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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語
類型

Noun
phrase

Verb
phrase

例子

The
children

Has been
working

解釋

由名詞組成；無論意思
上或文法上都不完整，
所以不可能在這 noun
phrase後放置句號（.）
由動詞組成；無論意思
上或文法上都不完整，
所以不可能在這 verb
phrase後放置句號（.）

Clauses類型

Dependent
clause

Independent
clause

例子

When I
finish
reading the
book

I will return
the book to
the library.

解釋

由於句中沒有
main verb，所
以句子並不完
整，所以不可
能 在 這
dependent
clause 後 放 置
句號（.）

這 是 完 整 句
子。

很多同學之所以犯
下文法上的錯誤，主
要原因是他們沒有掌

握好句子的基本結構；簡單來說，他們沒有分
清楚何為phrase，clause及sentence。而一句完
整句子至少包括subject and main verb。
何謂phrase（短語）？
Phrase 並不是完整句子──它們大多數欠

缺主語（subject）或動詞（verb）；所以同學
們不可能在phrase後放置句號（full-stop）。
而phrase有很多種類，如verb phrase，noun
phrase etc. 以下是一些例子：

何謂clause？
Clause用來形容任何有subject及verb組成的

word group。 Clause 主 要 有 兩 類 ： 1）
dependent clause， 及 2） independent clause
（亦即是sentence）。Dependent clause雖然有
subject及 verb，但由於其動詞並不是主動詞
（main verb） ， 因 而 並 不 完 整 。 所 以 ，
dependent clause 一 定 要 依 附 在 其 他
independent clause上，才可變得grammatical。
而 independent clause 則是由 subject 及 main
verb所組成；以下是一些例子：

Exercise

Select the Best answer for the question below.
1. Ali is looking for another job that he can do

after his main job because he needs some extra
money to repay his debt.

How many clauses are in this sentence?
A 2
B 3
C 4

Dependentclause

about"anotherjob"
additionalinformation
adjectivetoprovide
functionsasan
Depdendentclause

Independentclause

repayhisdebt
someextramoneyto
...becauseheneeds

hismainjob
...thathecandoafter

anotherjob
Aliislookingfor

■Dr. A. Chan，哲學博士，哲學碩士，英語講師，熟
悉公開考試之出題模式與評分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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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大獸醫課程為6年制，校方去年表示收到
逾600份申請，當中有應屆文憑試學生，

亦有持學士學位以至博士學位者。
在去屆中學文憑試中考獲6科40分佳績的林

雋希是其中一名獲取錄的學生。她從小已立志
成為醫生，大學聯招時也是以中大醫科為首
選。

城大去年首辦獸醫 感一試無妨
不過，她也很關心動物權益議題，遇上城大

去年首辦獸醫課程，便以一試無妨的心態報
名。放榜後，雋希順利獲中大取錄，夢想唾手
可得之際，她卻選擇放棄，轉而投身獸醫課
程，家人對此亦難以理解，「他們認為獸醫課
程始終首年開辦，出路未明，而且社會對獸醫
出路的說法很兩極，有人說大有需求，有人卻
指已是飽和。」

不過，雋希更多是以興趣作考量，她分享了
初中時與家人到日本旅行的一次經歷，「哥哥
在漁市場進食生鯨魚肉後『秒暈』」，雖然其
後並無大礙，雋希卻搜尋到不少非法捕鯨的資
料，令她開始關注食物安全和動物福利問題，
這也成了她報讀獸醫學的一個契機。

