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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師「口訣歌」助身障生學中文

「唇讀女狀元」赴英 盼「吻」出一片天
獲頒首屆越障獎學金 修讀社會政策碩士課程一年

自幼失明弱聽、手觸感弱，需以唇代目，但「唇讀狀

元」曾芷君靠自身的努力，成功跨過文憑試，剛於中大翻

譯系畢業。大一時申請到英國遊學，有機構以支援不足為

由把她拒諸門外，幸得中大幫忙，終能踏出香港，到訪牛

津。這經歷讓今年畢業的芷君下定決心向外闖，早前她獲頒新亞書院

首屆「越障海外研究生獎學金」，將到英國倫敦學院（UCL）修讀為

期一年的社會政策碩士課程，盼「吻」出一片天。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伊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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芷君近日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分享
其4年大學生活點滴及對升學英國的

期望。即將升讀UCL「社會政策與實踐的
系統評估」碩士課程，她指從小獲得社會
的幫助，希望藉着今次機會學習專科知
識，擴闊視野，將來回饋弱勢社群。
她之所以選擇英國，原來與其大一暑假
參加英國牛津大學的遊學團有關。短短三
周，英國的古雅文化已令她傾心。雖然眼
看不見，聽力稍遜，但芷君用不同感官感
受當地氣息、接觸當地市民、體驗當地生
活，對英國的印象變得更立體鮮明。
她舉例說，曾參加城市追蹤的活動，要
在英國小街上與人溝通，發掘趣聞，又走
訪博物館及圖書館，令她發現英國人對自
己國家的歷史文化認識透徹，重視文物保
育。
要去遊學團，對有特殊學習需要的
（SEN）學生並不容易。負責舉辦上述遊
學團的機構曾以無足夠SEN學生支援經驗
為由，拒絕芷君的申請，令她深感挫敗。
由於遊學團由新亞書院與其他機構合作，
她憶述，過程中曾要求書院代為轉達其意
願：殘疾學生申請交流團主要是希望挑戰
自己，因親身到外地有助發掘潛能，遠勝
紙上談兵，她本身有入讀主流中學及大學

的成功經驗，惟機構不為所動。

英遊學悟「機會要自己爭取」
本欲放棄，芷君在一次機緣之下，與中

大輔導長吳基培聊天，「當時我在想，自
己申請交流團會遇上困難，相信其他SEN
同學亦然，如果大家皆被相同理由拒絕，
我們就會錯失很多寶貴的經歷。我得不
到，不希望其他人也得不到。」從小怕事
的芷君遂鼓起勇氣，向吳基培提出SEN學
生申請交流的困難。吳基培其後出面與相
關機構交涉，芷君終於如願以償。這也令
她明白，「有時一分耕耘，未必有一分收
穫，但機會總要自己爭取！」

師撰推薦信同學陪辦手續
這次遊學經歷令芷君對英國留下美好印

象，但在香港長大的她，今次要留學一
年，還是難免不安，「要面對陌生環境，
要全英語溝通，還有健康和適應問題等均
令我忐忑。」
她笑言，起初對選科、就業路、申請手
續等均一無所知，同學早在7月就有所決
定，但她在9月中才下定決心，幸得新亞
校董林泗維鼓勵她「無事無可能，要勇敢
嘗試」，加上一班中大老師幫忙撰寫推薦

信，同學協助準備文件，陪同辦手續等，
才令她拋開憂慮。
芷君報了4間海外大學，最終獲UCL取
錄，母親亦會一同前往。她預計學費約18
萬港元，宿費每月1萬多港元，因新亞書
院向芷君提供「越障海外研究生獎學
金」，學費問題已經解決。
芷君正密鑼緊鼓進修英文，本身英語不

俗的她，坦言本身聽力差，擔心影響溝
通，故要努力聽多一點英語對話的片段，
熟習口音。同時跟該校殘障服務相關部門
聯絡，了解支援的儀器和宿舍配套等，校
方亦將為她安排與大學較近的宿舍。
展望未來，芷君未有細想畢業後會否回

港工作，「任何工作有機會讓我為香港或
其他地方出一分力，我都會嘗試。」

回望4年大學生活，芷君笑言獲益良
多，最難得是有兩次實習機會。其中去
年暑假，她在勞福局實習，獲時任勞福
局局長張建宗大讚她處事認真，翻譯水
平可媲美已入職幾年的政務官。據了
解，當時張建宗派了一個翻譯工作給芷
君，最終張只需修改兩三個字，但不少

剛畢業的政務官往往被他修改一半以上。芷
君回應這個「威水史」時，只微笑謙虛道：
「我做事比其他人慢，只能將勤補拙。」
芷君坦言，在入學初期最大的挑戰是用電

腦，因中學主要用點字機，但大學沒那麼多
專業人士協助翻譯，故要使用電腦。
理大科研團隊特別義務協助她改良電腦儀

器的設備，包括加入視障人士的軟件、改良
鍵盤、設計支架支撐起點字機方便她讀唇。
這套設備已陪伴芷君4年，完成大大小小的
課業、交流和實習，「雖然慢，但我知道一
定可以做到。」
身體殘障令芷君要花上九成時間讀書，做

