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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者

話

平常心家長 平常心考生

編

求學不是求分數，這對學習而言是金科玉律，但對應考DSE而言，考
試不是求分數，就不知道為什麼要參與考試了。
既然應考DSE是為了求分數，那麼在考試的備戰時間，以及考試時的
作戰狀態，都要有策略地準備和執行，才能成為考試戰場裏的長勝將軍。
儘管還有不到一個月就要應考DSE了，對於信心不足的考生而言，時
間不多是否就沒有勝算？今期封面故事我們訪問了何玉芬校長和王明輝老
師，從備戰心態調整，到整體考試策略，作出專業的應試分析，這些意見
都是兩位專家的寶貴經驗，如果考生能夠掌握當中精粹，肯定會加強對考
試的信心。
其中，何玉芬校長提到的自製筆記策略，就是要求考生消化厚重書本
裏的資料，變成進入試場時務必記住的重點，另外，如果能夠「多角度思
考」，從考官角度去拆解課題變成模擬考試題目，那麼也能讓考生加深對
題目的認識和記憶，考試自然更得心應手了。
王明輝老師是專門研究考試策略的專家，他認為在這段時間應該把溫
習重心放在操卷，用操卷的表現來引導考生溫習，這樣就能產生檢視、提
升和穩定應考能力等三大作用，此外他也強調時間資源的投放策略，在餘
下有限的溫習時間裏，把溫習重點放在「重要／常考」和「不太熟稔」的
課題，以應對課題太多但溫習時間不足的問題。
如果你是家長，這段時間不要不停地追問和查看子女的溫習進度，因
為DSE考生們已經面對很大的壓力了，家長要保持平常心，有機會的話，你
應該作為子女的聆聽者，聽聽他們的心聲，告訴他們DSE考試有很多出路，
讓他們保持平常心應考，這樣才能交出最佳的考試水準。
事實上，兩位專家都不約而同提到，考試前的起居飲食時間，最好要
跟平時上學時間及考試時間表接近，也就是早一點起床、早一點睡覺，中
段要有適當休息時間，這樣才能保持最佳的考試狀態，作為關心子女的家
長，這也是你可以默默地從旁幫助他們的事情。

Iris Chan
iris@edumedia.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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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9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簡稱：DSE）主要科目筆試將於4月
1日開始，備戰同學都在Study Leave爭分奪秒作最後衝刺。要

在考場拿出最好的表現，除了計劃高效溫習策略，擁有積極的態
度和平常心亦有助溫習，事半功倍。有調查指出，超過八成受訪
DSE考生表示壓力過大，當中三成並不清楚應該如何減壓。壓力
來源除了來自家人和自我期望外，過於密集的時間表亦是構成學生
重壓的原因之一。

︱試︱場︱備︱戰︱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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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評局就特殊情況制定了處理方法，考生必須抽空留意考評局網頁。

留意天氣

即場求助

突發意外

患病情況

即使天文台公佈三號
熱帶風旋或紅色暴雨
警告，不代表當日文
憑試會取消。除非考
評局宣佈取消當天考
試，否則考生應按原
定安排赴考場應考。

如發現試場環境出現
問題，如室溫、燈
光、噪音或接收不清
等情況，應立即向監
考員提出。考生在試
場未作報告，考試後
才作出投訴，一般不
獲受理。

考生如因突發事故未
能出席考試的，須盡
早向考評局呈交證明
文件申請作特別處
理。

如出現打噴嚏、咳嗽等症
狀，應戴上口罩。若患上
重病而不能赴考，而考生
已應考有關科目最少一份
筆試考卷，可申請成績評
估科目整體成績；未曾應
考任何卷別，學校考生可
申請按校內成績發放的
「科目評審成績」。

備戰攻略
大部份應考生報考四個核心科目及兩至三個選修科目，最多可報考八科。核心科目包括：

中國語文

通識教育

英國語文

數學

筆試：4月1日開始

4月3日

筆試：4月4日開始

4月8日

考生在甲類科目的表現分為五個等級（1-5級），乙類應用學習科目的評核工作由個別課程提
供者負責，成績以「達標」、「達標並表現優異（I）」和「達標並表現優異（II）」匯報，低於
「達標」水平將被評為「未達標」。
DSE成績連接中學教育和大學收生，為入讀心儀大學和相關學系，應考生在Study Leave期間傾盡
全力溫習。作為經驗豐富的教育工作者，何玉芬校長和王明輝老師從考試策略和心態調整等方面着
手，傳授溫習秘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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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玉芬校長：

Cover Story

DSE 不單考驗知識，
亦考驗自律
應考生最常聽到的打氣說話是：「多加努力，一定考
得好！」迦密愛禮信中學何玉芬校長強調，要在DSE考獲

何玉芬 校長

理想成績，努力溫習固然重要，但在此之前必須先認清溫

香港迦密愛禮信中學校長，
香港輔導教師協會榮譽顧問
兼前任會長。

習方向，方能收效。何校長特地提供備戰小貼士，助同學
們以最佳狀態迎戰：

調整
生理時鐘

1

2 訂立

正確溫習
模式

Study Leave開始後，很多同學因為不需上學，起床時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想在Study Leave有效