同樣為去屆文憑試學生的謝明懿，中學階段
已鍾情鑽研生物，家中飼養了寵物魚和寵物

龜，「以前看見繁殖到魚BB就會好興奮」。

寵物龜猝死「膽粗粗」試解剖
中五時明懿的寵物龜突然死去，為了找出其

死亡真相，她竟然「膽粗粗」跟任職科學科中
學教師的父親合力將其解剖，「開出來第一個
感覺是很驚訝，五臟六腑居然收藏在這般細小
的身體之內。」

她還認真地上網翻查資料，了解烏龜的身體
構造，「最新奇的是親手摸過氣管，質感跟膠
喉非常相似」。雖然這次解剖未能如願找出愛
龜死因，卻啟發了明懿對獸醫學的興趣。

本身高中後到美國升讀大學的鄭樂施，當時
已心繫獸醫，「但當地獸醫課程鮮有收錄非本
地生，而且學費高昂」，只好退而求其次修讀
精算。

有同學辭港交所重返校園
畢業回港在港交所工作兩年，她卻提不起

勁，「始終覺得自己適合對住動物多於數
字。」這份覺悟，讓樂施辭職重返校園。她覺
得獸醫就像偵探，透過觀察為動物找出病因，
很有挑戰性。

總結首個學期所學，課程的另一名學生劉頴
嫻指，他們已先後到過嘉道理農場、新界豬

場、漁護署、愛護動物協會總部以至金魚街等
不同地方學習，今年暑假更將會到美國康奈爾
大學考察，了解當地農場運作。

頴嫻表示，雖然同學至今仍未學到門診方面
知識，但過往亦有機會到寵物診所認識各類治
療儀器，也曾以已解剖的天竺鼠屍體學習縫
合，實踐所學。

城大獸醫課程去年的文憑試收生中位數為6
科34分，但同學們認為面試表現較成績更為重
要。雋希建議申請者在面試前可多了解有關動
物權益議題，並應從中思考自己的立場，如果
有從事過動物相關工作更佳；明懿則認為申請
者應多了解與動物相關的國際新聞，包括人畜
傳染病等。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姜嘉軒）城巿大學動物

醫學院去年9月開辦了

全港首個自資獸醫學學

士學位課程，在逾 600

名申請人中獲取錄的12

名學生已進入了第二個

學期。有文憑試尖子分

享選讀獸醫初衷時，坦

言家人曾以首辦課程前

途難料而反對，但由於

本身心繫動物權益，不

惜放棄已經到手的中大

醫科學額來報讀。有同

學曾於港交所任職兩

年，前景不俗，幾經思

量後毅然辭職重返校

園，不惜多讀6年書追

夢。

滋事媒體為挑動香港與內
地矛盾無所不用其極，不惜
扭曲事實意圖製造恐慌。不

久前「摺書」改以網媒形式殘存的《壹週
Plus》發表題為《千萬內地高考生吼住DSE》
報道恐嚇香港學生，營造所謂「內地考生到港
『搶學位』」假象。

有關報道更避開提及多項事實，包括8大取
錄港生的1.5萬個資助學額，與非本地生收生
完全分開處理，而今屆文憑試中，以香港身份

證以外的其他身份證明文件報考的學生，亦僅
佔整體0.3%，所謂「大量內地生應考」之說根
本子虛烏有！

考評局盼數字釋同學疑慮
對有關報道，考評局昨日主動在「文憑試快

線」網誌發文澄清，指根據2018年報考資料，以
香港身份證以外的其他身份證明文件報考的學校
考生及自修生約有180名，在整體5.9萬多名考生
中僅佔0.3%，「希望這些統計數字有助釋除同學

的疑慮，不要因為『大量內地生應考文憑試』之
說而受到困擾，專心準備應考文憑試」。

教局：非港生學費約港生4倍
教育局發言人昨晚亦作針對性回應，指出非本

地生不論以何種學歷或考試成績申請8大資助學
士學位課程，校方均只可以超額收生形式錄取，
有關學額以核准學額的20%為上限，並不影響供
港生的1.5萬個資助學額，因此非本地學生不會
與港生存在競爭。發言人又強調，為確保不會出
現以公帑補貼非本地生情況，非本地學生須繳付
更高學費，現時學費水平約為港生3倍至4倍。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姬文風

DSE非港生僅0.3%「大量內地生」無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小三全港性系統評
估（TSA）今年5月以抽樣形式續考，並容許學校
自行選擇是否讓全級參與，惟有少數家長及教育團
體仍質疑操練誘因仍在。為釐清社會種種誤解，教
育局昨日上載6段TSA宣傳短片，重申TSA是要評
估學生是否達到應有水平，不會用於為學校或學生
排名，同時TSA評估內容屬課程範圍內，家長與教
師毋須作額外操練，呼籲各界以平常心看待。

6段TSA宣傳短片涵蓋社會最常對TSA提出的
疑問，主題包括為「TSA有咩用㗎？」、「仲買
TSA補充練習？太out啦！」、「TSA對學生有
乜幫助？」、「操練？唔操練？」、「對學校有
乜好？」及「系統性資料對老師有乜幫助？」

