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名校港開幕 林鄭讚擴教育視野

免試招港生「灣校」大熱門
有人看中內地學科多元化 有人喜歡中醫重視程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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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曾到過英國倫敦作工
作 假 期 （working holi-
day），這次想分享一下平日
出門的瑣事。話說我在百貨
公司找到了售貨員的工作，

而且還幸運地找到一區（zone 1）**內的一
間學生宿舍住下來。每天坐巴士只需要30
分鐘，便可從我家到工作的地方，多幸
福。而且我就住在《哈利波特》故事裡的
國王十字車站（King's Cross Station）旁
邊，那裡有很多去英國其他地區的火車，
最重要的是，如果你要夜歸家，國王十字
車站附近一定有通宵巴士（night bus），真
的非常方便。

坐火車或平過地鐵巴士
說到火車，各位不要覺得是要去郊區才

需要。跟香港不同，在英國，因為地大，
很多人都會依靠它作日常交通工具（當
然，私家車才是最王道）。若要到市中心
的話，火車很有可能會比地鐵（tube）及巴
士優惠，因火車的終點站就在市中心，反
而如果要坐巴士再轉地鐵，因為區域不同
或會更貴。
在倫敦坐巴士，無論你坐到哪裡都要1.5

鎊，即約港幣20元；地鐵火車約2.5鎊，視
乎時間，即約港幣35元。是否聽到就已經怕
貴不想出家門？不過醒目的筆者發現，其實
在倫敦以交通卡乘坐交通工具，在1區至2
區內是有每日收費上限（daily maximum
cap）的，即超過上限之後基本上能免費乘
車。換言之，你要不留在家中，要不一出街
便不停乘搭地鐵，火車或巴士，盡量不吃
虧。

最後值得一提，在倫敦還有各式各樣的交
通工具，例如：輕鐵（DLR）、電車
（Tram）、纜車（Air Line）、水上巴士
（River Bus）等。每種交通工具都會根據不
同區域、不同時間、不同乘客分劃出不同優
惠，所以筆者建議各位如果在倫敦，出門前
勢必要三思後行。
**在倫敦，住宅（residential）和商業

（commercial）區大致上根據六個區來分。
一區是最中心地帶，所有購物、旅遊及經濟
點都圍繞着一區圓心往外發展。六區是希斯
路（Heathrow）機場，是比較郊區（ru-
ral）的地方。
回想我除了機場以外，好像一次都沒有踏

足過四區外。
■簡偉雋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
語言通用教育學部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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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車費有封頂 出門狂搭無蝕底

在普通話的學習當
中，提高學生們的學
習興趣尤為重要，而
遊戲是非常好的方
法。無論是幼稚園的

孩子，還是中學生都喜歡從遊戲中學
習。
心理學家維果茨基說過：「遊戲能

發揮鷹架作用。」教學遊戲是幫助學
生學好普通話的一種極為有趣的教學
模式，特別是小學生天性好動，注意
力集中時間短，在很大程度上憑藉興
趣來進行學習。老師通過遊戲活動輔
助教學，就可以調動學生學習普通話
的興趣和主動參與的積極性，讓學生
充分感受到普通話學習的快樂所在，
從而保持一種積極的學習狀態。
在普通話的學習當中，學好拼音是

關鍵，不斷反覆練習當然是不二法
門，可整天都是b、p、m、f……，我
反覆問自己如果我是學生也會覺得沉
悶沒有興趣，可是把這些融入到遊戲
當中，效果就大不相同，例如先拿出
一幅有6個聲韻母的圖片，然後再拿
出有其中5個聲韻母的圖片，這時問
學生什麼不見了，學生會覺得很有趣
味性，會很專注地尋找不見了的聲韻
母，然後說出來。

用繞口令學習辨聲韻母
在這個過程中，學生會不自覺地在

反覆練習，也不會覺得沉悶。所以我

每節課都會設計一個小遊戲，學生自
然就會開心地練習。繞口令也是練習
分辨聲韻母的好方法，同時也受到學
生們的喜愛。

「大電視遊戲」訓練口語表達
拼音很重要，但口語運用也十分重

要。首先老師一定要多鼓勵學生，表
揚他們的發音讓學生獲得成就感。老
師可以玩「大電視遊戲」，四人一
組，二人說，兩人猜，說的那方以問
題等方式給與提示，幫隊友猜中答
案，限時兩分鐘，看看哪組猜中的詞
語最多，在過程中不自覺地訓練了學
生的普通話口語表達。
當然朗誦、演講、辯論等豐富多樣
的形式，也能為學生創造口語練習機
會。在口語練習中，除了要樹立信
心，多跟老師同學用普通話交流外，
多聽，跟讀，模仿新聞播音員的發音
和語調也是非常有用。
總之，提高普通話水平，不是一朝

