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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盼子女英文做母語
調查稱兒童雙語教育較單語佳

免費幼教冀兩年內推行

牛津大學出版社於3至4月委託香港
教育學院幼兒教育學系助理教授黃國成
，以三歲以下兒童家長為調查對象，以
問卷調查形式訪問了810個家庭。

不介意妨礙母語學習
結果發現，過半家長希望子女的英

語達到流暢及能夠表達自如，逾兩成家
長更期望子女英語能接近母語水準。甚
至有近半數父母接受英文代替中文成為
其子女的母語，超六成家長不介意英文
學習妨礙其母語學習。黃博士又稱，他
所做另一個調查顯示，英文詞彙量增加
不妨礙中文詞彙量的發展。 「雙語教育
的兒童比單語教育的兒童在思維能力方
面更出色。」

「之前公布的新高中檢討也提出重
新考慮重新引入範文閱讀。但到中學再
培養閱讀似乎太晚。」牛津大學出版社
社長麥嘉隆表示。黃國成亦提出，六歲

前是培養幼兒閱讀能力和閱讀興趣的重
要時期。 「為孩子講故事是提高子女閱
讀及語言能力的重要方式。」不過調查
顯示，幼兒故事書的藏書量普遍為每個
家庭6-20本，其中3成家長從不跟子女
講故事，而大部分會跟孩子講故事的家
長每日所花時間約為18分鐘。黃國成透
露家庭藏書量會與家庭收入有一定的關
係，但關鍵在於家長花多少時間在親子
閱讀上。

宜六歲前培養閱讀
黃國成建議家長，對10個月以下的

幼兒以圖畫書為主，每次針對一兩版的
內容講故事。 「可以配合親子互動，比
如指圖畫書上的畫，讓幼兒指出對應的
公仔，可以增加幼兒對講故事的興趣。
」針對三歲以上十歲以下的幼兒，則可
以針對圖畫書讓兒童模仿故事中的對話
，並有意識的引導孩子預測故事的情節

。 「每日建議抽出20-30分鐘時間，先
『講』故事，再 『讀』故事，讓兒童由

口語逐步學習書面語言。」
另外，問及各大出版社近期正積極

向中小學推銷其新學年課本，麥嘉隆預
期教科書定價會跟隨通脹水平。

董太剛剛一歲四個月的兒子喜歡
看文字多過圖畫，但生長於加拿大的
董太更傾向於給兒子讀英文書。 「因
為屋企婆婆、爺爺都會跟他講廣東話
，所以讀書就較多給他讀英文書來平
衡。」她表示，雖然現在手機普及，
有很多講故事的軟件，但還是喜歡給
孩子讀書。 「一來對他的視力有益，
二來讀書能增加互動，他也能從中多
學習與人的交往。」

今年準備升讀幼稚園的林日曦，
九個月大的時候已經開始參加play
group。林爸爸表示，家中每月用在買

幼兒圖書的錢在1000-1700港幣。林
媽媽說： 「最初是想讓他以母語（粵
語）為主的，但後來還是返轉頭學習
英文，因為畢竟英文是升學考試很重
要的因素。而且很多參考文獻都是英
文的。」

教院學者黃國成解釋： 「家長不
需擔心幼兒學習雙語會不會到頭來兩
種語言都 『半桶水』，雙語有助於幼
兒思維能力的提高。十歲後，兒童語
言成型的時候，其兩種語言能力都會
追返。」

【本報訊】記者彩雯報道：位於深水的
直資學校陳樹渠紀念中學計劃以藝文教育培養
學生多角度獨立思考，建立藝文培訓先導基地
，同時斥資200萬建造數碼校園錄音錄影工作
室，培養學生思考、表達能力。

陳樹渠紀念中學始建於1973年，今年適逢
學校四十周年校慶，學校特別成立 「藝文先修
基地」，鼓勵學生積極參與藝文活動。出身九
龍華仁書院的校監陳耀璋並不完全認同本港家
長爭搶入讀名校的風氣。 「新學制下仍有六萬
學生無法入讀大學，且並非所有學生都適合入
讀Band1學校，但現在的社會風氣令有其他專
長的學生失去自信。」他透露，學校自兩三年
前已着手籌備 「藝文先修基地」。

斥資建數碼廣播室
校內也有調查顯示，對藝文學習班及演藝

有興趣的學生均超四分之一。 「香港不缺學位
，但卻無法滿足現時學生的學習需要。」陳耀
璋認為，藝文的培養有助學生從社會不同階層
群體的角度去分析問題，從而培養學生的獨立
思考能力。學校為學生開辦不同的工作坊和學
習班，但並非以課外活動取代其他科目學習，
「只是藝文學習較其他學校比重多」。藉校慶

