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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盼「發音準文法佳」熏陶子女 專家勸別太肉緊
憂兒「學壞」聘外傭都考英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
香港家庭聘用外傭照顧幼兒的情況
十分普遍，但一項調查發現，家長
憂慮外傭會令孩子「學壞師」，包
括傭工的英語文法錯誤，鬧出
「no have（沒有）」的笑話；又
怕對方發音不標準，子女會習非成
是。為防患於未然，有家長選用外
傭時精挑細選，連傭工的前僱主之
英語程度及背景亦一併列入考慮，
又不惜工本購買英語學習教材等，
以全方位提升子女學習英語的效
能。不過，專家指出，幼兒的發音
水平，主要受朋輩影響，呼籲家長
毋須過分執着於傭工的英語能力。

牛津大學出版社早前贊助香港教育學院幼
兒教育學系助理教授黃國成，進行「親

子英語學習及家傭的角色」問卷調查，成功訪
問了近千名有聘用外傭、家有6歲或以下幼兒
的家長。結果發現，家長對外傭與幼兒朝夕相
對或以英語溝通存在各式各樣的顧慮，若以7
分為最高（即最憂慮），家長坦言擔心外傭英
語文法不正確的評分高達3.88分，其餘依序分
別為擔心外傭過分遷就子女，影響學習成效；
擔心外傭有「享受當下」的價值觀與中國人重
視刻苦耐勞的傳統觀念存在矛盾；擔心對方發

音不準；傭工知識不足等。

幼兒發音多受朋輩同學影響
針對家長最關注的英語學習問題，黃國成表

示，不少外傭慣用「No have（沒有）」、
「Drink soup（飲湯）」、「Eat rice（吃
飯）」等錯誤文法與人溝通，但他認為這對幼
兒的影響不大，「因為他們年紀尚小，學習仍
是起步階段，當他們學習更多詞彙，便會自行
把這些混淆的用法糾正過來。」至於發音不夠
正宗的情況，他舉例指雖然菲律賓人較難發出
部分音調，也許會令幼兒習慣其讀法，但據外
國研究指出，幼兒的發音主要受朋輩、同學的
影響，呼籲家長不要過分擔心。
任職公務員的黃太育有一子一女，長子兩歲

半。為確保孩子有優良的英語溝通環境，黃太
在聘用菲傭時，特別精挑細選，「因為傭工的
前僱主是杜拜人，而且還是英語老師，故他們
平時都用純英語溝通，加上她面試時發音不
錯，反映英語基礎不俗。」她又在兒子3個月
大時，已安排菲傭跟他以英文溝通，又帶兒子
到公共圖書館閱讀，全方位培養他對英文的興

趣。
育有一子的梁太是全職媽媽，有聘用菲傭照

顧兒子。她指菲傭有基礎的英語能力，但也擔
心其文法、發音不準確會影響兒子學習英語，
故不時購買英語教材，又安排其子入讀學前遊
戲班等，提升學習效能，估計近半年有關開支
已花近6萬元。

外傭當「半師」專家：極端例子
就不少家長將外傭當作「半個英語老師」，

黃國成指曾聽聞有家長要求外傭進修英語，
「但這是極端的例子。」他指外傭與幼兒有較
多相處時間，建議家長可鼓勵外傭多與孩子閱
讀、講故事，「但家長的角色更為重要。」他
解釋說，要提升幼兒學習效率，幼兒每天應擁
有多於3位採用英語溝通的對象及每天花25%
時間（約3小時）使用英語，才可有效地培養
他們的英語能力。
他又強調，家長應平衡子女學習兩文三語的

機會，避免過分側重某一語言，否則有些過分
操練英語的孩子說廣東話時，會帶英語的尾
音，聽起來頗為奇怪。

■黃太（前排左一）特意精挑細選具備良好英語能力的菲傭，以提升兒子學習英
語的效能。後排右二為黃國成。 鄭伊莎 攝

委會獻策升小銜接 倡老師相互駐校實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幼

稚園畢業生升小學時，或會因為不適應
而產生壓力。教育局昨日就向立法會提
交文件，總結免費幼稚園教育委員會對
於幼升小銜接的意見。委員會提出多項
建議，包括幼稚園高班教師可參考小學
課程設計學習活動；小學教師及幼稚園
老師可相互駐校實習；小學委派一名教
師協調銜接安排的推行情況等。
委員會認為，幼稚園高班教師參考小

學課程設計學習活動的做法可取，但應
避免在幼稚園教授小一課程，以維護幼
稚園教育的核心價值。委員會又提醒幼
稚園在為學生訂定學習計劃時，應留意
幼稚園與小一的期望有明確分別，學習
活動應循序漸進，並着重於學童的個人
品格，如自理技巧、社交技巧等，避免

出現操練或對學童構成不必要的壓力。
此外，委員會認為幼稚園及小學均應

制定適當的銜接安排，有系統地支援學
童升讀小一。其中小學應委派一名教師
協調銜接安排的推行情況，另幼稚園向
小學移交學童資料的安排也應該加強。
委員會又建議，可安排幼稚園教師暫駐
小學實習，以及讓小學教師到幼稚園實
習，讓雙方均能作更好準備，而幼稚園
和小學亦應該互相分享更多良好做法。
在家庭準備方面，委員會建議幼稚園

