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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升小一學童面對
與幼稚園截然不同的學習環境，往往都要花一
定時間適應；而針對有特殊學習需要（SEN）
的學生，其所需的升小適應支援就更多。協康
會在暑假期間特別為SEN學童設立小一適應課
程，教授他們基本的情緒管理、社交和執書
包、默書等的實用技巧。部分學童更可參與延
展課程，鞏固所學，有助融入主流小學。有曾
參與課堂學生的家長指，兒子從中學到社交技
巧及與人相處之道，變得更有自信，也有助於
升小一後認識新朋友。
負責課程的協康會區域經理莫惠霞指，對

SEN幼童來說，越早接受基礎的社交及自我管
理能力訓練的效果就越好，而近年隨着社會及
家長對SEN的認知增加，有關訓練課程需求亦
有增加。
她介紹，協康會目前有14間早期教育中心推

行小一入學預備小組訓練。有需要的學童於接
受評估，並按不同的學習需要如自閉症、過度
活躍症等分組後，可接受為期一年、約20堂的
不定期訓練，同時會安排接受言語治療師、物
理治療師、職業治療師和學前教育導師的針對
性訓練，包括社交能力或如何使用文具等具體
技能。
莫惠霞表示，有關的適應課程獲當局資助，

每月收費約60元，今年有約600名幼童受惠。
而該會也舉辦了小一延展課程，助有需要者鞏
固所學到的能力，但要收取較高費用。
將升讀小二的俞晉禧有發展遲緩和自閉症，

曾參與協康會的適應課程及延展班。俞媽媽表
示，晉禧本身專注力不足，亦缺乏自信，遇到
挫折又容易放棄，但近年顯得「大膽」了，例
如在訓練課程中，他願意公開表演，自信心有
所提升。她又指，晉禧以往說話不多，但學懂
主動向班中導師傾訴心事，漸打開心扉，在小
學亦成功結交新朋友。

暑假期間，課程安排一眾幼童分組做街頭問卷，收集
街坊對於附近屋邨的意見。協康會幼兒導師伍美儀指，
幼童要主動找街坊做訪問，說話時聲量要夠及面對可能
被人拒絕的情況，有助訓練膽量及溝通能力。活動又邀
請受訪街坊為幼童打分，藉以對他們給予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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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人英語水平「自視過高」
17%認叻僅5.9%「真材實料」普通話相反認水皮實「太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香港一向自我定位為「國際大都

會」，特區政府亦鼓勵學生掌握好兩文三語，但香港大學昨日公佈

的一項研究顯示，普遍港人嚴重高估自己的英文並低估本身的普通

話水平。有近17%受訪巿民自覺英文口語程度好或非常好，但經抽

樣測試後，能真正達至有水平者只得5.9%；至於普通話有不足兩成

人自問有高水平，但實際上卻有逾52%人程度屬好或非常好。另

外，巿民對簡體字的熟練程度亦相對較低，僅三成人屬中等以上。

研究指香港對兩文三語達高階應用水平的數目仍偏少，政府應致力

提升高階口頭和書寫英語的水平，並可考慮制定繁簡字讀寫「雙能

力」框架，加強港人與內地及世界的溝通。

清華開班授國情 港生感京變化大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記者 江鑫嫻、實
習記者 任芳頡 北
京報道）由香港文匯

報與未來之星同學會聯合主辦的「2015未來之星─中國
國情教育培訓班」，於24日在清華大學舉行開班儀
式。其間，來自清華大學和國防大學的著名教授會為港
生授課，內容涵蓋依法治國與依法治港、新常態下的中
國經濟、中國部隊架構與國防力量建設、中華民族復興
與中國發展模式、中國的國際地位與當代外交政策等內
容。
清華大學校務委員會副主任、黨委副書記韓景陽，香
港文匯報助理總編輯兼華北新聞中心總編輯楊帆，清華
大學對外學術文化交流中心主任張磊，香港文匯報辦公
室助理總經理兼未來之星同學會總幹事解玲等出席典
禮。

全方位學習 激發愛國情
韓景陽對參加國情班的同學表示熱烈歡迎，並向同學
們介紹了清華大學的概況。她表示，清華的學生除了注

重文化知識，也重視體育鍛煉，提倡「練好身體為祖國
奉獻50年」。香港學生想要了解祖國的國情，就應通
過政治、經濟、社會、歷史、文化、教育等全方位的學
習，增強作為中國人的認同感、自豪感及國家觀念，並
進一步激發愛國熱情。
楊帆指，在中央統戰部、國家教育部、中聯辦、特區
政府及多個愛國愛港社會團體的支持和幫助下，由香港
文匯報主導的未來之星同學會已經走過了10個年頭。
當下，全國上下都在迎接抗戰勝利70周年。在二戰戰
勝國中，作為弱國的中國，之所以能取得戰爭勝利，歸
根結底靠的是全民族「愛國、團結、自強」的精神。當
前，中國處於國家崛起的重要階段，機遇與挑戰並存，
最終的成功仍離不開這六字精神。他希望，同學們能把
握好國家提供的機遇，面對挑戰，勇於肩負新時代的擔
當。

