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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盃國情賽
15精英後日決戰

臨考試難備戰靠平日「修為」 道教青松「孖公仔」齊爭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熙）由香港新華集團基金
會和香港文匯報共同主辦、國家教育部港澳台事務辦公
室為後援機構、香港新華集團冠名贊助的「
『中華文化知
多少─新華盃』第二屆全港學生中國國情知識大賽」經
成功誕生。15位同學從複賽600名參賽者中脫穎而出，
於後日星期六的決賽爭奪冠軍寶座。當日題目難度將更
高，形式更刺激。由筆試轉為現場問答及搶答，考驗同
學「國情內功」之餘，對即時反應要求也極高。各組多
位即將決戰的五強參賽者都表示，由於臨近考試或功課

揮自己最好的一面。

有五強參賽者出身系統化訓練的問答校隊，亦有人憑家學淵源突
圍而出。沙田官立小學沒有問答隊，但去年憑個人興趣奪冠的甘悅
康，正是該校出身；今年該校再有一名「自學生」入圍決賽，為母
校大打衛冕戰。
該校小六生滕思攀去年跟隨父母從內地來港定居。他指父母都是
具大學碩士學歷，來港從事電腦軟件設計工作，由於父親很喜歡中
史，自己3歲已聽其講述「孔融讓梨」的故事；母親則十分留意時
事，常看電視和報紙；加上家中藏書甚多，培養出思攀對閱讀、時
事及國情的興趣。
思攀最喜歡看春秋戰國到漢朝的歷史故事，覺得當時偉人多如繁
星，年紀小小已有自己的一番見解，「秦始皇修長城不是問題，錯
在太快太急，短時間內太勞民傷財」
。相比下他較喜歡漢文帝時期
的「休養生息」理念。由於剛完成考試，思攀坦言沒有太多時間備
戰，但會盡量多讀中國文化書籍，及溫習老師提供的臨時筆記，希
望後天為學校再奪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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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慧明介
紹情緒智能
服務領導新
課程。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馮晉研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為加強對
學生心理質素的支援，浸會大學學生事務
處將首次與學術部門合作，於2013/14學年
的下學期推出情緒智能服務領導課程，作
為大學通識學科，課程將由社工系負責理
論部分，學生事務處心理輔導員處理應用
元素，希望能透過大學已有的通識平台，
提升學生心理質素。

2013/14學年下學期開辦

今年7月新上任的浸大輔導長李慧明昨
與傳媒茶 時介紹有關「Service leadershipEI」新課程，為學生輔導部門首次與學系
部門合作，透過通識學科提高學生心理質
素，課程現已通過大學審批，將於
2013/2014年下學期開辦。他又指，新學制
下部分大學生入學時仍未成年，浸大現約
有400名18歲以下的學生，校方採「預防勝
於治療」方向，為有關學生提供相應支
援，不過開學至今，輔導中心的求助個案
未見增多。
至於學生宿位問題，李慧明指校方正向政府爭取
將前專業教育學院李惠利分校用地用作興建宿舍，
對前景表示樂觀，大學要做到「3年一宿」或「4年
一宿」並不困難。

▲道教青松小學
(湖景 )「雙妹
嘜」希望為校包
攬冠亞軍。左
起：黃伙友、王
雅蕾、高曉琳及
周敏華。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景熙 攝