短片情境包括學生與教師對答、教師討論、家
長傾談等，內容強調TSA並非個人評估，不會顯
示個人成績，而是用以評估學生是否達到小三應
有水平，從而協助學校與教師促進學生學習。

同時，TSA評估內容屬課程範圍之內，毋須額外

準備，亦不會用於為
學校或學生排名，不
影響學生升中派位。
過往TSA題目可於
教育局網頁免費查
閱，無必要為TSA
購買補充練習或額外
操練。

在學校層面，短
片解釋一般校內試
不足以全面反映學
生水平，TSA則可
作為客觀工具，了
解學生是否充分掌
握中英數三科必需
知識，若反映學生未能掌握，學校便可作出補
救。

在教師方面，短片強調TSA評估並非所謂「考

績報告」，呼籲教師平常心看待，按照平常教學
計劃便可，而評估資料有助教師了解學生表現，
改進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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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幅非常細緻的炭筆畫作品，畫面夾雜玻璃幕
牆內外的景物和人物，再混合玻璃倒影的街上
行車繁忙狀況。作者需以萬二分的細心取捨和
冷靜的分析才不致畫面混亂，以黑白調子來帶
出這幅眼前一亮的傑作！ 資料提供︰博藝堂

香港文匯
報訊（記者
高鈺）香港
科技大學宣
佈，由昨日
起正式成為
「走樽」校
園，所有商
店、餐廳及
自動販賣機
不得再售賣
一公升以下
的即棄膠樽
水。為推動計劃的落實，校方於去
年9月1日開學日向新生派發可循環
再用的運動型水樽，又於校園增設
飲水機至約150個，並將於舉辦大
型活動時，安裝流動水機以方便自
攜水樽者。科大七成學院及行政部
門已承諾於舉辦會議及各項活動時，

盡量減少派發即棄膠樽水。
為慶祝昨天的世界水日，校方

收集了逾450個於校園回收得來的
即棄塑膠樽與木材，並邀請本地
藝術團體「&dear」將之砌成一條
約8米長的「鯨魚」(上圖)，活動
吸引約600人次參與。

科大砌8米「鯨魚」宣棄用膠樽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柴婧）
文 憑 試 筆 試 （DSE） 下 周 開
考，考生如要入讀大學心儀學
科，除了要爭取好成績外，面
試表現可能亦是重要一環。科
技大學工商管理學院透露，其
收生門檻極高的「神科」環球
商業管理，今年會採取兩輪面
試，其中在 7 月 DSE 放榜後的
第二輪面試，得分與 DSE 成績
按4：6計算，是直接影響是否
取錄的關鍵，副院長（本科學
生事務）劉夢琳指，面試將考
核團隊協作和溝通能力，「聆
聽」十分重要，提醒考生不要
自說自話，應該聽清楚別人在
講什麼才回應。

科大商學院昨日舉行傳媒午
宴，院長譚嘉恩等多名管理層出
席。其中劉夢琳講解學院聯招收
生安排，包括英文及數學兩科
DSE成績會以雙倍比重計，而5
月亦會舉行首輪小組面試，邀請

約 1,200 名
學生參加，
主要用作評
估學生是否
適合入讀，
不會考核專
門 知 識 ，
「例如會要
學生幫Nike
構想市場拓
展方法。」

學院收生
門檻最高、6科平均5*的環球商
業管理課程，則會於7月DSE放
榜後單獨作第二輪面試，有關部
分佔比達四成，其餘六成則為
DSE成績，預計經聯招取錄27人
至28人。

劉夢琳說，如學生沒參加首輪
面試但又有志報讀環球商業，只
要加權後 DSE 成績（英數雙倍
分）達6科48分，第二輪面試也
有機會獲邀。

科大「神科」面試 想過關細聆聽

■劉夢琳
香港文匯報
記者柴婧 攝

■■短片強調短片強調TSATSA不為不為
學校和學生排名學校和學生排名，，也不也不
影響升中派位影響升中派位。。

教育局短片截圖教育局短片截圖

■■左起左起：：林雋希林雋希、、劉頴嫻劉頴嫻、、
謝明懿謝明懿、、鄭樂施鄭樂施。。
香港文匯報記者姜嘉軒香港文匯報記者姜嘉軒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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