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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門馬登與「順德姊妹」交流DSE心得
擬用視像設備 跨地域辦英文科小組討論

順德一中實驗學校的國際班近年開辦香港
文憑試課程，取錄包括港澳籍學生在內

的高中生，部分人計劃藉DSE成績報考國內
外大學，或者經非聯招報讀香港的高等院
校。該校在剛過去的3月，與明愛屯門馬登
基金中學簽署合作協議締結為姊妹校，讓兩
校在DSE課程上互動交流經驗。

兩地課程交流取長補短
屯門馬登校長袁國明接受香港文匯報訪
問時指，DSE課程近年在內地學校漸受重
視，而由於課程在國際上有很大的認受性
（見另稿），學生憑着DSE成績，在報讀部
分海外大學時，可以不用再考托福、雅思或
由美國大學理事會提供的SAT，「變相節省了
時間。」

袁國明表示，兩地學校若在DSE課程進行
合作，在課程交流方面能夠達到取長補短的效
果。「兩地學校各有擅長之處，如內地學校在
理科方面特別強；而香港學校則在英語水平較
有優勢」，故兩地合作，無論對教師，還是學
生，均大有裨益。
他指出，內地及香港的教育體制不一，若內

地學校與香港學校合辦DSE課程，教師間能
通過「科對科」的方式，在教學法上互相觀
摩、學習，「學生則有共同的平台，可以在知
識層面進行交流。」

將邀順德生體驗港課程
袁國明表示，兩校將計劃在今年6月至7月
期間，邀請順德一中的學生來香港進行課程
體驗，一方面他們可以感受香港的教學環

境，另一方面可以參觀香港的大專院校，開
闊眼界。未來或會將交流活動擴展到初中，
讓內地學生來港體驗DSE課程，再考慮未來
的升學路向。
在3月簽約之時，屯門馬登共有12位教師率

先前往順德一中進行兩日一夜的交流，除了校
長、副校長以外，也包括核心科目主任等。
該校副校長朱婉儀表示，他們觀看順德一

中的DSE課堂情況後，進行了學科會議，兩
地教師就課程編排、內容、考核形式等進行
討論。
雙方也談到校本評核(SBA)的評估形式及要
求，交換了不少寶貴意見。朱婉儀表示，順德
一中正添設視像設備，計劃於下學年起，兩校
學生通過網絡進行英文科的小組討論，為香
港文憑試課程的合作踏出重要一步。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提出加強基礎教育交流合作，鼓勵粵港澳三地中小學

結為「姊妹學校」。明愛屯門馬登基金中學剛於上月下旬與順德一中實驗學校締結姊妹

校，並特別就該校國際部開辦香港中學文憑試（DSE）課程開展合作，讓師生就DSE各

科目的學與教進行交流、觀摩，促進專業互動。兩校並正計劃透過視像設備，

讓學生跨地域進行英文科小組討論，深化學習成果。 ■香港文匯報記者 詹漢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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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詹漢基）香港
中學文憑試在國際上具有很高的認受
性，考評局資料顯示，現時全球逾
280所高等院校歡迎DSE學生申請入
學，其中包括英國劍橋大學、美國耶
魯大學、新加坡國立大學及日本京都
大學等著名院校。
英國大學及院校招生事務處(UCAS)

已將香港中學文憑考試24個科目的成
績納入其分數對照制度(UCAS Tar-
iff)；同時澳洲政府亦已承認香港中學
文憑等同澳洲高中畢業證書(Austra-
lian Senior Secondary School Certifi-
cate)。
今年香港中學文憑試（DSE）考生
人數跌至5.6萬人，不過，持非香港
身份證報考文憑試的考生人數卻持續
上升，今年達402人，單年數字超越
歷屆文憑試非本地考生總和數目。

早前有報道指，非本地DSE考生
以內地生為主，其中部分學生誤以為
憑文憑試成績，可以「繞過」內地高
考，申請香港8所資助大學。
但事實上，香港的大學招生採取港

生及非本地生「兩條隊」政策，不論
非本地生手持任何考試的成績，一律
只會以超額收生形式獲得8大錄取，
意味着內地生即使持DSE成績，仍
然要與包括應考內地高考及其他國際
考試的非本地生競爭，由大學收生部
門衡量其入學機會，而不會與香港考
生競爭約1.5萬個學位。
為更清楚分開「兩條隊」，大學聯
招（JUPAS）辦事處去年10月宣佈
「落閘」，表示由2020年度起，所有
手持文憑試成績的非本地申請人，均
不可參加JUPAS，只能通過非聯招途
徑遞交入學申請。

