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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推「雲上師」網上實習教學
2020年6月12日（星期五）

讓中小學幼園生免費讀 達至教學相長

■喬惠（右）
表示每課「雲
上師」都有三
至四個準教師
合力準備，首
先決定課題和
構思目標，然
後分工準備課
堂內容。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姜嘉軒 攝

本港中小學自農曆新年假後停課達 4 個月，教師無法到校面授課程，也令一群正摩拳擦掌準備到
校實習的準教師大失預算。中文大學教育學院早前特別推出「中大雲上師」計劃，安排就讀師訓
課程的學生為中小學及幼稚園學生進行網上課堂，令雙方都可以達至「停課不停學」及教學相
長。有參與準教師坦言以往對網上授課的認知與裝備不多，計劃帶來了大學課程以外的學習和體
驗，值得將之恒常化，讓更多準教師受惠。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姜嘉軒

「中大雲上師」計劃安排學院內
的實習學生在大學老師的支

援及指導下，設計一系列網上課堂，
免費提供予本港中小學及幼稚園學生
報讀。

校方全支援 網課有統籌
即將畢業的體育運動科學系學生張
喬惠，原訂於今年 1 月初至 3 月中到學
校實習，「不過 1 月初很多中學正值
考試期，多數在農曆新年假後才有機
會正式上課，但今年卻因疫情而中
斷。」雖然如今陸續有中學生復課，
但一來畢業期將至，加上體育科畢竟
屬於術科，不少中學寧願調配更多時
間到主科追回落後了的課堂進度，故
畢業前有面授教學實習的機會不大。
為爭取教學經驗，喬惠主動報名參
加上述計劃，至今參與了 3 個課堂，
加上其實習學校設文憑試體育課，校

方亦提供了兩次網上教學機會。
由於大學課程主要裝備學生面授課
程的技巧，「以前無預計過要網上教
學，但校方全程會提供不同支援，包
括網上教學基礎知識，以及安排教學
實習統籌主任協助各參與準教師備課
並提供建議。」
喬惠表示，每節「雲上師」課堂由
三個至四個準教師合力準備，首先決定
課題和構思目標，再分工準備內容，
「大約在上課一星期前就會定好大綱，
之後綵排，讓統籌主任提供意見。」

課堂要生動 要 gag 重交流
體育堂以往在大片空地上課，如今
不但「隔住個 mon」，而且同學在家
空間有限，故構思課堂內容要別出心
裁。她任教的第一節運動課是創傷及
預防方法，「初稿主要偏向講課，統
籌主任看過綵排後建議應減少內容，

改為更多發問時間。」
網課另一重點在於交流互動，提升
同學興趣，「雲上師」每次課堂都有
不同學生參加，彼此互不認識，更有
機會出現同學熄咪熄鏡頭的「掛機」
情況，「故課堂設計要生動有趣，有
試過度gag（搞笑位）、多些向學生發
問，亦會安排比較風趣的組員先打頭
陣，炒熱氣氛。」喬惠笑言這些技巧
一般都能帶來正面效果，但假如真的
遇上冷場，甚至無人「應機」，亦只
好自問自答或拉組員代答，打個圓
場。
喬惠已開始尋找教師工作，她坦言
欠缺中學實習機會難免有點擔心，但
形容「雲上師」給了她不一樣的教學
經驗，學會了交流技巧，同樣用於日
常面授課堂上，加上疫情後令網上教
學在未來變得更為吃重，及早裝備總
會有派上用場的機會。

逾七成準教師參加 逾650學生受惠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姜嘉軒）「中大雲上
師」讓一班準教師助人自助，負責計劃的中大
教育學院副院長（本科課程）薛慧萍介紹計劃
時表示，學院有逾七成教學實習學生參加，受
惠中小學及幼稚園生超過 650 人，反應理想，
會積極考慮讓計劃常規化，以提供更多元化的
實習機會。
計劃下，針對中學數學課堂，校方會定期上
載至 YouTube，歡迎公眾瀏覽，而中、英、體
育、幼兒教育均為公開招募學生，準教師會與
學生互動交流。原本校方擬只提供 4 月份課
堂，因反應理想而加開 5 月份課堂。
薛慧萍引述統計數字表示，學院有超過七成
的教學實習同學參加是次計劃，至今已開設超過
75個課堂，受惠學生逾650人，當中逾半是小學