同出問答名門 「老將」技癢再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熙） 稱自己心境十分平靜，因為多年
「新華盃」國情知識大賽推動不少 的經驗讓他明白，緊張只會招來
學生首次參與全港性比賽與其他 壞成績，而且自己是以「技癢」
學校的人比拚高低，亦吸引了部 心態參加，沒有包袱。但他隨即
分已經「掛靴」的學界問答隊成 又指，由於不慎被朋友得知，勝
員「重出江湖」一解技癢。中文 出獎金達3萬元，很多朋友已約定
大學兩位一年級生鍾健文及李文 「贏了要請吃飯」，多少也為自己
。他指自己
熙均為今年最後五強參賽者，他 增加「要勝出的決心」
們分別出身自中學傳統問答強隊 主要靠平日閱讀累積國情知識，
中華傳道會安柱中學及聖言中 而大學課程涉及中國思想史課
學，兩人母校過往多年於學界比 程，也有助取勝。
至於李文熙來頭更大，他今年
賽爭勝，今次將舞台「移師」至
以6A1B成績成為末代高考狀元，
大專組，為比賽增添亮點。
入讀中大環球商業學系。今次參
為贏獎金請食飯增決心 賽主因是聖言的舊同學提起，純
安柱中學及聖言中學均為學界 屬「無心插柳」
，沒有太多準備，
傳統問答強隊，以本報有份協辦 能打入五強主要靠以往累積的印
的「香港杯外交知識競賽」為 象，再從各選項中「估估 」，
例，前者曾兩奪冠軍，後者則為 「如做選擇題時，我不太記得《激
應屆金獎得主。現於中大主修哲 流三部曲》作者，但4個選擇裡一
學的鍾健文笑言，對自己來說聖 見到『巴金』，就想起來了」。他
言實為「老對手」
，「聽師兄說我 預計決賽大多數參賽者策略或較
■鍾健文指自己以「技癢」心態參賽，沒有 們對戰過好多次，沒想到大學都 保守，盡量避免失分，希望自己
包袱。
受訪者供圖 要再次碰頭切磋，真有緣！」他 能突圍打入三甲。

▲李文熙目
標志在三
甲，希望補
貼新年去旅
行的費用。
受訪者供圖

滕思攀要
為沙田官立
小學打衛冕
戰。
劉景熙 攝

▲

沙田官小生憑家學爭「衛冕」

去年亞軍要爭冠
「溫唔晒」出「秘技」

頌德憶述指，去年國情賽範圍多只考到清朝，但今
年內容包括更多當代中國元素，直認「溫唔晒」。不
過，為求在最少時間盡量溫習最多內容，他亦出動
「秘密武器」，委託在大學讀書的姐姐，從校內圖書館
借來《中國文化史》及《中國歷史文化精解》
，在賽前
催谷一下。
由於去年已獲亞軍，頌德笑言今年若未能奪冠也會
「有小小壓力」，所以今次參賽都沒有讓身邊的同學知
道。

諱言頗感壓力，但會用「平常心」面對，但求於比賽發

雅蕾今年首次參加就打入決賽，坦言十分高興。她指自己平日喜
愛閱讀，歷史、文學、推理等書籍甚麼都看，比賽前又會溫習老師
預備的筆記，了解國家地理、節日文化等，加上運氣的幫助，是能
晉身五強的原因。去年也曾參賽的曉琳則指，除閱讀及上網查看國
情資料外，也會多看歷史電視節目，增進相關知識。
帶隊老師黃伙友及周敏華表示，學校設有問答隊，並採用問答比
賽遊戲的形式訓練學生，有兩名同學打入五強證明訓練成效，對此
感滿意。

■雷頌德是
唯一一名再
次打入決賽
的參賽者，
他希望今年
成績更上一
層樓。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劉景熙 攝

靠姐大學圖書館借「秘笈」

甚多，備戰時間並不太長，主要以平日修為「上陣」
，不

雅蕾愛閱讀 曉琳睇電視

責任編輯：吳漢傑、李逸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熙）是次國情知識大賽15
名晉身決賽的學生中，東華三院黃笏南中學中四生雷
頌德，是唯一出席過去年決賽的人，上屆他已於大學
中學個人組獲亞軍。今年再接再厲，他坦言希望再上
一層樓奪冠而回，但因今年賽事範疇更闊，自己升上
高中後又忙於應付功課和考試，所以壓力亦不小。不
過他亦笑言，去年比賽時身體抱恙，今年能健康地應
戰，已是一大進步，有助爭取佳績。

