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國語言教育
課程專業多元

英國的語言課程種類繁多，
語言教育 重提升整體語言能
力，聽、講、讀、寫均是學習
重點。在英國上課期間，學生

除可練習會話，同時能學習適應英國各地區不同的口音，幫
助提升語言能力。

各式學術英語課程簡介
在英國，不論初級或進階的學術英語，同學均可按需要找

到合適課程，選擇包括：
．一般英語：學習日常生活中的應用英語，適合各種英語

程度學生。
．成人假期英語：在假期間安排短期的英語課程，並探索

英國的生活及文化。
．青少年假期英語：在社交、運動及各種戶外活動中學習

英語，適合5歲到17歲的青少年。
．一對一教學：度身訂做的課程，由一位專業教師按學生

需要來教學。
．商用/高階主管英語：提升職場應用英語的能力，課程通

常相當密集。
．考試準備課程：透過教授應考技巧，幫助學生於語言考

試中獲取佳績，取得世界認可的資格證書。
．家教：在家中與教師進行一對一教學。
．學術英語(EAP)：為考入大學深造而做的準備，提升在學

術上英語能力的應用，學習如何用英文做筆記、參與討論、
閱讀以及撰寫學術文章。

．專業英語(ESP)：針對職場需求加強特定領域的英語能
力，例如法律、醫學、新聞及旅遊等方面的專業英語。

．English Plus：課程可長可短，在學習英語的同時可另外選
修實務或學術方面的主題，例如烹調、體育、時尚設計或表
演藝術等。

．教師英語：短期的語言教學課程，修業結束後可取得專
業資格，提供碩士到博士階段的課程。

．大學先修/銜接課程：除了結合學術英語及學習技巧外，
還包括至少一門專業學術主題課程。

不同機構 課程有異
不論在英格蘭、蘇格蘭、威爾斯還是北愛爾蘭，英國各地

均有認可語言學習機構，因此學生可依喜好選擇遊學地點。
此外，不同類型機構提供的課程種類會有分別：

．私立語言學校：提供全日制及半日制的課程，適合各種
語言程度的學生，長期課程或短期課程皆有開設，課程內容
以單純的英語學習為主。

．私立與公立語言中心：僅提供短期英語學習課程，通常
開課時間在暑假，且多半包含社交及文化參訪活動。

．寄宿中學及授課式學院：在這類學校中，學生要學習一
定範圍的學科主題，而且在所有課外活動中均有機會接觸到
大量英語。

．延續教育學院：提供全日制及半日制的課程，適合各種
語言程度的學生。此外，除了學術課程外，同時提供職業訓
練相關的實務課程，且班上大部分是以英語為母語的學生。

．高等教育機構：提供全日制及半日制的課程，適合英語
能力中高級以上的學生。許多高等教育機構都以教授學術英
語(EAP)為主。

如想獲取更多英國學習資訊，請瀏覽英國文化協會英語學
習網：http://www.britishcouncil.org/learning-english-gateway

■資料提供：英國文化協會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第八屆香港青少年軍事夏令營資料
日期：15/7/2012至29/7/2012

地點：解放軍駐港部隊粉嶺新圍軍營

對象：中三至中五學生，入營時要年滿15歲，品
行及體能良好，過去從未參加青少年軍事
夏令營者

名額：男生150名、女生90名，合共240名，免費
參加

報名方法：報名須經校長推薦，每所學校最多可
提名3男2女

截止報名日期：4月20日

詳細資料： 力資源中心網頁：www.cerc.org.hk

教育局「薪火相傳」計劃網頁：

www.passontorch.org.hk

查詢電話：2153-7433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景熙

軍事夏令營接受報名 增女生額

學校類詞語粵普異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熙）香港回歸祖國15
周年，為進一步提高青少年對國家的認識與歸屬
感，同時培養積極的人生觀，教育局、解放軍駐港
部隊及 力資源中心將於今年7月舉行「第八屆香
港青少年軍事夏令營」，讓240名中學生進行前後15
天的軍事訓練、德育講座等相關活動，藉以建立紀
律、磨練意志力及體會軍人報效國家的高尚情懷。
而有見近年報名參與活動人數不斷上升，大會今年
特別增加25個女生名額，讓更多學生過一個有意義
又難忘的暑假。

逾3人爭1位 須面試遴選
軍事夏令營籌委會統籌殷巧兒指，舉辦活動的目

的，是為了訓練香港學生的紀律，同時增加他們對
解放軍的了解。夏令營每年報名人數不斷上升，由
前年的近600人增至去年的約700人，爭奪200多個
名額，平均逾3人爭1位，可見活動理念愈來愈受到

學界認同。參與活動學生都要經面試選拔，主要以
小組形式進行，要討論時事和內地議題，殷巧兒提
醒指：「學生最重要的，是認真對待，但切勿太緊
張，要把握發言機會，表現自己。」