學生冀多方面了解祖國
學生代表朱朗然在發言時表示，10多年前來北京時，

覺得這個城市只是個看歷史的地方，如今再來，卻發現
北京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今次國情班為同學們提供

了一個了解國家的機會，希望能從政治、經濟、文化等
不同方面了解自己的祖國，親眼見證國家發展現狀，親
身體驗北京的風土人情，領會祖國的文化內涵。
開班典禮後，清華大學法學院院長王振民教授為同學

們作了關於依法治國與依法治港的講座。其間，香港大
學學生李子峰提問：2017年香港特首普選方案沒有通
過，香港與中央未來關係是否樂觀？對此，王振民表

示，香港基本法沒有時間限制，「一國兩制」也會繼續
下去。「香港的民主才剛剛開始，政治上有點『豐富多
彩』也不足為奇，再過幾年一定會好起來。」他說。
另外，學員又實地參訪解放軍陸海空三軍儀仗隊、抗

日戰爭紀念館、首都博物館，遊覽頤和園、長城、前門
大街，並在北京馬連道體驗茶文化，在什剎海感受中國
武術的魅力。

■楊帆（右）向韓景陽致送紀念牌。
江鑫嫻 攝■同學們認真聽講。 江鑫嫻 攝

遊蘇州讚太湖如海
拙政園賞煙雨江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田雯 蘇州報道）未來之星同學會江

蘇參訪團於本月23日至24日，來到「上有天堂，下有蘇杭」
之稱的江蘇省蘇州市，遊覽了太湖濕地公園、拙政園，考察
了旺山新農村建設、中國與新加坡合作的蘇州工業園區納米
城，參觀了蘇州博物館、獨墅湖高教區，全面了解當地民俗
文化和經濟社會發展。
23日一大早，未來之星來到太湖畔，遊覽濕地公園。教育

學院學生何詠琳表示，站在湖中的木棧道上，感覺眼前的這
片湖好大，「像大海一樣，好壯觀。香港也有湖，但是都很
小。」隨後一眾學員又去到中國最美鄉村之一的旺山考察新
農村建設。景區內，半山腰整齊地種滿了碧螺春茶葉，引得
學員都爭相拍照。
當晚，蘇州市政府在蘇州會議中心舉行了晚宴，歡迎未來

之星到訪蘇州。江蘇省委宣傳部副部長司錦泉、蘇州市副市
長王鴻聲、蘇州市委宣傳部副部長王燕紅、未來之星同學會
主席歐陽曉晴出席了歡迎儀式。
24日上午，百名港生遊覽了拙政園，感受了江南私人園林
的精緻秀美；而拙政園旁的蘇州博物館，則有大批珍貴文物
讓港生直呼大飽眼福。其後各人又馬不停蹄來到蘇州工業園
區和獨墅湖高教區參觀。樹仁大學學生陳映文表示，這裡的
建設很現代化，聚集了很多世界著名企業，經濟發展很快，
「我回香港會和朋友分享這邊看到的，相信港生了解過這裡
的情況後，或會考慮來這邊工作或創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實
習記者 任芳頡 北京報道）「2015未
來之星─中國國情教育培訓班」的近
百名學員於24日獲安排到訪位於北京
城西的解放軍陸海空三軍儀仗隊，並
在練兵場觀看了三軍儀仗隊以迎接最
高外國元首規格的閱兵式、分列式表
演。學員們對儀仗隊員的威武風采、
超越常人的訓練以及對國家的奉獻精
神讚歎不已。
在三軍儀仗隊的訓練場上，151名

儀仗兵邁着整齊的步伐集體亮相。
奏國歌儀式後，儀仗隊執行長以漂
亮的動作亮出軍刀，正步走向檢閱
台，洪亮的聲音響徹檢閱場：「總統
閣下，中國人民解放軍三軍儀仗隊列
隊完畢，請您檢閱！」在檢閱進行曲
中，身着陸海空三軍禮服的儀仗男女
隊員威武地行經參觀人群，儼如置身
國事活動現場。
香港中文大學的林雅錡表示：「之
前在電視上看到三軍儀仗隊非常威
風，今天在現場感受到他們的風采。
步伐一致、軍容嚴整、本領超凡的三
軍儀仗隊太讓人震撼了！同時，看到
他們在烈日下紋絲不動，汗水濕透全
身都沒有去擦，感覺他們真的很不容
易。」

學員感慨「享元首級待遇」
據三軍儀仗隊訓練處處長朱振華介
紹，中國人民解放軍陸海空三軍儀仗
隊，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唯一一支專門
擔負國家外事活動儀仗司禮任務的部
隊，他們代表着「三軍的形象，國家
的尊嚴」。儀仗隊平時執行任務分為
3種規格：最大陣容由151人組成陸海
空三軍儀仗隊，用來迎接外國國家首
腦；第二種規格是由127人組成陸海
空三軍儀仗隊，用來迎接外國軍隊的
高級將領；第三種規格是由101人組
成單軍種儀仗隊，用來迎接外國軍隊