之際，學校斥資200萬將原有的空置課室改建
為數碼錄影錄音廣播室，預計2014年供學生使
用。

校本課程 「演藝培訓班」為投考演藝學院等大學戲
劇系學生提供免費培訓。今年新開的 「影隨藝傳計劃」
還請來張達明、梁建楓等四位藝術家帶領學生深入探訪
社會，了解社會現實並將其轉化成藝術品。陳校監希望
為有興趣學習藝文或者有志從事演藝事業的學生提供一
條出路。

【本報訊】記者成野報道：香港賽馬會慈善
信託基金出資五百萬，成立為期三年的 「賽馬會
海洋公園教育計劃」。參與學生不僅可免費遊園
及午膳，更可參與有關大熊貓和金絲猴的教育課
程。計劃至今開展一年，已有逾13000學生獲益。

「賽馬會海洋公園教育計劃」第一期於去年
九月開放，共220間學校參與計劃。為令基層家庭
學子獲益，參與計劃的學生中，必須有三成以上
獲批綜援、學費減免、書簿津貼或車船津貼。除
了免費開放之外，活動為學生提供午膳和三十元
的車費津貼。

第二期計劃自今年2月1日開展，由四個課程
組成，包括針對幼稚園學生的大熊貓安樂窩，分
別面向小一至小三和小四至小六的竹林奇遇和保
育大使課程，以及針對初中學生的竹林隱士。園
方介紹，課程層層遞進，從了解大熊貓的生活習
慣，到通過電腦互動軟件和實驗觀察大熊貓，對
應不同年齡段的學生，不僅增強學生的觀察能力
，更喚起保育大熊貓的責任感。

是次參加活動的巴基斯坦裔學生馬力，就讀
於屯門山景恩平工商會李琳明中學，他表示，
香港壓力大，父母整日忙於工作，外加兄弟姐妹
眾多，很難一家人前往海洋公園遊玩，很高興是
次有機會暢遊公園，他亦對於觀察大熊貓感到新
奇。

【本報訊】為響應 「4．23世界閱讀日」，聯合出
版集團屬下的三聯書店、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香港
聯合書刊物流公司合辦 「舊書回收大行動」。回收活動
即日起至本周五舉行，歡迎全港市民踴躍前往指定的16
家書店，捐出各類型圖書。市民凡捐贈圖書，均可獲贈
精美雜誌乙本，送完即止。

是項活動所收集的圖書，經專人分類及整理後，將
捐贈予救世軍作慈善用途。圖書捐贈處：香港區：三聯
書店（中環域多利皇后街9號、灣仔莊士敦道141號）；
商務印書館（銅鑼灣怡和街9號、魚涌康山道1號康怡
廣場2樓S39號）；九龍區：三聯書店（觀塘道418號創
紀之城5期APM6樓L6-5號舖、旺角新世紀廣場1樓188
號舖）；中華書局（油麻地彌敦道450號，旺角彌敦道
740號利華大廈地下A舖）；商務印書館（尖沙咀彌敦
道132號美麗華商場B1地庫B1007-1010號舖，九龍灣偉
業街33號德福廣場2期3樓301A號舖）；新界區：三聯
書店（荃灣青山公路210號富華中心3樓A舖，元朗教育
路1號千色廣場2樓201-203號舖）；中華書局（荃灣大
壩街荃灣廣場435-438號舖，將軍澳新都城中心2期商
場2066號舖）；商務印書館（沙田新城市廣場三期一樓
A197舖，屯門時代廣場南翼二樓21-22號舖）。

【本報訊】身兼美國工程院和中國工程院院士的香
港城市大學教授劉錦川，獲頒2012年度江蘇省首屆國際
科學技術合作獎，以表彰他對高性能合金材料的傑出研
究及推動該省科研發展的貢獻。

原籍江蘇揚州的劉錦川，以研究先進結構材料聞名
，曾在美國橡樹嶺國家實驗室工作逾30年，擁有29個美
國專利項目。他在2010年協助創立了江蘇（丹陽）高性
能合金材料研究院，並擔任其學術委員會主任委員。又
與南京理工大學合作，發表了多篇SCI的研究論文。

國際科學技術合作獎是2012年度江蘇省科學技術獎
新增的獎項，劉教授是香港唯一獲該獎項的學者，其餘
三人分別來自新加坡、泰國及加拿大。他說， 「作為江
蘇揚州人，我這次在家鄉獲獎，感到特別興奮。我會繼
續為城大爭取研發經費，促進高性能合金材料技術的進
步與發展。」

2012年，劉錦川獲國家科技部撥款研發高性能鈦合
金材料。他最近優化了 「Ti-6-4鈦合金」（最常用的
鈦合金），有望在中國造的大型運輸機及大型客機方面
大展所長。他補充，用鈦合金製造的人工關節或支架相
容性較高，可減低人體細胞的排斥。