軍訓學紀律 訓練獨立性
軍事夏令營籌委會成員蔡關穎琴則指，數年前曾

為女兒報名參加，訓練其獨立處事能力和減少依
賴，免成「港童」。她憶述指，「女兒第一天受訓
就中暑，然後偷偷打電話給我，幾乎要離開」，當
時她大力鼓勵女兒要堅持下去，結果兩星期後出
營，蔡太感到女兒明顯變得成熟懂事，做事也更積
極，認為有紀律的軍訓能幫助女兒成長。

畢業生盼可參軍貢獻國家
就讀伯裘書院的鄭國謙是軍事夏令營去屆畢業

生，他認為軍訓讓他學懂有效管理時間：「例如洗

澡時，20個男仔共用一洗手間，半小時內要所有人
完成洗澡及洗軍服。為省時我只好穿 衣服淋浴，
學會用90秒迅速做完兩件事。」他希望未來如有機
會可以報名參軍，以士兵身份貢獻國家。鄭媽媽則
表示，兒子完成軍訓後，待人接物進步很多，兩母
子感情也好了不少。

同樣參與去屆夏令營的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學
生楊韋婷則對實彈射擊活動最難忘：「之前未試
過，直到上場一刻，發現槍聲很大，女生都很害
怕。」不過，在軍人悉心指導下，各人均成功完
成訓練。楊媽媽坦言，女兒入營前比較「細路
女」，但出營後卻顯得「英姿勃發」，刻苦耐勞，
令她感欣慰。

今年的青少年軍事夏令營將於解放軍駐港部隊粉
嶺新圍軍營舉行，現已開始接受報名，教育局已將
有關資料發放予全港中學，有興趣的學生和家長，
亦可瀏覽www.cerc.org.hk了解詳情。

同學推舉了陳樂班長、
小勇、小霞和雅麗代表他
們乙班參加下星期舉行的
班際普通話比賽。上次雅
麗生了陳樂的氣，到現在

仍沒有跟他說話。陳樂特意找來了一些粵普對譯資
料給她，但她丟下那份資料便走了。陳樂把資料轉
交給至惠，至惠笑說：「謝謝你，我的普通話不
好，正想抓緊學習呢。」

作弊「貓紙」 叫「小抄兒」
比賽到了，全級的同學都來到禮堂觀賽。第一個

回合是「學校類」的粵普對譯題，屏幕上會顯示出
粵語詞，參賽同學須按鐘搶答，說出相關詞語的普
通話，比賽時不得翻查字典或資料，答對得1分，
答錯扣1分。第一題：「粉擦」，甲班的同學搶先回
答：「黑板擦兒。」主持人說：「得1分。」第二
題：「剔」，小勇趕忙按鐘作答：「打對勾兒。」

主持人說：「得1分。」之後的幾道題是「間尺、
咪、出貓、鉛芯筆」，答案是「尺子、麥克風、作
弊、自動鉛筆」，甲班和乙班同時領先。

第七題：「貓紙」，小霞按了鐘，看看陳樂，陳
樂卻不會作答，於是他們便都朝一直沉默不語的雅
麗看去，示意她作答，可是她卻說：「我不懂。」
小勇憤然說道：「你是北京人，怎麼會不懂普通話
啊！」陳樂也急了：「你要生氣也不該在這個時候
啊！」這時主持人說：「時間到了，答案是『小抄
兒』，乙班扣1分。」

粵「漿糊筆」 普「膠棒兒」
第八題：「班房」，陳樂搶先回答：「教室。」

他們都不管雅麗了，只專注比賽，沒有發現她眼眶
的淚水。雅麗忽然站起來，飛快地下了台衝出禮
堂。主持人表示，乙班要馬上找另一位同學頂替，
否則將被取消比賽資格。於是，陳樂大聲地對 台
下說：「姚至惠，你快上來吧！」同學都知道至惠

的普通話很差，不明白為何要找她。這時，至惠已
很聽話地跑上台了。

最後一題：「漿糊筆」，全場安靜了，至惠的按
鐘聲打破了僵局，她說：「『交棒兒』。」陳樂猛然
想起了，補充道：「是『膠棒兒』。」主持人說：

「答對了，乙班得1分。第一回合，乙班勝。」陳樂
激動地握起至惠的手說：「我就知道你是行的。」
至惠笑說：「多虧你給我的資料。」

■梁麗詩協恩中學普通話教師

電郵：misslaisze@gmail.com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北上升大列首志願不足一成 專家指政府宣傳不足
「聽過」內地聯招
僅兩成港家長 國際模擬法庭賽

城大奪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港城

市大學法律學院5位學生最近於第九屆
維斯（東方）國際商事仲裁模擬法庭辯
論賽中勇奪冠軍。參加是次比賽的包括
哈佛大學、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
北京大學、拉籌伯大學、福坦莫大學等
90間院校。