和小學須加強家校合作，以協助學童適
應新的學習環境。委員會又指出，有關
當局應加強家長教育，讓家長掌握所需
的技巧和知識，並抱務實及正面的期
望，協助子女處理在銜接期內可能出現
的心理及情緒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穎宜）眼前笑容滿面
的小女生，曾經走過一段坎坷的成長路。12歲
時，母親離世，富裕的生活一夜消失，旋即被父
親趕往香港讀書，復被遺棄，被迫與陌生大叔同
住一間公屋。狠父續娶後，又一度拒付微薄的生
活費；生活壓力巨大，小妮子捱出情緒病；幸好
得到師友接濟和鼓勵，她才走出陰霾。透過自身
的努力，她與組員最近勇奪英國青年結構工程師
國際設計比賽的最佳作品獎，在全球160個方案
中脫穎而出，贏得2,500英鎊獎金，證明就算孑
然一身，也可做到逆境自強。
城大建築學及土木工程學系的四年級學生黃保
英和楊嘉文，近日參加了英國青年結構工程師國際
設計比賽，榮獲Drury獎牌（25歲以下組別的最
佳作品獎），並出席了在倫敦舉行的頒獎典禮。
在榮譽的背後，黃保英昨日亦分享了自己成
長的辛酸。她出身在內地的富裕家庭，但她

12歲時，母親離世後，她即被爸爸強迫隻身
來港讀書，單靠微薄的生活費過活。當時住在
單人公屋，與陌生男人同住，共用廚廁，幸得
鄰居照顧，才算安定下來。

母死遭父嫌 患抑鬱厭食
生活窘迫令黃保英更努力讀書，成績一直名

列前茅，結果壓力過大，患上抑鬱症及厭食
症，「很怕上學，一知道要上學就發燒。」中
四時她選擇退學。在社工及老師的幫助下，她
逐步重新面對生活，並應考末代會考，成功升
讀香港專業教育學院課程，其後又銜接到城
大。現在的她，積極投入大學生活，熱心參與
不同活動，今年3月就與同學楊嘉文參加了上
述的國際設計比賽，為災後重建居所提出設計
方案，項目命名為「Small Bag Big Life」，以
快速簡易的建築方法，用沙包為遭遇天災的民

衆建造臨時或永久居所；一間可容納二至三人
的房屋，只需十多元成本。兩人均希望自己的
設計日後可協助災民重新建造家園。
即將於今年畢業的黃保英坦言，因生活所

迫，即使想繼續求學，都會先找工作，再慢慢
了解其他的發展機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朱利、高攀鄭州報
道）22日上午，安陽市市委書記丁巍與本報
董事長、社長王樹成一行親切會見。
丁巍向王樹成一行介紹了轉型發展中的安

陽，轉中求進，充滿商機。丁巍說:「安陽是
殷商都城的所在地，是甲骨文的出土地，歷
史文化深厚。目前安陽正處於產業升級和社
會轉型的關鍵時期，一方面繼續推進傳統產
業，一方面積極打造新型產業，使得安陽在
新常態下呈現新的業態，激發經濟新亮點，
進一步煥發新姿態。此次第九屆中國（河
南）國際投資貿易洽談會，安陽帶來了13個
項目，項目總投資達140多億，項目類型包
括電子商務、休閒養老、新型潛水機器人製
造等。安陽又有良好的投資環境，教育有基
礎保障高素質勞動力，以林州為代表的建築
行業全國排名靠前。我們誠邀香港客人有機
會到安陽走走、看看，我們也期盼你們能到
安陽投資創業，雙方加強經貿交流。」
丁巍還向香港客人介紹了林州紅旗渠和紅

旗渠精神，全方位地把古都安陽和發展中的
安陽展現給大家。

王樹成︰本報充當豫港經濟交流橋樑
是次，王樹成首先代表香港代表團一行

向丁巍書記的熱情接待表示感謝，他說：
「聽完丁書記的介紹，我深刻體會到安陽
經濟發展潛力很大。經濟上的轉型升級既
是壓力也是機遇。在座的香港朋友有機會
可以到安陽看一看、考察考察，做調研、
投資，河南任何一個地方都具有深厚的歷
史底蘊，也都有很多機遇。香港文匯報除
了對外宣傳好安陽的良好發展態勢，也會
通過合適的方式為豫港經濟交流牽線搭橋，
發揮好橋樑作用。」
全國人大代表、香港島各界聯合會理事

長、香港興祥集團董事長蔡毅，德國萊茵電
梯中國區總裁、中德友好協會會長蔣黎明，
香港明愛專上學院院長吳鈞強教授、副院長
林偉明教授，香港瑞德彩虹教育集團董事長
許勤業教授，本報社長助理中原分社社長程
相逢等出席座談會。