的單軍種司令。有學員不禁感慨，
「今次同學們享受到了元首級的待
遇。」學員們還爭相與威武帥氣的儀
仗兵合影，並到井井有條、一塵不染
的軍人宿舍參觀。
在儀仗兵隊伍中，學員們還看到了

英姿颯爽的女儀仗兵。她們身着裙裝
禮賓服，繫着金色腰帶，頭戴卷簷
帽，腳蹬長筒皮靴，托着禮賓槍，軍
姿異常標準。據介紹，女儀仗隊員自

2014年5月12日首次亮相外交禮儀至
今，已完成各類任務近百起，受到國
內外各界廣泛讚譽。

觀紀錄片感受軍人刻苦
隨後，學員們獲邀觀看了儀仗兵紀

錄片，看到國家的儀仗隊在多個國家
的軍事活動中，不僅受當地民眾歡
迎，還得到許多國家領導人的讚賞。
樹仁大學學生張俊業表示，國家的軍

人很偉大很艱苦，一年四季無論嚴寒
酷暑都要堅持練習，甚至有人為了訓
練沒能見母親最後一面。他們刻苦練
習就是為了向世界展現中國的面貌，
這種愛國精神讓人感動。
同學還受邀在戰士餐廳用午餐，深

入了解解放軍的日常生活。用餐之
前，同學們全體起立誠摯感謝三軍儀
仗隊官兵的招待，並向這支威武之師
致敬。

觀儀仗隊「迎元首」激讚三軍威武 ■未來之星學員與儀仗
兵合影。 江鑫嫻 攝

■■學員參訪三軍儀仗隊學員參訪三軍儀仗隊。。
江鑫嫻江鑫嫻 攝攝

■未來之星總幹事向三軍儀仗隊訓練處處
長致送紀念衫。 江鑫嫻 攝

■■港大研究中心的調查顯港大研究中心的調查顯
示示，，兩文三語達高階水平的兩文三語達高階水平的
港人為數不多港人為數不多。。 黎忞黎忞 攝攝

港大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早前進行了
「香港居民語言應用、語言能力及

語言態度」研究，訪問了2,049名本港
15歲或以上市民，以了解其語言運用情
況，並根據2011年政府人口普查，把數
據作進一步分析，並於昨日公佈結果。
調查發現，廣東話仍然是香港人主要
運用的語言，有九成受訪者以廣東話溝
通，而有48%和約38%人會以英語和普
通話與客戶溝通。同時，在40歲以下及
有一定教育水平的受訪者中，超過七成
人自認同時掌握三種語言。
研究又要求受訪者自評英語及普通話
口語、英文及簡體中文的書寫能力，然
後邀請部分（約170多名）受訪者作口
語及書寫能力測試，並由專業調查員評

分，以作交叉比較。結果發現，針對英
文口語能力，有 16.9%人自評達好
（Well）或非常好（Very Well）水平，
但對比經調節的測試結果，卻只得
5.9%人英文口語屬好或非常好；英文書
寫方面，20.6%港人自評達好或以上，
而依測試結果，屬有關水平者的比率只
得15.3%，反映港人嚴重高估自己英文
能力。

倡制定繁簡字讀寫力「雙語」框架
在普通話方面，自評屬好或以上的有

18.9%，經調節的測試結果卻顯示，有
52.3%屬好或以上；至於簡體字書寫方
面，有13.4%人自評屬好或以上，但實
際測試比率卻有逾兩成，兩者能力都屬

自我低估。
研究顯示，香港精通兩文三語者仍較

少，認為應繼續加強有關政策，以英語
和普通話與內地及世界各地聯繫，以促
進經濟利益，同時維持本身的粵語優
勢，讓社會和文化發展。而在政策上可
通過教育體系提升高階口頭和書寫英語
的水平，及推廣簡體中文書寫，制定涵
蓋繁簡體字讀寫能力的「雙語文能力」
框架。

兩文三語不精 窒礙管理溝通
港大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主任白景崇認

為，普通話日常生活及商業應用上越趨
重要，但由於粵語仍然是絕大部分港人

的主要運用語言，移居香港者亦會學
習，他們原有語言亦可增加本港的語言
多樣性，因此粵語被取代的可能性仍然
偏低。有份參與研究的新加坡南洋理工
大學教授陸鏡光則指，本港精通兩文三
語的人士為數不多，或會窒礙一些高層
次的如金融和政府管理層面等溝通。
另外，該研究指，香港居民運用27種主
要或少數族語言，並分佈在不同地區，語
言多樣性應受到肯定。不過，針對當局普
遍將在學的南亞語系居民稱為「非華語學
生」，研究認為有關說法屬不準確標籤，
有誤導和潛在歧視成分，認為應稱「以中
文作為第二語言的學生」，避免構成排斥
或為他們帶來挫折感。

■港生在雨中遊覽拙政園。 田雯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