教聯會教局商優化幼園復課安排

商科生搵工難 就業率或降兩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虹宇）踏入 6 月
又到畢業生搵工時期，惟疫情令求職市場
大受影響。城市大學商學院副院長黃敏剛
昨日表示，今年商科畢業生搵工難度較以
往大，估計就業率或會下降一成至兩成，
入職薪酬亦料減一成，但金融科技等新興
行業卻會「逆市」擴招，學生可多加注
意。
黃敏剛昨日表示，雖然尚未有整體就業
統計，但疫情衝擊下，估計收到今年聘書
的畢業生人數會比往年下降一成至兩成，
而薪酬亦相應下調約一成。不過他亦指，
商科培訓於求職市場始終有一定競爭力，
畢業生無須太過悲觀，可靜待時機，搵工
同時亦可透過網上課程增值。

金融科技或
「逆市」
擴招
城大資訊系統學系助理教授梁仲文補
充，相比起來，傳統的金融行業如商業銀

行、投資銀行等受疫情打擊較
大，招聘情況較嚴峻，相反新興
行業如金融科技等，即使是疫情
中人力需求亦不減反增，建議學
生可多加注意，好好裝備自己，
在選科進修時亦可考慮有關方
向。
他指出，該校商科生往年創業
成績突出，但今年創業情況亦相
■黃敏剛
黃敏剛((左)及梁仲文分享今年大學畢業生求職挑
對有所減少，據了解至今只有一
戰及支援工作。
戰及支援工作
。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虹宇 攝
人於新加坡成功創業。
黃敏剛又提到，校方今年特別設立 3,000 將會持續一年，學生如有需要可及早申
萬 元 基 金 推 出 「CARLS 計 劃 （Career 請。
針對今屆文憑試的大學招生，各校近日
Launched Scheme）」支援畢業生就業，
包括一對一的專業就業顧問服務、畢業生 已相繼舉行聯招課程諮詢並會陸續安排網
與僱主的配對平台，以及向成功配對者資 上面試。黃敏剛提醒，面試官透過鏡頭可
助三分一薪金。據了解，計劃未有預估獲 觀察到學生問答狀態、是否集中注意力
資助學生人數，主要視乎基金使用情況。 等，學生亦需要注意鏡頭角度、收音細節
梁仲文則提到，計劃只針對應屆畢業生， 等，不可因在家中以電腦面試而輕視。