一夕就能大功告成的事情，需要師生
堅持不懈地長期努力。 ■張麗麗

香港普通話研習社
簡介：香港普通話研習社創辦於1976
年，是香港地區首個專注推廣普通話
的民間團體，並致力提供各類型的普
通話課程。

玩遊戲學拼音 學生快樂輕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為了提升中
小學生的抗逆力，培養他們正向的價值觀，
教育局落實每年額外投放約2,600萬元，優
化小學「成長的天空計劃」及中學「多元智
能躍進計劃」兩個計劃，希望透過歷奇、團
隊協作、解難等訓練及親子活動，進一步培
養學生以自尊自律、勇於承擔和敢於求變的
態度面對挑戰。
教育局昨日向全港公營中小學發通函，公

佈兩個學生成長計劃的優化安排及申請詳
情。
其中針對全體小四至小六學生的「成長的

天空計劃」自2004/05學年推出，至今已有
九成半合資格公營小學參加，計劃包括「發
展課程」和「輔助課程」，以協助學生掌握
面對逆境的知識、技能和態度。
教育局將於2019/20學年起增加當中「輔

助課程」的小組活動及家長培訓，並會調低

小組人數，為有需要的學生提供更適切的服
務。
至於中學的「多元智能躍進計劃」，則由

教育局與警務處、消防處、懲教署、香港海
關、入境事務處等多個紀律部隊合作，為中
學生提供紀律及團隊訓練，以提升他們的自
律、自信、團隊精神和抗逆能力，並增進師
生關係。
計劃分為教師發展、學生訓練及營後跟進

活動三個部分，教育局今學年起會逐步增加
訓練名額，讓更多學生受惠。

教局增學生抗逆力 撥2600萬優化兩計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詹漢基）內地升學已成趨勢，今年內地部分高等院校免試招收香港學生計劃現正接受

報名，現場報名確認程序亦已於昨日開始。現場不少港生表示，大灣區院校是首選，更有學生表示心儀深圳

的科技公司，希望未來能在當地發展事業。中國教育留學交流（香港）中心提醒學生，報考時需要考慮自身

興趣及能力，並選擇不同水平的院校，以增加錄取機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柴婧）
第九屆「外交之友」夏令營現正
接受申請，對象是全港在校大專
院校學生，成功入營的同學將有
機會在外交部與青年外交官零距
離接觸，獲獨家機會提前探訪
2022年冬奧會場館，亦會探訪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越南，通
過千載難逢的機會，從獨特視角
了解國家發展、「一帶一路」建
設，擴闊視野。
香港大學生外交之友夏令營是

香港唯一一個以外交為主題的高
端夏令營活動。外交部駐港公署
自2011年以來，已連續舉辦八
屆，遴選出數百名香港的大學生
赴北京、浙江、寧夏、四川等近
10個省市區參訪，全面深入了解
國家發展情況。
去年更首次走出國門，走進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馬來西
亞。

北上與青年外交官「零距」接觸
今屆夏令營，營友們將乘坐高

鐵北上，在外交部與發言人和青
年外交官零距離接觸，探訪昔日
皇家園林、如今的釣魚台國賓
館，舉行模擬記者會讓營友「化
身」外交官回應提問。

港生訪越探「帶路」
此外，營友們還有獨家機會前

瞻2022年冬奧會場館，走訪亞投
行及香港青年創辦的互聯網企
業，與業界大咖們面對面交流，
各人更將遠赴「一帶一路」沿線
國家越南，拜訪中國駐越南大使
館，參觀中越友誼宮，考察港商
在越南投資的企業，感受港越合
作商機，品味蓮花之國的特色文
化，行程十分豐富。
外交部駐香港特派員公署新

聞及公共關係部副主任宇靜
指，「外交之友」夏令營在本
港學生群體中已樹立良好口
碑，也有愈來愈多學生願意參
與其中。
她又透露，外交、國情知識豐

富，對相關議題有思考有見解的
同學更易在面試中脫穎而出，往
屆成功入營的學生學校和專業背
景多元，她鼓勵不同背景的同學
積極報名。

4月中起面試 選50人入營
有興趣的同學可於即日起登錄

https://www.hkfpactivity.com 網
站報名，4月12日截止報名，主
辦方將於4月中下旬舉行面試，
最終篩選出約50人入營。
夏令營於5月25日至6月2日

