就
會利用校園內丟棄的宣傳用品，重新設計成有心思的紀
念品，讓各學會及學系重用。

此外，計劃包括每年舉行1次「博群大講堂」，校方會
邀請各地各界傑出講者，分享他們在社會的貢獻及服
務，首場將於10月4日舉行，由台灣雲門舞集創辦人林
懷民以「在水泥地上種花」作題主講。

「你在暑假時到了哪兒玩
耍？」這也許是同學在開學
後最常聽到的話。換成普通
話口語，可說成：「暑假的
時候你上哪兒玩兒了？」前

句是書面語，沒有語法問題；後句卻是更貼近普通話口
語的說法。有些同學總以為把粵語白話改成書面語說出
來，就是普通話，結果說出來的普通話總是不夠地道。
例如：「昨天我買了一本很便宜的書本。」改成普通話
口語，可說成：「昨兒我買了一本書，特便宜。」

那麼怎樣才能說出地道的普通話呢？其實普通話口語
有兩大特徵：第一是有兒化詞，第二是有輕聲詞。想普
通話說得像樣兒（yὰngr），便必須好好兒（ȟαo h-αor）

把握它們。接下來，先為大家介紹粵普分別之一—兒化
詞。

先把握好「兒化詞」
上文提到的「玩」，單用時唸成「玩兒」（ẃαnr），是

常用的動詞，表示：1.）玩耍，例如：小明在公園玩兒
得特起勁兒；2.）做某種活動（多指文娛和體育活動），
例如：玩兒電腦、玩兒排球；3.）指使用不正當的方法
或手段，例如：玩兒手段。需要注意的是，當「玩」配
詞使用時，例如：玩具（ẃαn j̀u）、玩弄（ẃαn ǹong）
等，則不須唸成「ẃαnr」，仍唸「ẃαn」。

假如有一天，你聽到有人用普通話不大禮貌地跟你
說：「玩兒去吧你！」你會有甚麼反應？你會不會問

他：「玩兒甚麼？」其實，那個人這樣表達時，意思是
叫你「滾開」、「呆到一邊去」呢。

各位同學，聽到朋友用普通話問你：「暑假的時候上
哪兒玩兒了？」可別不禮貌地回應：「玩兒去吧你！」
你可回應他說：「你的普通話說得挺像樣兒呢！」

■梁麗詩 協恩中學普通話教師

電郵：misslaisze@gmail.com
（本文小題為編者所加）

普通話如何說得地道？ 兒化詞語重溫：
1. 哪兒 ňαr

2. 玩兒 ẃαnr

3. 昨兒 zúor

4. 像樣兒 xìαng ỳαngr

5. 好好兒 ȟαo h-αor

6. 起勁兒 q̌i j̀ingr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殿晶、張廣珍 珠海報道）北
京師範大學—香港浸會大學聯合國際學院（下稱UIC）
近日積極啟動迎新工作，招生部門表示，今年該校共錄
取本科統招新生1,239名，比計劃多錄取了39人，而學生
水平亦有提升，其中有7名新生達到UIC新生入學獎學
金要求，獲豁免一年6萬元人民幣學費。

廣招各地高分學生
UIC近日正進行一系列的迎新活動，包括新生家長論

壇、課程介紹會和開學典禮等。UIC招生部門林老師表

示，學校今年吸引了不少高分學生報考，其中在北京錄
取的考生的最高成績，高出當地第一批本科分數線135
分；在新疆錄取的考生的最高成績高出當地一本線129
分等。至於廣東省的招生，錄取人數較去年上升，由
450人增加至503人，港澳及海外收生與去年相比持平。

7人獲免首年學費
今年來自新疆、雲南、黑龍江和北京等7位統招錄取

新生，成績符合《2011年UIC新生入學獎學金實施辦法》
的要求，即高考總分高出當地第一批本科線70分或以

上，英語單科分數達到127分或以上。有關學生第一學
年的學費即6萬元人民幣將自動被豁免，在校學習成績
滿足覆核要求的，還將豁免來年的學費。

來自新疆的張雪獲得了獎學金，其父母表示，若女兒
沒拿到這個全額獎學金，以他們工薪家庭的條件支付不
起學費，也就不會報讀UIC。另一名獎學金得主楊晨熙
稱，她看中UIC，主要是該校以全英文教學，有各種實
習機會及全額學費獎學金。UIC校長吳清輝表示，學校
未來將不斷投入資金改善硬件條件，還會在全球招聘學
術水平優秀的教授，以提高教學質量。

■張依勵（右）希望計劃能吸引各學系的學生，以自
身不同的專業，多方面幫助少數民族面對生活種
種。 香港文匯報記者勞雅文 攝

■新生入學
獎其中一名
得獎者張雪
與其父母合
影。
香港文匯報

珠海傳真■UIC校長吳清輝（中）與部分獲得新生入學獎學生合影。 香港文匯報珠海傳真

■沈祖堯指有關計劃可增
加學生社會服務體驗。
香港文匯報記者勞雅文 攝

■中大學生曾到內地偏遠貧困及易受災少數民族地
區進行健康教育。 中大提供

■中大成立「I．CARE」博群計劃，並希望籌募1億元成立基金，資助由學生主動提出的社會服務計劃。
香港文匯報記者勞雅文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