全球逾280院校
歡迎文憑試生申入學

本專欄於4月2日刊出了筆
者的短文《學好普通話 確立
身份認同》 ，該文從兩方面
論述了應該學習普通話的理

由。一方面是從利益方面來說，學好普通話
有種種益處，如找工作更為容易等等。一方
面是從國家認同方面來說，中國人應該學中
國的共同語。既然應該學習普通話，那麼怎

樣讓學生學好普通話呢？
現實的選項包括以普通話科單獨一科教

授，以及普通話教中文(普教中)。筆者認為，
現時很多議論只立論於普教中能不能提升學
生的中文水準上，但沒有從根本來討論這個
問題。而根本問題是，當香港作為中國的一
分子應該學普通話，那麼以普通話科一周上
兩節課，是不是足夠讓學生學好普通話了？

先不說一些學校陽奉陰違，一周只有一節
普通話課，這種學校的學生當然學不好普通
話了，就是那些遵從教育局指令，一周上足
兩節普通話課的學校，也可能因節數不足未
能教好普通話。

推廣至高中 免能力倒退
而以年級計，普通話科只是小一至中三的

科目，中四至中六沒有普通話科，這就使大
多數的高中學生普通話能力不進反退。高中
畢業生普通話能力不濟，找工作就不那麼容

易了。那些對普教中的討論，如只聚焦於普
教中能不能提高學生中文水平，是拿次要問
題來掩蓋主要問題了。
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曾推動普教中

的資助計劃。中小學可以提交普教中計劃，
向語常會申請資助。當年，語常會規定只要
中文科一半時間以普通話授課，就算普教中
了。其餘一半的時間是可以用粵語授課的。
這就減少學生會因為普教中而不能熟諳粵語
的憂慮了。
一方面，中文老師可以用粵語講授古詩

詞，比較能傳達其中平仄與押韻的古意；另一
方面，中文老師以普通話誦讀白話文，比較能
道出白話文的口語特色。這樣粵語與普通話各
得其所，語常會的辦法可說是很靈活的。如
果中文科用一半的時間以普通話上課，學生一
周可以有四節課或更多的時間聽說普通話。更
重要的是，高中三年還能接觸普通話，高中
生就不至於畢業時把普通話忘
掉了許多，未能應付投身社會
需求了。 王培光

香港中國語文學會

增每周節數 善用普教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港大
學及香港城巿大學近日於第四十七屆瑞
士日內瓦國際發明展中共贏得14個獎
項，成績斐然。其中港大憑「透明導電
膜」獲得評判特別嘉許金獎，該項目由
港大衍生光電公司杰峰柔光電研發，用
於新興電子產品的嵌入式金屬網透明導
電膜。

城大團隊獲兩金兩銀
今年日內瓦國際發明展有來自40個國

家及地區的發明家和800家機構參展，
所有創新獎項由82名專家組成的評審團
評選出來。
港大除取得一項評判特別嘉許金獎
外，另又獲得4項金獎及5項銀獎，合共
取得10個獎。
其中一項金獎項目是「便攜式濾水
器」，它可有效去除污水中的重金屬和微
生物的納米結構高效水淨化膜。
另一項金獎作品是「NJ牙刷」，其獨

特設計可以令刷毛觸及牙齒和牙齦的各
表面，而且特別針對各種「口腔死角」
如齒間、臼齒後方和牙齦邊的縫隙等。
此外，港大團隊通過測量人體血漿中

神經細胞彈性蛋白酶(NE)和蛋白酶 3
(PR3)的酶活性和蛋白質濃度來預測風
險，並準確診斷自身免疫性糖尿病的方
法；及另一項名為「Prohep」的益生菌
組合物，則對肝細胞癌具有潛在的治療