功課亦較其他人花多一倍時間，一般人數分
鐘可輸入200個至300個中文字，但她卻要
花上整整一個小時。不過，芷君從未有絲毫
氣餒，總是默默做好本分。

交十個選擇 只被改兩三個字
去年芷君在勞福局實習，政務司司長張建

宗是當時的勞福局局長，曾交予她一些翻譯
工作，包括將某些語句翻譯成英文，結果芷

君交回十個選擇，解釋不同語境有不同意義；最終張建
宗只修改了兩三個字，但不少剛畢業的政務官被他修改
近半以上。
張建宗其後多次向傳媒大讚芷君文筆亮麗，處事嚴

謹，又指若芷君有意加入政府，必定會聘請她。
芷君回應指，能在政府部門實習是一個難得的機會，

自己打字較慢，幸得同事予以最大的包容，「我做事比
其他人慢，只能將勤補拙，要與政務官比較，我望塵莫
及呢。」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伊莎

■「唇讀狀元」曾芷君獲頒新亞書院首屆「越障海外研究生獎學金」，將到英
國倫敦學院（UCL）修讀碩士課程。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攝

■曾芷君分享其4年大學生活點滴
及對升學英國的期望。受訪者供圖

前香港大學校長徐立之早前
提出警告，本港學生的理科基
礎下降了，就是香港要發展創
科業亦沒有人才，實在是語重
心長及一語中的。不少學生及

家長仍抱有香港數學基礎優於西方國家程度的
觀念，但事實上，這種優勢已經不再，文憑試
畢業生如想到一些高水平的海外大學報讀理科
或工程等學科，就算成績優秀，亦可能因為沒
有修讀數學延伸部分（M1或M2）而不獲名牌
大學考慮錄取。
例如英國的Durham University要求香港文憑

試生必須修讀M1或M2，以及成績符合要求才
會考慮錄取升讀其工程學科；因為大學視本港
數學科必修部分加上延伸部分的M1或M2，兩
科合起來在程度上才等如一科英國A Level數學
科。

只修數學必修 5**當3分計
又例如澳洲的新南威爾斯大學，雖然沒有明

言文憑試學生必須修讀M1或M2才可以申請其
工程課程，但同學如果只修讀數學必修部分的
話，就算考獲5**佳績，大學亦只當3分計算，
如考獲5級即以2.5分計算，如此類推。上述列
子說明，不少海外大學只視文憑試數學必修部
分是只得半科的程度。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有一定數量學生修讀M1

或M2的話，情況並不一定使人擔憂，但考評局
的統計卻正正引證了徐校長的擔憂並非過慮。
就過去幾年的情況，報考數學延伸部分的學生
不多，去年報考人數只佔總考生的13%左右，
最終考獲佳績者的更少。
就筆者接觸過的同學，其中不少在開始時選

修了數學延伸部分，但最終放棄，在眾多科目
中退修比率較高，這亦是徐校長所指，延伸數
學給同學的感覺並非必要，所以容易放棄，這
個現象影響是深遠的。
在一兩年前，筆者亦曾接觸一位已入讀港大

理科一年級同學查詢往海外升學，他說因為在
中學時並未修讀數學延伸部分，以致大學時十
分吃力，故大學老師亦建議他到海外升學。這
個個案使筆者印象深刻，希望情況並非普遍。
不過，如果一門專門性稍低於工程類學科也

有這種情況，試問更高要求的理科專業學科，
如何才能有足夠合要求的學生修讀呢？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黃奕星 學林社海外升學中心總經理
作者簡介：22年經驗協助學生到海外升學，

定期探訪各國中
學、大專及大
學，十分樂意分
享協助同學到海
外升學的心得。

港生不讀延伸數學
海外名校或拒收

不知不覺，暑假就這
樣無聲無色地結束了，
有人歡喜有人愁，你的
孩子喜歡開學後的生活
嗎？還是仍在適應之

中？剛上課數天，重遇很多熟悉的面
孔，亦看到很多中一新生及他們身上那
雪白新淨而又大了一個碼的校服，帶着
為新學年預備的新書包、書籍、文具
等，跳跳紮地迎向新階段。新的學年又
開始了，在這裡跟大家分享兩個學生的
開學趣聞。
阿明是一個升中四的男生，上學年他是
全班最矮的胖子，由於外形矮矮胖胖、髮

型短短，加上笑瞇瞇的雙眼，所以初中時
同學會笑他為「小活佛」。想不到在升上
高中的一個暑假，他不但長高了，而且皮
膚曬黑了，多了一份男子氣慨。
當我看到他雙眼附近留下被太陽曬過

的泳鏡痕跡便忍不住問他「暑假游了很
多次水嗎？」阿明聽到後點頭笑着說：
「是呀！已有很多人問過了……」雖然
他的外形已經改變不少，但我仍不時聽
到有同學喚他為「小活佛」，而阿明聽
後都只能苦笑一下。