譚太致力行善 公司子女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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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陽市委書記丁巍(右)與本報社長王樹成(左)進行親切友
好的交流。

博愛乙未年董事局就職
曾德成高永文主禮譚姜美珠任主席

曾德成讚揚博愛醫院服務香港96年，秉
承「博施濟眾．慈善仁愛」的宗旨，以

醫療為核心服務，又多元發展，顧及社會不
同的需要。過去一年在該院首長的熱心推動
下，醫療服務進一步發展，教育、青年活動
方面亦有新的建樹。他指，博愛醫院是一個
有聲譽和獲得廣泛支持的慈善團體，希望新一
屆首長發揮高效的管治，未來做好地區工作，
加強青年服務，為該院事業發展再創高峰。

提供中西醫療開拓青年服務
譚姜美珠指，博愛醫院服務香港96載，

與香港一起成長，歷屆董事局仝仁為該院

善業，確立博愛精神、奠下穩固根基。該
院現設中西醫療、教育及社會服務，共有
83個服務單位，為香港、九龍、新界及離
島各區不同階層的市民提供服務，每年受
惠人次超過55萬。中醫服務在董事局的支
持下多元發展，結合中西醫協作的優勢，
致力為基層市民提供專業廉宜的服務。
她表示，未來該院亦會加強牙科保健、教

育、和青少年服務，引進外國先進教學模
式，提升學生學習動機和興趣。她強調青年
是社會明日的棟樑，應得到栽培及指導，該
院於元朗及天水圍開設各項活動場地，向青
年注入動力，發放正能量。

感謝李兆基捐地建安老院
提到該院重中之重的工作計劃時，她表

示，該院於屯門藍地福亨村路興建全港最大
型長者安老院，預計最快2018年落成，院
舍落成後預計可提供1,405個宿位，其中資
助宿位將由社會福利署安排中央輪候冊上的
長者入住，有助縮短長者輪候院舍的時間，
而私家位服務對象則為普羅大眾。她特別感
謝恒基兆業集團主席李兆基捐出地塊。
博愛醫院乙未年董事局副主席包括陳李

妮、彭少衍、李鋈發、吳錦青、簡陳擷霞、
李柏成等。

榮膺博愛掌舵人，譚姜美珠一臉興奮，她笑言：
「我退休了，但就全力做慈善，以往一年最少6次
飛澳洲探家人，但做咗博愛醫院之後，一年最多返
去一次。今年做主席會更忙，雖然好掛住啲孫，但
暫時就要忍耐吓，冇得返澳洲。」自從8年前加入
博愛醫院，她便全身心投入慈善。譚太表示，子女
們都很理解、很支持，現在多是子女們回香港看
她，公司生意亦交給子女打理，今年會全力以赴做
好博愛善業。
她透露︰「未來工作除了屯門藍地的安老院舍項
目外，另一重要工作就是擴展美孚新邨的博愛長者
中心，雖然這個項目爭取了8年還未獲批，但這個
很有迫切性，我們希望能夠擴建，因為好多老人家
很需要日間護理，特別是不能自理的老人，有了日
間護理中心，他們家人就能安心返工，博愛代替家

人照顧長者，這也是我任內最想做好的工作，
希望相關政府部門能積極支持配合。」

人緣佳董事局多「老友記」
譚太人緣甚佳，今年有不少老友加入董事局支持

她。其中副主席陳李妮與她是忘年交，也是她大孫女
的「契媽」。陳李妮透露，她於2009年加入博愛，
最初是由贊助博愛開始，後來加入做總理。「我及老
公每年都設定一個善款數額，他很支持我做慈善，博
愛每年服務人數以倍數增長，令我好開心做下去。」
她笑言：「現在反而覺得虧欠自己公司的同事，少了
返公司，經常要他們拿文件出來給我簽。」
今年的新總理藍王雲仙亦是譚太「老友記」，其

先生為博愛前主席藍國慶。
譚太透露，就職晚宴壓軸大獎被藍太抽中，禮品
正是她捐出的鑽石吊墜，譚太很開心地說：「真的
是福有攸歸，藍太做了善事，及時行好運，她
非常『Lucky』。」

■譚姜美珠(左三)一家與陳李妮(右三)合影。
香港文匯報記者邵萬寬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邵萬寬)博愛醫院
乙未年第六十六屆
董事局交代就職典
禮，4月20日假洲
際酒店舉行，民政
事務局局長曾德
成、食物及衛生局
局長高永文應邀主
禮。譚姜美珠榮膺
新一屆主席，她任
內將秉承前賢理
念，落實各項工
作，繼續拓展及提
升現有的中醫和安
老服務，為社會上
有需要人士提供更
多支援。典禮冠蓋
雲集，政商名人、
社會賢達共證盛
事。

■■博愛醫院乙未年第六十六屆董事局交代就職博愛醫院乙未年第六十六屆董事局交代就職
典禮典禮，，賓主合影賓主合影。。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攝

■黃保英(左)與楊嘉文(右)奪最佳作品獎。
李穎宜 攝

城大「苦命女」創沙包建宅助災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