過一番龍爭虎鬥，大學、中學及小學組的最後五強早前

「
『中華文化知多少─新華盃』第二屆全港學生中國國情知識
大賽」將於後天在金鐘「亞洲協會香港中心」舉行。其中道教青松
小學（湖景 ）小六生王雅蕾及高曉琳，成功「拍住上」雙雙於複
賽出線，成為小學組最後五強。自小三起已認識的兩位小妮子情同
姊妹，平日上學都會「孖公仔」；校內學業亦是好對手，同為全級
五名之內。今次二人一同打進決賽，她們受訪時都甜甜地笑說，
「我們能陪對方一起比賽有心理優勢，希望為學校奪得冠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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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員操守投訴增 議會盼獲懲處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教育人員專業
操守議會昨匯報最新一屆任期的個案處理情況，
自今年5月起至今約7個月，議會已接獲40個有教
職人員的操守投訴個案，較上屆共兩年只接獲59
個投訴，數字明顯偏高。議會相信，那與家長和
學生對投訴認知加深，及校內管理層與教職員糾
紛增加有關。議會又指，希望能進一步成立具懲
處違規教職員的權力「教學專業議會」，以進一
步推動教師專業操守。

七成未結案 未有投訴成立
第十屆教育人員專業操守議會成員今年4月上
任換屆，主席韓連山昨指，由5月起至11月底約7
月間，議會已接獲40宗有教職人員投訴個案，以
行政失當及行為不當各12宗最多，亦有8宗與人

事有關，但與上屆議會兩年任期共59宗投訴，數
字明顯較高。今屆投訴中有七成仍未結案，其餘
已處理的個案則為遭撤銷或不受理，未有投訴成
立。
對投訴個案上升，韓連山相信與現時更多家長
對教師操守事宜「不平則鳴」有關，另教育界內
糾紛增加，令管理層與教職員鬧不快所致。他又
表示，現時議會只能就教師操守向教育局提供意
見，對推動業界操守有不足之處，希望能成立
「教學專業議會」
，具備實權懲處違規教職員。
教育局發言人回應指，業界對「教學專業議會」
的成立、角色、功能、組成方法、會費及運作模
式等具體細節一直有不同意見，局方有需要檢視
現況，並跟持份者溝通了解其期望和訴求，再作 ■教育人員專業操守議會接獲教職人員的操守投訴個案上升，
仔細考慮。
相信與家長與學生「不平則鳴」有關。香港文匯報記者馮晉研 攝

「Re」
「Pls」
「asap」 英文縮略知多少
職場往來電郵頻繁，為節
省時間及方便溝通，很多時
會用上不同的縮略語
（abbreviation）
，而這些縮略
語與我們一般學習的英語略有不同，讓我利用以下例
子說明一下當中的分別。例如你想在電郵開首時提及
有關下星期五的會議，你可以寫「Re the meeting next
Friday.」
「Re」是指 「With reference to」
，這個字在電
郵用語中很普遍，比後者更直接快捷，亦不會令收件
者覺得文字太過僵化。

「btw」=「By the way（順便說）
」
另一方面，智能電話的普及，令更多職場人士會以

「約會/預約」的英文是「appointment」，省略成為
「appt」
。此外，還有首字母縮略字，例如「千」全寫
是kilo，縮略語是「k」；非政府組織的英文全寫是
手機閱讀及回覆電郵。為加快回覆，很多時都會用上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
，縮寫語是「NGO」
。
縮略語，而所用的英語句子亦會變得有趣。例如「Pls
注意對方身份 縮略語勿亂用
cfm the time with my PA asap as I am flying off that day.
Btw, how's the preparation for AGM in Dec going?」
，句
在職場上不時要以縮略語與同事或工作夥伴溝通，
子中的「Pls」是指「Please（請求）」，「cfm」是指 但在使用前，切記要了解清楚收取電郵者的身份及所
「Confirm（確認）」，「PA」是指「Personal Assistant 提及事情的重要性。若對方是公司的重要合作夥伴或
（私人助理）」，而「asap」是指「As soon as possible 向上司提交建議書時，利用英文縮略語有時會欠體
（盡快）
」
。另外，「btw」亦經常在我們手機短訊中出 統，甚至令整篇電郵語意不通，令收件者感到尷尬或
現，意思是指「By the way（順便說）」。最後， 大惑不解。所以，利用英文縮略語前，先想一想，發
「AGM」指「Annual General Meeting（周年大會）
」
， 出的訊息是為了作簡單回覆，還是為公司洽談生意；
是一般上市公司或機構向其持份者交代業績及選出董 適當地運用縮略語，對職場溝通有莫大幫
事局成員的場合。
助。
（標題與小題為編輯所加）
其實，英文縮略語主要形式是把詞語縮短，例如
香港職業英語計劃辦事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