「死線戰士」：作業被狗咬爛
另一個故事的主角是阿豪，一個升中

二的男生。他跟很多男生一樣都十分喜
歡玩遊戲機，由於平時上課日子父母會
管束他的遊戲時間，所以他便趁這個暑
假「全心全意」地打機，每天跟同學朋
友打得天昏地暗，用最短時間過最多的
關，投入非常。直到暑假最後的幾天他
才記起暑期功課未做，故立即化身為
「死線戰士」（Deadline fighter）。
可惜好景不常，儘管阿豪已經通宵了

幾天，仍有很多暑假作業、讀書報告等
未能完成，他感到走投無路。
不過，他突然靈機一觸，決定把暑期
作業撕爛，然後跟班主任解釋暑假作業
被家中的狗咬爛了。當然班主任也不

傻，她立即致電阿豪的媽媽問個究竟並
揭穿謊言。
大家聽完這兩個故事有什麼感覺？筆

者就很期待開學，因為開學後又可以近
距離接觸年輕人，聽聽他們的歡笑聲、
埋怨聲，感受他們青春的汗水、掙扎，
繼續陪伴他們成長。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撰文：
香港家庭福利會
註冊社工劉淑芹
查詢電話： 2527 3171
網頁：http://www.hkfws.org.hk

「小活佛」游水增高 新學年不再矮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黎忞）教師春風
化雨，不論是教學和關懷，會影響學生
的一生。在香港紅十字會瑪嘉烈戴麟趾
學校任教的譚蘊華，20年來教導過不少
身障學生，為提升學生的學習效率，她
自創「口訣歌」，讓學生從易記、易學
的口訣中尋找學中文的樂趣。她又與教
師及社工組成「圓夢小隊」，發掘學生
興趣及才能，並尋找資源為學生完成夢
想，「時間不等人，他們想做就會為他
們做到。」

首位港人膺「最美教師」
憑着教學的熱誠及對學生的關懷，令
譚蘊華成為央視「十大最美教師」之
一，更是「最美教師」首個香港得獎
者。
現年47歲的譚蘊華，早年就讀師範學

校，畢業後一直從事教育工作，至今已
達第二十四個年頭。首4年她在國際學校
任教中文，進修時在導師建議下，選讀
特殊教育相關課程，自此開啟了教導特
教生之路。
譚蘊華表示，她早在國際學校已為外
籍生設計教材和安排活動，學習中文；
但特教生的學習能力及差異大，不少肢
體弱能的學生，身體的障礙或會影響他
們的智力和記憶力，加上多重弱能的學
生，更多是「想做，但做不到」，因此
她想透過調適教材，令他們更有效學習
中文。
約在十年前，她創作了「口訣歌」，
透過生活例子，令中文字更形象化，提
升他們對學中文的興趣，「一點去到筲

箕灣，一撇去到牛池灣，列車轉彎，列
車轉彎，列車再轉彎，叮叮噹噹。」上
述是其中一首「口訣歌」，唸出「為」
字的筆順及筆劃。「口訣歌」容易掌
握，家長亦可為子女溫習，曾有家長向
她表示，子女不再抗拒學中文。她亦憑
着「口訣歌」，獲得2007/08年度的行政
長官卓越教學獎（特殊教育需要）。
她笑言，「口訣歌」並非由她一人獨

力完成，因學生不時會「腦震盪」向她
提供點子，助她完成，故同學的創意及
努力功不可沒。
該校學生普遍從初小入學，譚蘊華可

謂「睇住佢哋大」，視學生為子女，
「學生成功我就最開心」。她口中的成
功，並非學生以優異成績畢業，而是看
到他們成功突破自身限制，完成夢想。

譚蘊華與該校教師和社工組成「圓夢小
隊」，發掘學生興趣及才能，並尋找資
源、資金為學生完成夢想。
最佳例子就是在該校中五、患有肌肉萎
縮症的巴基斯坦裔學生摩菲亞。他靠輪椅
代步，手部只剩下幾根手指可以移動，但
他未有放棄繪畫的夢想，去年更獲得資助
出版首本繪本《我從鯊魚口中長大了》，
其後陸續出版第二及第三本書。

盼為內地特殊教育獻力
譚蘊華透露，有書商擬將摩菲亞的書

推廣至台灣，故摩菲亞的書有望出版至
第四本，以組成系列繪本。摩菲亞說：
「我要多謝譚老師，沒有她我的書就未
必可以出版，我會努力畫多幾本書，報
答她」。

譚蘊華對自己能成為央視「十大最美
教師」之一，感到十分驚喜和開心，她
期望未來可為內地的特殊教育作出貢
獻，因內地特教的資源有限，故她會預
留假期到內地特校舉辦課程作教師培
訓，或邀請他們來港交流。

■■譚蘊華早譚蘊華早
前親自到央前親自到央
視領獎視領獎。。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譚蘊華有份創作的「口訣歌」，幫助特
教生以生動方式學習中文。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忞 攝

■圖左起為學
生花莉亞、學
生摩菲亞、老
師譚蘊華和學
生譚曉霞。

香港文匯報
記者黎忞攝

本疊內容：教育 副刊 娛樂新聞 體育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