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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情越級挑戰賽
副學士VS博士生
決賽採搶答形式 題目加深考反應

■林成川笑指
博士生身份有
利有弊，不見
得有特別優
勢，故仍用心
溫習資料。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劉景熙 攝

■梁皓然強調
自己雖積極備
戰，但會放鬆
心情不設目
標，避免壓力
影響表現。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劉景熙 攝

■張雨賢指自
己小時候已酷
愛中國文化，
多年根基加上
賽前準備，有
信心取勝。
受訪者提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熙）由國家教育部港澳台辦公室、香港教育局及香港文匯報主辦的第

負 「中文博士生」名銜的他，不諱言「有壓力」
，「別
人會認為，有好成績是應該的，輸了則說不過去」
。
一屆「全港學生中國國情知識大賽」
，經過上月的複賽後，9支大中小學隊伍以及9名各組個人代表
由內地來港升學前，林主要閱讀簡體字，比賽使用繁體
共45位同學，成功從400名入圍者中脫穎而出，晉身後日舉行的校際團體及學生個人決賽，決定最 字會否不利發揮？他笑稱自己「看港產武俠片及周星馳
後冠亞季名次。決賽題目不但難度更高，決賽形式亦由筆試轉為現場問答及搶答，考驗同學即時反 （電影）長大」，繁體字已「見慣見熟」，加上修讀文字
學，故不存在困難。為備戰決賽，他操練大會發放的練習
應，極具挑戰性。這班「準優勝」參賽者都表示，能夠「過五關、斬六將」晉身決賽已屬不易，當 卷，又針對較陌生的天文學和農業作重點溫習。林希望今
前更要學會放下，以「平常心」面對，按計劃如常溫習，務求調整至最佳狀態，盡顯「舉重若輕」 次贏得冠軍，用獎金買一部電腦送予將上大學的妹妹。

的大將之風。

第一屆「全港學生中國國情知識大賽」決賽將於後天
下午，假香港柴灣青年廣場Y綜藝館舉行。其中大學組
個人賽決賽中，出現「越級挑戰」戰況，就讀理工大學
香港專上學院副學士二年級的張雨賢，將會挑戰中文大
學三年級生梁皓然及同校中文系博士生林成川。張雨賢
坦言，雖然面對強敵，但亦有信心取勝，「計牌面，自
己可能落後好多，但既然已入決賽，大家就平起平坐」
。

梁皓然主修翻譯，平日喜愛閱讀歷史故事，尤其是
她指自小已酷愛中國文學和歷史，高中至今一直修讀文
科，憑平日修為成功打入決賽；目前要兼顧報讀大學銜接 《三國演義》和金庸小說，「歷史就像一個寶庫，供你不
。他自我分析指，自己強項在歷史朝代與人物，
學位和兼職的她，直言備戰時間不多，每星期只有1小時 停發掘」
至2小時溫習，主要閱讀少數民族、地理等資料，亦有向 但詩詞、藝術及農業史則仍要加把勁。梁表示，現時正
軍師請教「搶答要訣」：「怎也要先按燈，緊握主動權。」 值新學期開始，學業較輕鬆，所以有更多時間準備比
賽，每星期花最少7小時閱讀各方面書籍。就決賽形式由
高學歷伴壓力 操卷備戰
筆試轉成搶答，梁笑言，自己中學時曾參加同由教育局
，對搶答有相關經驗，不
明年將博士畢業的林成川則表示，由於比賽題目都是 主辦的「香港杯外交知識競賽」
。
日常研究的材料，非常熟悉，故題目難度不算高，但背 怕「輸蝕」

青松「三劍俠」帶隊 授全面知識爭勝

▲

參與是次大賽的代表均為該校問答隊成員，雖然以冷靜、全
問答隊由3
面見稱的隊長陳家煇因要赴美交流，未能於決賽上陣，但其餘3 名分別擅長不
位同樣就讀六年級的代表陸俊康、梁湛暉及許鴻楠已定好策略 同領域的老師
分工合作，包括尋找各朝代的歷史資料，又收看電視節目《辛 （ 左 起 ）方 可
亥革命百周年》了解國家近代發展。決賽臨近，3人均表示會集 盈、王富榮及
中進行互動討論及提問，加深彼此對國情知識的記憶。
錢見明聯合帶
身兼問答隊名譽領隊、帶隊多年的梁卓賢分享指，在訓練時 隊。
他會為同學設定目標，例如要求學生「與時間鬥快」
，「推測主
香港文匯報
持人問甚麼」等，「爭勝決心是必需的，它為比賽帶來更多樂
記者
趣」
。
黃偉邦 攝

上海外大學所開辦的獸醫課程一般發
展成熟，國際上的認受性亦較佳。

雖然理工大學已於2010年開辦了第
一屆動物護理學士學位課程（不等同
獸醫課程）；城市大學亦計劃於2013
年與美國康奈爾大學合作成立動物醫
學院，自資開辦6年制獸醫課程。不
過筆者認為海外大學所開辦的獸醫課
程仍較有優勢，因為獸醫課程涉及層
面很廣，除了寵物外，亦包括牛、
羊、馬等大體型動物，但香港並非農
業社會，亦不會有如新西蘭、澳洲、
英國等地的大農場和多種類動物，可
供修讀獸醫課程的學生進行實習。加

