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懷孕3月搶報課程 學非洲鼓英法數催谷成才

升幼園家長「入魔」
迫練「十八般武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薇深圳報道）備
受關注的香港中文大學（深圳）預計將於今
年9月正式招收本科生。記者從龍崗區獲
悉，港中大（深圳）今年將開設經管學院、
理工學院和人文社科學院3個學院，收生專
業主要包括環境金融、物流、經濟學、環球
商務等，其中本科生計劃招約300人，主要
以內地生為主，並同時申請招收碩士生和博
士生，但最終招生方案有待教育部審批通
過。

佔地100萬平方米 設23專業學科
港中大（深圳）校區位於龍崗區大運中心

西南側、龍翔大道北側，佔地約100萬平方
米，由香港中大與深圳大學合辦。根據規
劃，中大（深圳）長期辦學規模為學生1.1
萬名，包括本科生6,000人，碩士博士研究
生5,000人。
在專業設置方面，港中大（深圳）校長徐
揚生曾透露，該校是一所立足珠三角、扎根
深圳的大學，將會為深圳、珠三角乃至全國
的創新科技發展做出貢獻。按照辦學目標，
港中大（深圳）會特別增設香港中大本部目
前沒有的新興專業，包括城市學、基因組學
和生物信息學等，以培養未來珠三角經濟發
展中最需要領域的人才；以第一批計劃的23
個專業學科為例，其中15個為新設，有關專
業都是校方經過大量前期調查論證後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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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 慧A21 文匯教育新聞透視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幼稚園學

位競爭激烈，家長為讓子女順利升讀幼稚

園，不惜出盡法寶，催谷他們盡早「成

才」，增加獲取錄機會。有學前教育機構透

露，有家長懷孕3個月尚未「見肚」，已為

未出生的子女部署入讀心儀幼稚園，先報讀

課程期望子女盡早學會站立和說話；有家長

嘗試「走後門」，向學前機構查詢與某些幼

稚園的關係，又希望接觸和拉攏來自某幼稚

園的導師，以求增日後入學讀該校機會；更

有家長帶子女面試時，稱平日會帶子女聽歌

劇，圖博學校歡心，情況令人譁然。

學前班報讀倍增 龍B轉戰遊戲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馮晉研）受惠於激烈的幼稚園
學位競爭，坊間的學前教育機構課程變得非常渴市，多
所學前教育機構均表示，近年出生率上升，參加學前班
和面試班的人數大大增加，人數翻了一倍，甚至要加班
應付。有機構合共1小時幼稚園模擬面試班索價1,600
元，仍然不愁生源，輪候數月始能入讀。有未能入讀2
歲學前預備班的「龍B」家長坦言學位競爭太大，已打
定輸數，只能轉而參加學前遊戲小組（Playgroup），
為明年升幼稚園子女做準備。

不愁生源 幼園收生要求增
因學位競爭激烈，2012年出生的「龍B」家長較以往
更積極為孩子準備，帶挈學前教育機構生意。擁有9所
分會的「嬰幼兒心理發展協會」開辦學前預備班4年，
其中共25節課的學前遊戲小組、面試班及升幼稚園講

座合共5,000元，聲稱63%學生可入讀全港首50最具教
育競爭力的幼稚園。該會創辦人程衛強表示，受「龍年
效應」和學前班「必修」風氣影響，課程需求持續增
加，以去年為例該會約有1,800人至2,000人修讀，人數
較前年翻了一倍。
「美意優才天地」導師蘇小姐則指，近兩年幼稚園因

不愁生源收生要求漸高，面試越來越難，除加設第二輪
會面外，題目也由以往只問名詞和示範簡單動作，變成
問幼童一些概念性題目，且不准許家長陪同。部分幼稚
園更要求家長填寫問卷，識別「怪獸家長」和家庭支援
是否充足，令報讀面試班需求大增。

名額供不應求 平均等數月
有4所分校的「香港天才兒童藝術協會」平均1個月
就有200名幼童參與其學前班。該會網站稱，參與其面

試班的學生考獲首3志願幼稚園比率達九成，而「幼稚
園模擬考試」更由外籍教師個別教授，2堂各半小時即
收費1,600元，費用不菲仍大受歡迎。該會課程總監花
本蘭指，報讀學前課程的人數「一年比一年多」，名額
供不應求，已加班應付，不過平均仍需輪候幾個月。
3女之母的劉太居於北區，去年8月曾為「龍B」次女