編按：不同語言或有着差天共地的文字、符號、發音元素，但背後
其實亦藏有類似的邏輯規律。語言學奧林匹克（語奧）便是以世界
" 各地語言片段為材料，透過提供相關語言編碼方式的差異性，以及
一些例子與已知信息，讓參加者即使面對未知的語言，亦能以邏輯
思維和綜合解難能力，拆解其規則結構，並作靈活的歸納與推理。
香港文匯報推出專欄，邀請理工大學香港語言學奧林匹克競賽團隊，介紹有關的語
言學小知識及挑戰題目，助大家從中學習，訓練觀察及思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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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元七世紀以來，
藏文就被用於書寫藏族
"0 語言。同時，藏文也是
不丹語和拉達克語等其
他語言的書寫系統。藏
文有 30 個基本字母。作
為元音附標文字的典型代表，每個基本
藏文字母表示一個輔音，所有輔音共享
一個固有元音 a，在默認狀態下，a 與
輔音一起發音。除了固有元音 a 以外，
藏語中還有另外4個元音，這4個元音由
變音符號（即，在字母上方或下方放置
的元音標記）表示。
例如，音節「 」的發音為 ta（元音
為默認的固有元音 a），而音節「 」
的發音則為 ti（「 」是標明元音 i 的變
音符號，將其放在字母「 」上方以改
變元音）。藏文形成複輔音（一組連續
出現的不含元音的輔音）的方式也很有
趣。當多個輔音同時出現時，輔音可以
寫成其中一個輔音的下標或上標。當
然，輔音也可能出現在其中一個輔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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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或之後的位置。
藏文文字代表的是古典藏文的發音。
自 11 世紀以來，藏文的拼字法基本保持
不變。而藏語的方言則跟任何語言一
樣，在這幾個世紀中不斷發生變化。因
此，藏文與現代藏語方言並不能一一對
應。
藏文有幾種不同的轉寫系統。1959 年
制定的威利轉寫系統是最有影響力的方
案，已被許多學者採用。該系統嚴格遵
循藏語文字，因此不能體現現代方言的
發音。藏語拼音是中國官方使用的主要
用於專有名詞的系統，它轉寫的是拉薩
方言的實際發音。也有一些嘗試使用國
際音標來轉寫藏文的方法（如 Jacques 於
2012 年提出的系統），但這類系統並不
適用於非專業人士。為了方便更廣泛的
讀者群體使用，西藏和喜馬拉雅圖書館
（THL）提出了 THL 標準藏語簡化語
言學轉寫系統，作為一種代表藏語實際
發音的簡化系統。
■楊一可
香港理工大學中文及雙語學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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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語
藏族語言通常由藏文字母書
寫，包括多種現代方言，例如衛
藏方言、康巴方言和安多方言。
藏文的書寫系統相對保守，可以
反映久負盛名的古典藏語的音
系。與古典藏語（Classical Tibetan） 相 比 ， 現 代 藏 語 方 言
（即新藏語，New Tibetan）在
音系系統上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繼中
學及高小後，幼稚園 K3 亦會聯同初
小級別於下周一（6月15日）復課，
教聯會副主席鄧飛及林翠玲，昨日聯
同18區幼稚園校長會代表與教育局副
局長蔡若蓮會面，商議如何優化幼稚
園復課安排。與會者提出，由於幼稚
園校舍空間限制，憂慮課室安排未必
能達到政府防疫標準，亦有不少學校
指，已用完教育局早前推出的「防疫
特別津貼」，希望當局繼續加強支
援，幫助教育界防疫。
教聯會表示，雖然教育局已表明

古典藏語

右表顯示了從古典藏語到新藏語的發展過程中的一些典型語音變化。

邏輯拆解藏文 專業讀出藏語

生，其次為幼稚園生，「小學明顯見到需求大
些，至於幼稚園方面，我們的課堂是以聽故事形
式進行，家長可跟子女一起聽課，相信亦有一定
吸引力。」
至於準教師們，薛慧萍坦言計劃開始前曾擔
心他們未必應付得來，「始終是公開招募，聽課
學生來自不同學校、背景，能力各有不同，而且
互不認識，（準教師）必須學會照顧學習差
異。」不過，準教師的表現令薛慧萍相當滿意，
「他們積極構思課堂內容、有互動，亦要諗吓計
仔，鼓勵同學答問，加強投入感。」
就面授實習因疫情而取消，薛慧萍指同學若
有個別需要，校方將與實習學校聯絡，視乎情況
再行安排；學院亦會檢討「雲上師」成效，探討
常規化的可能性。

■教聯會
與教育局
商議如何
優化幼稚
園復課安
排。
幼兒班、K1 及 K2 暫不會於本學年
復課，但相關指引未有提及幼稚園
校舍開放時間，及停課學生回校照
顧安排等，期望當局能提供更清晰
的復課指引，並增加「防疫特別津
貼」金額。
由於幼稚園仍有多個級別維持停
課，令學校面對一定的營運壓力。
教聯會建議，政府可於幼兒班停課
期間，延長特別基金的資助期限至 8
月份，並將停課期間按學生人數向
幼稚園發放的資助延至學年結束，
以助幼兒業界渡過難關。

>

新藏語

衛藏方言：拉薩話 康巴方言：德格話 安多方言：拉卜楞話

閱讀給出的示例，並寫出以下藏語單詞的現代發音。
古典藏語

>

答案

新藏語
衛藏方言：拉薩話 康巴方言：德格話 安多方言：拉卜楞話

■節自香港語言學奧林
匹克競賽題。
［如有需要，可結合本
年 1 月 17 日刊出的語
奧專欄一併閱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