無特訓打「天才波」
自言勝算「6成半」

▼

▼梁卓賢認為學
生在參賽時有爭
勝心，可為比賽
帶來更多樂趣。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偉邦 攝

看辛革電視節目了解國情

外國課程成熟 認受性高

不過，雷頌德認為自己並非執 的人，「這個
世界不是你想就一定得」
，但他非常喜歡學習以及
應用知識，又希望藉比賽「看看自己可以走多
遠」
。為備戰決賽，他在剛過去的聖誕節假期，到
圖書館一口氣借了10本書，包括中國科技、文學
歷史、農業紡織等不同範疇，每日鑽研兩三小
時，假期完結後則減至個半小時。後天將要踏上
決賽舞台的他，面對另外兩位年紀比他長、經驗
比他豐富的高中生，他笑稱，「一切還看天命」
。

道教青松小學
成功打入國情大
賽決賽，各隊員
均積極備戰，盼
望取得冠軍殊
榮。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偉邦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熙）首屆「全港學生中國國情知識
大賽」團體賽共吸引了逾100間大、中、小學共134支隊伍參
加，經過初賽、複賽兩輪激烈比拼後，各組別只剩下成績最佳
的3隊，在後日決賽競逐冠亞季名次，道教青松小學便是小學組
最後三甲之一。該校自去年9月開學至今，短短數月已取得3個
小學問答比賽獎項，氣勢正盛。各代表成員在學期試完結後已
積極投入備戰，並由3位各有專長領域的老師帶隊，為同學裝備
全面知識，爭取奪下大賽桂冠。
道教青松小學校長梁卓賢表示，學校一直重視學生的課外發
展，並設立了學校問答隊，挑選各級優秀學生入隊，加以重點
培訓，更屢於學界比賽獲獎。該校又特別以較少有的「三劍俠」
模式，由3名分別擅長常識、語文等不同領域的老師聯合帶隊，
希望學生能掌握全面知識。

近年香港的獸醫診所、動物醫院、
寵物美容院和寵物用品店等開到成行
成市，可見港人飼養寵物風氣盛行，
從事與寵物相關的行業大有可為。事
實上，筆者亦不時收到喜愛動物的同
學查詢，希望了解到海外修讀獸醫學
位課程的資料。他們除了想學習動物
醫療的專業知識外，更認為成為專業
獸醫大有「錢」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熙）3
名打進「全港學生中國國情知識大
賽」中學組個人決賽的學生中，就
讀東華三院黃笏南中三的雷頌德是
最年輕的一位。年紀小小的他很早
便對中國文學、歷史有濃厚興趣，
中二已讀畢整套《紅樓夢》
，以此提
交中文科閱讀報告，其天份亦獲學
校發現，推薦他入讀香港資優教育
學院(人文學科範疇)，可謂「才子出
少年」
。雷指參賽是為了測試自己的
實力，現在打入決賽已非常感恩，
至於能否奪冠，則笑言自己心態平
和，「有心栽花花不成，無心插柳
柳成蔭」
。
雷頌德的參賽過程可謂幾經波
折。起初學校老師計劃安排他參加
團隊賽，但同學各有各忙，未能成
隊，惟有臨時讓其出戰個人賽。在
確認打入複賽後，又適逢學校考試
期，可能忙於「雙線備戰」
，他於出
賽前2天病倒，入圍通知書也要姊姊
回校代取。曾有老師勸他退出，但
他堅持帶病出賽，希望能在全香港
的層面，試試自己「斤 去到邊」
。

假期日讀3小時備戰

深具搶答經驗 強項歷史

以「快」爭勝 「怎也要先按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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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頌德手上
的書是學校教
師因今次比賽
特別送他備戰
的，別具意
義。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劉景熙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思諾）面對團體組決賽，另一小學組代表隊聖公
會仁立小學的4位小六生則笑言會靠「天才波」上陣，但他們強調，自己並
非「天才」
，主要是靠平日基本工夫做到足，未有在賽前刻意特訓。領隊老
師王文達則指，讓學生自由備戰更有利爭取佳績，「參加比賽最緊要輕輕鬆
鬆，才能發揮本身水準」
。

相信默契為致勝關鍵之一
隊員朱力 將負責回答文學部分，他因平日常讀詩詞歌賦，又最愛背詩，
在受訪期間更即席背誦了李清照的《聲聲慢》
。隊中唯一女生施美怡，則最
熟悉三國時期的歷史人物與事蹟，受哥哥影響，她小一便開始看歷史書，現
在也常常在網上搜索歷史資料。雖然沒有特訓，但4名同學都對隊伍頗有信
心，相信勝算可有「6成半」
，而隊友之間的默契更是重要的致勝條件。