是次比賽於本月20日至25日假香港城
市大學及香港生產力促進局舉行仲裁模
擬法庭辯論賽的口頭聽證環節。本次的
糾紛論題與國際貨物銷售有關。據了
解，是次比賽旨在增進法學院學生對國
際商業法及國際糾紛仲裁的專業知識。
是次城大派出5位學生參賽，包括陳賢
蔚、KIRPALANI Lavesh Prakash、
BRAR, Harprabdeep Singh、周一秀、劉
卓賢。

有關調查於去年10月31日至11月27日以網上問卷形式
進行，當局訪問了323個本學年在港就讀中六及中七

學生的家長，其中有205名受訪家長表示，會考慮讓子女
到內地升學；另有逾半家長表示，會參加內地高等院校在
港舉辦的教育展覽及講座。

認同建網絡 發展機會佳
調查顯示，在眾多讓子女到內地升學的原因中，以「建

立網絡並有更佳發展機會」成為家長首選，共有189人表
示同意，佔總數近六成。其次為學習普通話、認識國家的
社會和文化，及對學費和生活費的考慮。雖然如此，願意
讓子女以內地升學為第一志願的家長只有9%，人數遠遜
於選擇在本地升學的44%，亦稍遜於選擇到海外升學的
10%。

選校大城市 次要近香港
至於最熱門的內地升學地點，近半家長選擇北京市及上

海市，亦有近4成家長選擇廣東省；選擇其餘省市的人數
則分別不足8%，差距非常懸殊。受訪家長表示，在選擇
求學地點時，主要考慮心儀院校的所在地，而經濟發展較

佳、與香港距離較近的地方，亦會增加家長送子女到該地
讀書的意慾。

至於不考慮讓子女在內地升學的3大原因，則主要是擔
心認受性、課程差異及教學質素，約三成家長有以上憂
慮。另外，亦有兩成半家長不想子女離鄉別井，故不考慮
讓子女到內地讀書。

專家籲設內地升學資源中心
雖然內地升學主要途徑之一的港澳台聯招已推行了逾30

年，但表示「有聽過」港澳台聯招制度的家長只有約兩
成。內地升學專家、香島專科學校校長羅永祥表示，以上
結果屬意料之內，「很多香港家長都對內地升學有偏見，
忽視了內地近幾年的高速發展，對於內地升學的態度不太
正面。其實內地不少高等院校的本科教育做得不錯，科研
經費亦隨時比本地院校要高，香港和美國等都會招收內地
本科生到當地深造」。

羅永祥又指，出現上述情況，主要是政府宣傳不足，
「相比起到其他地方升學，內地聯招從來沒有官方廣告，
今年剛好是升學的雙軌年，所以政府才稍為有宣傳一下內
地升學的事」。他期望香港會有比較好的內地升學資源中

心，讓師生、家長多了解詳情。

教局：總結分析數據增宣傳
教育局發言人回應指，自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在去年訪

港時宣布了「內地63所高等院校免試招收港生」的措施
後，教育局已設立了相關專頁，並自去年12月起舉辦一系
列講座及展覽，單是「2011內地高等教育展」，參觀人數
逾7,500人。

發言人表示，當局估計未來到內地升學的學生數量會逐
步增加，而特區政府和國家教育部會總結這次免試招生申
請的情況，研究和分析數據，作為日後加強推廣和宣傳有
關計劃的參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

台灣蒙特梭利啟蒙研究基金會
將於4月28日、29日主辦每兩
年一次的「蒙特梭利教育國際
論壇」，本屆論壇將深入探討
蒙特梭利幼教理論的研究與比
較。

上述活動由中國早教論壇及
中國文化大學協辦，獲邀機構
可以免費參加為期兩天的論
壇，並觀摩園長研習班、蒙教
教學示範班、教具操作示範班
等，大會歡迎組團到台灣參
訪、交流及分享。活動網址為
http://www.cmf.org.tw，若有查
詢，可電郵至：
montessorijporp@yahoo.com

或致電886-2-2533-4088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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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教育局早前進行的「香港高中生到內地升學的問卷調查」結果顯

示，雖然逾六成家長表示會考慮讓子女到內地升學，但只有不足一成家長會把內地升學視為第一志

願；另外，「有聽過」內地聯招的家長亦只有約兩成，反映香港家長對內地升學不甚了解。有內地

升學專家指，這主要是政府宣傳不足，期望香港盡快成立具質素的內地升學資源中心，讓學生、家

長及教師了解詳情。

■上排左起：鄭國

謙及楊韋婷；下排

左起：殷巧兒、鄭

國謙母親、楊韋婷

母親及蔡關穎琴。

香港文匯報

記者黃偉邦 攝

■自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在去年訪港宣布「免試收生」措

施後，本港才開始有多些內地升學相關展覽。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