報讀今年11月開課的學前班，冀「一條龍」銜接上幼
稚園，但她坦言難以成功，「我朋友的女兒在那所學校
讀了4年，跟學校關係良好，拜託她才拿到申請表。學
校表明會優先取錄2012年9月或之前出生的『龍B』，
名額得30個，原訂今個月獲通知面試，但我女兒是年
底出生的『細龍B』，已經打定輸數，為其報讀坊間的
學前遊戲小組代替」。日前再誕下幼女的劉太，已經開
始為其擔心，會「睇定資料」，打算「拿到出世紙就去
為女兒報讀學前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中文大學邀
請著名繪本作家幾米於1月10日（星期五）
於該校校園以「我所熱愛的創作」為題主講
講座，讓師生及市民一同走進幾米細膩而充
滿詩意的創作世界。由於早前講座開放登記
後名額迅即爆滿，校方將活動移至可容納更
多人的邵逸夫堂舉行，並再次接受網上登記

留座。
是次講座為中大與信興集團合

辦之「信興藝文講座」活動之
一，本星期五下午4時30分於中
大邵逸夫堂舉行，而幾米亦將於
講座後舉行簽名會，與香港讀者
近距離接觸。講座將以普通話進
行，費用全免；網上登記連結為
www.cuhk.edu.hk/cpr/lectures/
jimmyliao，校方亦會經有關連結
安排網上直播。■幾米。 中大供圖

施永青教小西灣福中師生學習法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高鈺）福
建中學（小西
灣）20多名中五
學生及通識科老
師李偉雄早前參
與「施永青分享

學習法」對談活動，席間中原地產
創辦人施永青除分享自己的奮發上
進的人生觀外，也向學生傳授其學
習法，包括：多接觸新知識、多與
人溝通、多實踐所學等等。

累積知識 致勝之道

在對談中施永青提到，人生際遇
往往在掌握之外，只有透過不斷學
習，累積知識才是致勝之道，雖然
不是人人都可以於在學期間開竅，
「但人生多變，只要選定發展方
向，慢慢累積知識，未來定可創出
一番事業」。有份參與活動的小西
灣福中學生邱錚錚表示，從其分享
中明白到成功不一定需要良好天賦
條件，機會住往可以由個人所把握
及創造。她指會以施永青為學習榜
樣，從個人興趣開始，一步一步地
累積知識，走出一條屬於個人的成
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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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澳讀航空 實現「衝上雲霄」
正如早前熱門電視劇集《衝

上雲霄II》中的角色，有人想
成為人人羨慕的飛機師，亦有
人希望擔任在背後默默耕耘、
努力保護機上人員安全、勞苦
功高的飛機維修員/工程師。
事實上，近年來向我們查詢有

關到海外修讀航空與航天工程學的同學真的多了不

少呢。

課程名揚國際 雙學位多選擇
澳洲的航空學課程名揚國際，其航空與航天工程

學也辦得甚為出色。若大家翻閱澳洲《The Good
Universities Guide 2013》，可見開辦相關航空航天
工程學（Aerospace Engineering）的大學主要為以
下幾所（部分課程資料）：

複合詞「破損」
義 為 「 殘 破 損
壞」，例如：「昨
天運來的瓷器有些
破損。」「破爛」
義為「因時間久或
使用久而殘破」，

例如：「穿着破爛的衣服。」上述用法，
廣東話和普通話都是一樣的。但是單獨使
用的話，就各取一個字。

比較字例
廣東話「整損手（頭、腳）」、「花樽
打爛咗」、「件衫爛咗個窿」、「爛船都
有三千釘」、「爛鬼嘢」，分別對應普通
話為「把手（頭、腳）弄破了」、「花瓶
打破了」、「衣服破了一個窟窿」、「船
破還有三千釘」、「破玩意兒」。
「損」字廣普異同
「損」字在廣東話和普通話都有「損

失」、「損害」、「損壞」的意思。不
過，廣東話「損」還可以表示身體某部分
受了皮外傷，普通話則說「破」。另外，
「損」在北京話義為1.用尖酸的話挖苦
人；2.刻薄、惡毒。

「爛」字廣普異同
「爛」除了指有點破損，也可以指破碎
不堪。如：「溶溶爛爛」，普通話則說
「稀爛」。廣東話用語比喻的「頭崩額
裂」或「損手爛腳」，普通話則可以說
「焦頭爛額」。

■資料提供：一環教育
http://www.globalfirst.edu.hk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小西灣福中20多名師生早前參與「施永青分享學習法」對談活動。 學校供圖

�30
(
�
�30
(
�﹁

損﹂﹁
爛﹂
意
有
別

粵
普
用
不
同

大家從以上資料可見，澳洲大學所開辦的航空航
天工程學學位課程一般為期4年，除了主修航空航
天工程外，部分課程亦會結合機械工程學，有些大
學更開辦一些雙學位課程，如Monash University便
開設了5年制的商業及航空航天工程學學士（榮
譽）學士學位、6.5年制的航空航天工程（榮譽）學
士及法律學士學位、5年制的航空航天工程（榮
譽）及理學學士學位等，讓同學有更多的選擇。