僅24海外生額 競爭激烈

入學要求方面，預選階段的最低收
生要求為A-Level CCC及IELTS 6.5。
如學生計劃到海外修讀獸醫課程， 當同學完成Massey University大學一年
並且在畢業後回港執業，其修讀課程 級的第一個學期（預選學期）後，平
必須符合特區政府《獸醫註冊條例》 均分需最少達B級成績，並需應考
的規定，並得到獸醫管理局的認可。 Special Tertiary Admissions Test F
有關認可海外大學及課程名單可瀏覽 （STAT-F）及獲得理想成績，以及有
獸醫管理局的網站www.vsbhk.org.hk。 最少10天的獸醫工作經驗（農場牲畜
新西蘭的Massey University是當地唯 和家養動物）和有獸醫簽署的證明
一一所開辦獸醫課程的大學，其5年 信，才有資格申請升讀專業階段的獸
制獸醫學士學位課程（Bachelor of 醫學士學位。另一方面，一些已於新
Veterinary Science）不但得到新西蘭 西蘭以外大學理科畢業或已完成第二
獸 醫 局 （ V C N Z ）、 澳 洲 獸 醫 局 年理科學位的海外學生，也可嘗試直
（ A V B C ）、 英 國 皇 家 獸 醫 學 院 接申請入讀Massey University專業階段
（RCVS）、美國獸醫協會（AVMA） 的獸醫學士學位。正因為新西蘭只有1
以及加拿大獸醫協會（CVMA）等認 所大學提供獸醫課程，所以入學競爭
可，更得到香港獸醫管理局認可及合 也非常激烈，每年只會錄取75名獲政
資格在香港註冊成為獸醫。該課程主 府資助的本地學生（新西蘭永久居民）
要分為2個階段：
和24名全費海外學生入讀專業階段的
1.預選階段（大學一年級第一個學期） 獸醫學士學位課程。大學第一年的學
→理學士學位(Bachelor of Science)。
費為每年37,500澳元，而大學第二年
2.專業階段（大學一年級第二個學 至第五年的學費為每年50,600澳元。
期至大學五年級）→獸醫學士學位
■尚學堂（Ada Tam）
(Bachelor of Veterinary Science)。
（本文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新西蘭校學位 多國認可

■左起：聖公會
仁立小學領隊老
師王文達、小六
生施美怡、方維
雋、劉正南和朱
力 。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思諾 攝

春節將至，中國人會向
比喻修辭 貼切實在
親友互致賀詞表達祝願。
再看下一段：「送你一件外套，前面是平安，後
隨 科技不斷進步，網
絡通訊和手機短信已成 面是幸福，吉祥是領子，如意是袖子，快樂是扣
為人們新年祝福的主要方式。這種便捷、輕鬆、活 子，口袋裡滿是溫暖，穿上吧，讓它相伴你的每一
潑、新潮的交流方式，越來越受廣大市民青睞。使 天！新春快樂！」這段祝福語則通過比喻修辭手法
用電子設備發放文字短信的好處，在於感情的抒發 賦予「外套」各個部分不同的涵義，另外又使用
、「相伴」把幸福、平安、如意、快樂、溫暖
更深入、更細緻、更暢所欲言，有些祝福更使用了 「穿」
和「你的每一天」連在一起，非常貼切。
不同的修辭格。
接 我們再看一句比喻修辭格的祝福語。「對你
連續反覆 琅琅上口
的思念像裊裊不絕的輕煙，對你的祝福是潺潺的小
請看一段祝福語：「過春節了！我不打算給你太 溪，讓我的祝福伴隨你的一生一世。」讀完這句祝
多，就給你5千萬吧：千萬要快樂！千萬要健康！ 福語，我們發現用了明喻的修辭方法，將「思念」
。另外將「祝福」比作「小溪」用的
千萬要平安！千萬要知足！千萬不要忘記我！」以 比作「輕煙」
上這一段話用的是雙關修辭格。「5千萬」包含了 是暗喻修辭格。因此可以看出，比喻修辭格是所有
祝福語中使用頻率最高的一種修辭格。它通過打比
「5個千萬」的意思，是一語雙關。
方的手法把抽象的祝福心願全部寄託在所有的事物
層次遞增 富有深意
上，給人貼切而又實在的感覺，一反以往籠統而抽
請再看一段賀年祝福語。「願您一年365天天天 象的祝福語。
由此可知，能巧妙地運用修辭格，既能使祝福語
開心，8,760小時時時快樂，5,256,000分分分精彩，
讀來琅琅上口，也更能表達富有深意的語句，無論
31,536,000秒秒秒幸福。」這句祝福語巧用了層遞修
用哪一種修辭格，它總是符合語言規範和語言審美
辭手法。
雖然說這組數字所表示出來的時間是等值的，但 的要求。
■資料提供：楷博語言培訓
是在表達上卻是從天到時再到分最後到秒，有層次
http://www.putonghua.com
遞增的關係在句子中，因此突出了無時無刻都在祝
（本文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福的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