恰逢4月23日 「世界讀書日」 ，學界昨天公布一項調查顯示，
本港逾七成受訪家長冀孩子英文達極高水平，更有超過六成父母不
介意子女因學習英文而妨礙其母語學習進度，近半家長接受英文成
為子女母語。 本報記者 彩雯

家長愛跟幼兒讀英文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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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出版辦舊書回收活動

基層學生獲資助保育熊貓

教育界就新高
中學制的推行作初
步的檢討，大家對
新學制的年期（三

年初中、三年高中以及四年大學）並無異議，但對
校本評核、課時和中文科教學則意見頗多。

教育局有見及此，作出一些政策調整，不再堅
持各學科一律實行校評，又延緩多個學科的校評，
另把目前三年的高中學制總課時二千七百個減至二
千二百至二千六百個；此外，擬重設中文科的文言
文和範文，並合併中文科文憑試的試卷。

有人認為教育局的政策朝令夕改，徒令師生無
所適從，此乃人們的慣性反應。過去，朝令夕改確
實很多，例如教學語言政策，左右搖擺，飄忽不定
，引起混亂。不過，這一回的政策調整，卻是教育
局聽取了學界意見之後作出的，符合大眾的願望，
有助於改進教學，因而值得支持。這是 「遲來的春
天」，如能更早地調整政策，效果會更好。

調整政策符合願望
早在七年前考評局推出校本評核的初期，學界

就出現了爭議，許多教師對校評有疑慮，不滿之聲
四起。當時筆者亦以 「校本評核宜押後」為題，撰
文提出異議，認為 「校評的形式和程序較為繁複，
這又是全新的項目，大家都在探索中，連當局也沒
有成熟的意見，驟然推行，教師自然感到吃力，信
心也不足。押後所有的校評，這有利於教改的推行
。」當時考評局負責人張永明亦坦言： 「校本評核
令教師工作量大增是始料不及的，學界對推行的意
見兩極分化，考評局猶如站在十字路口。」

既然學界對校評產生這麼大的分歧，當局理應
慎重從事，從實際出發，果斷 「剎車」。遺憾的是
，當局最終堅持己見，強推校評。幾年實踐，劣評
如潮，師生叫苦連天。根據一項調查，要求擱置校
評的受訪教師達七成五。正是在強大的壓力下，當
局才作出政策調整。至於校評的得失，仍有待於進

一步的探究，現在僅僅邁出了第一步。假如實踐證
明它利大於弊，不妨繼續推行。倘若弊大於利，則
應及時取消，切勿拖泥帶水。

縮短課時，刻不容緩。近年，那二千七百個總
課時把高中三年的教學節奏繃得太緊了，師生被壓
得透不過氣來，這不是違背了 「教改要為師生鬆綁
」的原意嗎？究其原因，恐怕不只是 「計算失誤」
，還涉及教材是否過多、教學上是否重量不重質的
問題。

課程改革已進行多年，許多舊教材都翻新了，
教學法亦正從填鴨式轉變為啟發式，這種成績值得
肯定。不過，改革之路是漫長的，因為舊觀念、舊
習慣總帶有黏滯性，不容易在人們的腦海中消失。
貪大求全、急於求成便是其一，表現在課程設計上
則是寧多勿少，寧繁勿簡。試看今時的教科書，老
是那麼厚，那麼重，編寫者就是不肯 「割愛」。精
簡教材，談何容易，硬要保住這個 「量」，可曾顧
及 「質」有沒有相應地提高？有沒有重量不重質的
不良後果？如果教材精簡了，怎會出現 「二千七」
那麼多的總課時？若要削減至 「二千二至二千六」
，應認真地整合教材，在 「精簡」上狠下工夫。寧
願學少一點，學好一點，切勿重量不重質。

至於中文科教學，委實需要總結經驗教訓。過
去一段長時期，中文科教學由於偏重死記硬背而受
到非議，其後又因矯枉過正忽視了範文和文言文的
存在價值。現在適當地把它們納入教學中，有助於
改善教學。不過只此不足以優化教學。若要在提高
教學水平方面取得顯著成績，須切實解決以下的兩
個問題：（一）教育局和學校要真正重視中文教學
，減少重英輕中的不良影響，為此學校應營造學習
中文和認識中國文化的氣氛，並為拓展中文教育投
入更多的資源；（二）培養學生學習中文的興趣，
特別是課外閱讀，要大力推廣。學生只有多讀課外
書，才能提高寫作能力。現在達到 「多讀善寫」的
水準的學生，為數甚少。只為應付考試而學習中文
，甚至連中文書籍也懶得看，怎會取得佳績？

【本報訊】記者呂少群報道：教育
局委任的 「免費幼稚園教育委員會」本
周三舉行首次會議，預料將陸續成立多
個工作小組，討論幼稚園資助模式、全
日和半日制幼稚園的不同需要，以及備
受關注的師資及薪酬架構等課題，以爭
取兩年內擬出推行免費幼兒教育的方向
和建議。