結合力學科學 工作出路廣
至於課程內容方面，航空航天工程學主要是學習

如何分析、設計、開發、製造、試驗和運作飛機和
航天器。學生會專注學習有關空氣動力學、航空材
料、航空航天結構、推進系統和航空航天儀器儀表
和控制等專門知識。
如要更具體地說明航天工程，是讓飛船在地球

大氣層內飛行及飛往太空的科學研究。這些科學
研究和力學的相結合，加上應用了符合物理性能
學的飛機設計，讓他們可安全地在空中飛行和升
降。
此外，為了要達到澳洲工程師（Engineers Aus-

tralia）的法定要求，所有修讀工程專業的學生必
須完成最少12周的（獲認授的）工程工作經驗，
一般於大學長假期期間進行，並需提交工作報
告。
至於畢業生將來可從事的工作包括飛機/航天器

（輕型飛機、客機和軍用飛機）的設計和製造，及
於航空公司、衛星航空公司、民用和軍用航空航天
組織進行研究等。 ■尚學堂（Ada Tam）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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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 課程 修讀年期
Monash University 航空航天工程學士（榮譽）學位 4年

The University of Adelaide 工程學學士（機械和航空航天）學位 4年

Royal Melbourn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工程（航天工程）（榮譽）學士學位 4年

The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UNSW) 工程（航天工程）學士學位 4年

Th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工程學學士（機械及航天工程雙專業）學位 4年

■坊間的學前教育機構課程非常渴市。圖為一學前遊
戲小組情況。 資料圖片

■■有家長想接觸和拉攏來自某幼稚園的導師有家長想接觸和拉攏來自某幼稚園的導師，，以求增日後入以求增日後入
學讀該校的機會學讀該校的機會。。圖為一幼稚園排隊申請情況圖為一幼稚園排隊申請情況。。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幼稚園學位競爭觸動家長神經，不惜一切讓子女
「贏在起跑線」。「美意優才天地」導師蘇小

姐曾接觸不少幼稚園教師，她引述有幼師指，不少家
長希望成為幼稚園「那杯茶」，讓子女練成「十八般
武藝」，同時學習非洲鼓、法文、數學、英文、芭蕾
舞和各式各樣的音樂啟蒙班等。她聽聞有2歲幼童已
學懂加減數；有K2生已有40多個獎盃在手。有家長
甚至所有證書都不放過直問，「面試班有沒有證
書？」令人啼笑皆非。她批評家長讓子女每一興趣學
習3個月，只為了證書，卻對幼童學習沒有真正裨
益。

有家長「變臉」校外罵家傭
蘇小姐又指，幼稚園面試時家長行為更令人咋舌。
她舉例，學校問家長平日進行甚麼親子活動，有家長
竟回答「聽歌劇」，蘇小姐直指「香港歌劇都不多
吧」，認為答案「好假」、「浮誇」和「呃人」。又
有家長表裡不一，在校內見老師表現非常友善，到校
外即「變臉」，全無禮貌，惡罵傭人。

7個月大練肌肉 盼早站早說話
「香港天才兒童藝術協會」課程總監花本蘭表示，
有家長懷胎3個月，已經為未出生的子女付費報讀該
會7個月大嬰兒的「律動班」，訓練嬰兒的小肌肉，
期望子女能「早點學站立，早點說話」。至滿1歲
後，開始報讀適合2歲幼童的學前班。她估計報讀該
會課程的家長中，有一半是因擔心沒有幼稚園學位而
提早申請相關課程，訓練孩子。
花本蘭又指，有事前不知學位緊張的家長「臨急抱
佛腳」，在面試前一個至兩個星期才向協會求助，期
望獲傳授「速成」方法，應付幼稚園面試，今年情況
特別普遍；另部分家長則早有準備，孩子一滿1歲3個
月大即報讀幼稚園面試班，及早接受訓練。
另一學前訓練機構「嬰幼兒心理發展協會」創辦人
程衛強則表示，家長主要關心課程如何幫助幼童適應
幼稚園生活和師資，不過也有個別家長似乎另有所
圖，除了直接向協會查詢與哪些幼稚園「有特殊關
係」外，又打聽導師曾否任職某幼稚園，特意接觸並
婉轉查問「有沒有方法幫到我」，或者求取入學貼
士，明顯想「走捷徑」入讀。

周五現身中大
幾米分享創作心得

本疊內容：文匯教育 副刊 戲曲 娛樂新聞 體育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