舉行，費用為港幣1,000元，包
括機票、保險、當地食宿交通
等，若有疑問可致電3755 4683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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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有154年歷
史、曾培育數名諾貝爾獎得主的英國墨爾文
學校去年落戶香港，於大埔設立香港墨爾文
國際學校，校方昨日舉行開幕典禮，並邀得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主禮。
林鄭月娥表示，香港擁有亞洲最大的國際

學校群體，對於吸引全球商貿人員來港，鞏
固「亞洲國際都會」地位非常重要，認為該

校能為師生以至整個社會帶來新思維，擴展
香港的教育視野。
香港墨爾文去年8月開學，可提供1,000

個中小學位，首年取錄400名不同國籍的學
生就讀小一至中三班。
該校於 2015年透過教育局校舍分配工

作，獲批大埔白石角地皮，並在去年建成入
學。該校致力推動STEM教育，提升學生

「數碼智商」，又透過創客運動讓同學親身
體驗軟硬技巧，另設有「森林學校」特色教
育項目。
根據該校資料顯示，現時香港墨爾文國際

學校每年學費為16萬元至18.2萬元，預計
新學年將增至約17.1萬元（小一至小六）及
19.5萬元（中一至中四），正待教育局審
批。

免試招生計劃現場確認程序昨日開始，
不少應屆文憑試考生到場辦理手續。

就讀東華三院馬振玉紀念中學的陳玉
林，心儀備受港人學生歡迎的暨南大學，
首選酒店管理。他指《粵港澳大灣區發展
規劃綱要》出台，大灣區發展會愈來愈
快，故決心到大灣區尋找機遇。

心儀IT課程 怕數學搞唔掂
其中學師兄在深圳的科技公司任職，前

景不俗，故陳玉林除了有意報讀酒店管
理，也心儀暨大的資訊科技類課程，不過
由於無在港修讀數學延伸部分（M1及
M2），「怕搞唔掂內地的數學課程。」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中學學生李君杰則一
心報讀暨大五年制中醫學課程。他認為大
灣區的發展日漸蓬勃，對年輕人而言有很
大的發展空間，而香港對於中醫的重視程

度不及內地，希望能透過同儕、甚至是同
行觀摩學習，進一步提升自己能力。他已
獲得校長推薦計劃的名額，有信心入讀該
校。

女生冀北上感受當地生活
棉紡會中學的蕭洛琳心儀北京大學的外

國語學院，她一向對法語感興趣，希望在
內地學了「一技之長」後到法國進修或工
作。她看中內地院校學科選擇較香港多元
化，當中不乏專唸外語的學系，其另一志
願是上海的外國語大學。
她坦言香港生活節奏太緊迫，讓她喘不

過氣，若能入讀內地院校，可以感受一下
當地的生活。
中國教育留學交流（香港）中心高級項

目經理章文歡表示，大灣區的院校與香港
較近，語言、文化、天氣等均易於適應，

一直都是港生熱門選擇；加上內地學科選
擇多元，並能建立當地人脈，所以很多學
生選擇北上求學。此外，今年中央戲劇學
院、中央音樂學院等名校加入免試招生計
劃，多了不少學生查詢術科考試的詳情。

專家籲勿盲選熱門院校
章文歡建議，學生要考量自身學業水平

及興趣，不要盲目選擇熱門的地區和院
校，「若一口氣選四所頂級院校，入讀機
會渺茫，只會白白浪費機會」。
他又提到港生若沒有選修數學M1及

M2，在內地唸理工課程會較吃力，可考慮
報讀該中心免費舉辦的高等數學預備班，
好好裝備自己。
免試招生計劃將於本月20日截止網上報
名，並需在本月29日前辦理現場確認手
續。錄取結果將於文憑試成績公佈後公佈。

■■學生按預約時間到場確認報名程序學生按預約時間到場確認報名程序。。

■■李君杰李君杰

香港文匯報記者詹漢基 攝

■校內圖書館寬敞舒適。 中通社

■香港墨爾文國際學校校園面積為2.4萬平
方米，中小學學位約1,000個。 中通社

■位於大埔的香港墨爾文國際學校開幕，賓主祝酒。 中通社

■■蕭洛琳蕭洛琳

■■陳玉林陳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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