作用。兩項研究亦獲金獎嘉許。
城大研究團隊今次榮獲兩金兩銀，金

獎項目包括「快速檢測器：由食物安全
以至非入侵性早期癌症檢測」及「用於
藥物篩選及分子診斷的納米擴增微流控
陣列技術」。
上述城大團隊研發的「快速檢測

器」，原是針對檢測食物中的污染物，
檢測限可低於百萬分之0.2。

系統配備納米傳感器，能運用流動電
話就能即場預先篩選食物樣本，在10
分鐘至25分鐘內檢測出食物是否含有
組胺和甲醛等物質。
研究團隊其後進一步改進這個快速檢

測系統，用以檢測癌症的生物標記，例
如作為前列腺癌的非入侵性檢測，從尿
液樣本中檢測前列腺癌生物標記，有助
提升前列腺癌患者的存活率。

港大「導電膜」國際發明展贏特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由香港理
工大學主辦的首屆「香港語言學奧林匹
克競賽」頒獎典禮日前圓滿結束，來自
全港43間中學的40多名參賽選手中，有
兩人奪得金牌、一人獲得銅牌、4人獲頒
榮譽獎。該7名選手有望與在第二輪選拔
賽，即與「亞太區語言學奧林匹克競
賽」（APLO）中的獲獎選手一起，組隊
代表香港參加今年7月底於韓國龍仁市舉
行的國際語奧賽事。
此次香港賽區的6道競賽題分別以閩
南語、捷克語、威爾斯語、藏語、蒙古
語及斯科爾特薩米語出題，從語言學的
基本分支，如語音、構詞、句法、文字

系統等方面出發，讓參賽者通過觀察題
幹中陌生語言的結構和特點，運用邏輯
思維與概括能力推理及歸納出這些語言
的規律。

得獎者：邏輯解題有趣
金牌得主、聖士提反書院中六生何燕

林認為，這樣完全依靠邏輯思考就能解
題的方式新穎有趣，通過理大提供的培
訓也掌握了語言學的一些基礎知識，讓
她能將理科思維與文科知識結合起來運
用到解題的過程中。
銅牌的德瑞國際學校學生紀佳瑜

（Joy）受到曾參加北美計算語言學奧林

匹克競賽的哥哥影
響，對語言學有基
本認識，並通過培
訓和習題操練體會
到解謎的樂趣。
香港語奧選拔賽

籌備委員會代表、
理大中文及雙語學
系講座教授黃居仁表示，語言學目前雖
不如其他前沿學科備受重視，它卻是未
來AI時代不可或缺的工具，語奧競賽恰
恰正是在為未來世界培養擁有傑出邏輯
分析技能的人才。
本次香港賽區競賽中獲得名次及任何

有興趣參賽的同學，可報名第二輪亞太
區語奧競賽以爭取成為香港代表隊隊員
資格。亞太區競賽將於下月5日（星期
日）在理大校園舉行，有意參賽者可往
香港語言學奧林匹克官網報名：https://
polyu.hk/amuVS。

協恩中學學生早前參
加「國際華語辯論邀請
賽」中學組賽事，憑藉
出色的表現及穩定的發

揮，成功擊敗多支來自亞洲不同地方的
辯論隊伍，勇奪中學組冠軍，更是香港
的中學首次於亞洲區辯論比賽登頂，成
績斐然。
香港學界辯論近年有不俗發展，每年
有近500場的中學辯論賽舉行，相比較
為普及的粵語辯論，普通話辯論則方興
未艾。而另一方面，普通話作為華人世
界的共同語言，內地、台灣、新加坡、
馬來西亞等地的華語辯論發展非常蓬
勃，透過大小不同的辯論比賽，成為各
地學生思想交流的平台。
「國際華語辯論邀請賽」為現時最

具分量的華語辯論賽，每年邀請海內
外知名大學包括劍橋大學、清華大學
等作賽，今年大會首次於深圳舉辦中
學組的賽事，參賽學校來自五湖四
海。協恩中學學生以出色表現連續勝
出晉身複賽，再於八強、四強及決賽
先後擊敗包括內地、馬來西亞的傳統
勁旅，成功奪冠。
華語辯論賽題目及賽制有別於本地比

賽，對香港學生是頗大的挑戰，協恩多
名參賽同學直言深感難忘：「例如賽制
有類似法庭的質詢環節，讓比賽更重視
即時反應。而辯題方面，本地賽集中討
論時事，但華語賽辯題更豐富，例如四
強的題目是『蘇格拉底應/不應越
獄』，香港較少機會接觸到，是很難得
的經驗。」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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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學奧賽7人奪獎 有望入港隊赴韓參賽

■馬登教
師團隊參
觀順德一
中實驗學
校校舍。
學校供圖

■兩校於3
月締結為姊
妹學校。

學校供圖

■協恩中學獲得華語辯論邀請賽冠軍。學校供圖

■香港語奧選拔賽籌備委員會委員、獲獎選手、參賽選手、
出題作者及志願者集體合影。 機構供圖

■城大獲獎隊伍成員。 城大供圖■香港大學研究團隊於日內瓦國際發明展贏取5金獎5銀獎。 港大供圖

大灣區大灣區 快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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