今年一月底，特區新一屆政府在施
政報告提出成立專責委員會討論推行十
五年免費教育，事隔兩個月，教育局於
本月八日宣布成立 「免費幼稚園教育委
員會」，並由教育統籌委員會主席鄭慕
智親任主席，其餘十九名成員分別有幼
稚園業界、辦學團體、師訓機構、教統

會、教師及家長代表，加上業外人士，
以及一名教育局官員。

二十個代表中，較為人熟悉的除了
鄭慕智，還有維多利亞教育機構總校長
孔美琪、非牟利幼兒教育機構議會主席
甘秀雲、津貼小學議會主席冼儉偉、家
長教師會聯會主席徐聯安，教統會屬下
自資專上教育委員會主席雷添良。對此
，爭取十五年免費教育大聯盟召集人袁
慧筠表示，20人名單中只得約三分之一
來自幼兒教育界，學術界、中小學代表
太少。她呼籲政府能在兩年內推行15年
免費教育。

免費幼稚園教育委員會的任期剛好
兩年，消息表示，委員會將在後天首度

開會，委員會肩負多項職責，參考 「學
前教育學券計劃」，研究及評估免費幼
稚園教育的不同方案，並就設立有關工
作小組提供意見，同時帶領工作小組就
深入研究若干特定事宜。教育局早前表
明，委員會將成立多個工作小組，包括
幼稚園教育資助模式、全日和半日制幼
稚園的不同需要、師資及薪酬架構、師
生比例、管治架構，以及家校合作等。
據了解，工作小組的組成將比委員會成
員代表面更廣泛，教聯教協以至幼師團
體代表將榜上有名。

學券制無助提升質素
另一方面，審計署為推行五年的幼

稚園學券計劃核數發現，學券變成若干
辦學團體的提款機，傳媒揭發大埔浸信
會向附屬幼稚園收取巨額租金，2006年
至2011年間累積加租一倍至320萬元，
港島東區有幼稚園年租估計超過四百萬
。教育局表示將跟進問題，立法會政府
帳目委員會也將公開聆訊。

學者袁慧筠批評，學券制迄今無
助提升幼稚園教學質素，反而令幼兒
教育商品化，最荒謬情況是有六年經
驗的學位幼稚園教師，薪酬竟與新入
職教師一樣，而且經常要代課。經濟
學者陳文鴻更撰文呼籲取消學券制度
，認為它將幼稚園教育變成街市買菜
般兒戲。

父母對幼兒
英語水平的期望

目標

流暢及表達自如

接近母語水平

能應付基本溝通及工作需要

*資料來源：牛津大學出版社

百分比

55.7%

21.4%

20.9%

教育觀點

評新學制推行的政策調整
桂 松

▶董生董
太一家。
董太表示
一歲四個
月的兒子
喜歡看文
字多過圖
畫
本報記者
彩雯攝

◀牛津大
學出版社
親子閱讀
調查。左
一：教院
黃國成博
士；右一
：牛津大
學出版社
社長麥嘉
隆
本報記者
彩雯攝

▲陳樹渠紀念中學校監陳耀璋 本報記者彩雯攝

▲巴基斯坦裔學生很高興是次有機會暢遊公園

最高 24 ℃
最低 20 ℃

間中有陽光

澳 門
廣 州
北 京
天 津
濟 南
南 京
上 海
杭 州
福 州
海 口
台 北
首 爾
東 京

中國西部主要城市天氣預測

重 慶
成 都
西 安
昆 明
拉 薩
貴 陽

預測
有雨
密雲
多雲
多雲
密雲
有雨
有雨
驟雨
多雲
多雲
多雲
天晴
多雲

預測
密雲
多雲
有雨
天晴
驟雨
多雲

最低
20
18
7
9

10
7
9
9

10
25
16
5
8

最低
18
16
9

13
3

11

最高
25
23
19
21
18
19
18
21
20
32
24
17
16

最高
26
25
15
28
14
24

馬尼拉
曼 谷
新加坡
悉 尼
墨爾本
洛杉磯
三藩市
紐 約
溫哥華
多倫多
倫 敦
巴 黎

法蘭克福

蘭 州
西 寧

烏魯木齊
銀 川

呼和浩特
南 寧

預測
雷暴
雷暴
雷暴
驟雨
驟雨
天晴
天晴
天晴
天晴
天晴
多雲
多雲
多雲

預測
多雲
密雲
天晴
多雲
多雲
多雲

最低
25
27
25
14
12
13
9
4
6

-4
7
5
8

最低
11
6
7

10
5

18

最高
35
36
32
24
19
26
22
13
12
6

14
16
15

最高
22
16
17
20
18
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