間因此推遲，有的甚至在中午才醒來。儘管他們每天花費

溫習，先要找出適合自己的溫習模式。溫習效能高低與學

在溫習上的時間並不少，溫習效能卻只是一般。何校長表

生是否能吸收材料內容有直接關係，何校長指出，有高層

示，從上學模式轉變成自習模式，同學的新陳代謝率會隨

次思維的同學一般會自製筆記，將書本、

之下降，繼而影響專注力和抵抗力。要維持規律的作息生

筆記、測驗、考試和Past Paper按主

活，需要應考生自律，最理想是每天6時左右起床，除溫

題排列好，分門別類，先對這些

習外每天花半小時做適量運動（例如跑步），晚上10時準

資料過濾一次，理解消化，再製

時休息睡覺，避免半夜溫書減低溫習效能，並且吸收適量

成雞精筆記。倘若省去這些步驟，

維他命C，提高身體抵抗力。

每天堆首於學校、補習社提供的眾多
材料，卻沒有因應試題範圍

健康的生活習慣除了能讓應考生在溫習期間保持專
注、健康，亦是提早為考試日作出適應。由於DSE筆試早
至8時半已經正式開始，要是生理時鐘習慣了晚睡晚起，
即使在當天考生準時到了考場，大腦卻不能完全運作，難
以發揮最佳狀態。何校長指出，曾有學生因缺乏精神，飲
用了提神飲料，吸收大量咖啡因，在考試時要頻繁去廁
所，反而導致他不夠時間作答，因小失大。

去蕪存菁，溫習回報
率將會大大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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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照顧子
女生活所需，預
備三餐

注意觀察孩子異
常行為，及早疏
導

作為聆聽者，傾
聽子女心聲

告訴孩子出路有
很多，協助子女
保持平常心

追問、查看子女
進度

過份干預孩子備
戰策略

重複自己對子女
期望考獲的成績

製造噪音、吵鬧
環境，阻礙孩子
溫習

了解
自己的弱項
製成自家筆記後，如何將需要的資訊記入腦袋，在考

3

何校長列舉了應考生在溫習上兩大常見弱項：

場發揮出來？何校長認為，每個人有不同的方法：「有些
同學喜歡寫一遍，念一遍，更加入腦；有的人要以自習的

掌握試題概念

方法，隔絕外界騷擾；還有考生是以群體討論、交流，取

校內測驗、模擬試和DSE試題的考試內容，不會完全

長補短，提升自己對課題的理解。同學最重要是清楚自己

相同。考生必須掌握出題者的出題方向，並避免犯下和歷

屬於哪個學習類型，避免受錯誤的學習模式影響。比如要

屆考生相同的常見錯誤。以通識科為例，日積月累閱讀中

自習才能專注的考生卻去和同輩一起出門溫習，不經不覺

英文社評，除了有助了解時事議題，更可從中日常鍛鍊語

將時間浪費在聊天和玩樂上，適得其反。」何校長繼續分

文閱讀能力，一舉兩得。

享一些曾在DSE考獲好成績的學生，他們擅長某個學科，
會特地花時間教導一些校內成績較為遜色的同學，在教導
過程中需要由基礎概念加以講解，並從老師甚至考官角度
去拆解不同課題，透過揣摩、講解，等同一次深刻通透的
溫習之旅，獲教的同學可以釐清一些課堂上不明白的概
念，互惠互利。

情緒掌控問題
情緒問題可以出現在任何人身上，比較常見是學習
時間表過於密集、對自己要求過高，或對未來感到不安彷
徨，無法減壓，使考生在未考前已經出現情緒問題。何校
長指出，即使是資優生也會面對情緒問題，一旦過於緊張
而無人及時疏導，可能會因此失控。最重要是對症下藥，
找出致使考生情緒波動的原因。何校長便常教授學生透過
呼吸法疏導緊張情緒，從而保持平常心。

Cover Story

︱家︱長︱備︱戰︱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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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輝老師：

檢討錯誤 策略操卷
英文中學通識科主任王明輝老師表示，到了Study

王明輝

Leave最後階段，溫習的重心應放在操卷，用操卷的表現

老師

英文中學通識科主任，執教近
十年，亦是教科書作者。由學
生時代開始，心痛今天學生為
讀書考試而困惱，但深信只要
策略得宜，必定可以找到進步
和成功的滿足﹗樂於分享學習
和應試心得，希望成為莘莘學
子的同路人。

來引導你的溫習。請記緊，操卷是必不可少的一部份，最
少有以下三個功能：

︱操︱卷︱備︱戰︱攻︱略︱

檢視作用：
分析現時狀態和答題水平，從而判斷哪些範疇要下工夫、哪些不需。如果發現某
個課題、部份在Past Paper經常出現，不懂如何應答，可以針對性地找回教科書或
溫習／補習筆記複習，而非又將課本從頭再溫一次。

提升作用：

穩定作用：

掌握並熟習審題和答題的技

增加熟悉感，以減低臨場壓力。考生在

巧，提升表現。

考場臨開考時，就當成平日操卷一般，
以平常心應考，發揮最佳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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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緩衝日」休息 保持健康
王老師笑言，Study Leave時期可算是他人生中最健康

· 操卷方式

的日子，因為必須具備健康和穩定的生理狀態，才能保持

按課題操卷，適合在溫習特定課題後，隨即按此操

理想狀態，即使同學有奪星的能力，但在考試期間病倒，

練，以鞏固所溫及檢視掌握到多少；而當去到衝刺

亦無法發揮。因此，考生應每日定時作息，確保休息充

階段，就必須加入按年操卷的步驟，兼顧各類型題

足，培養吃生果的習慣，為免壓力過大，定時會在「緩衝

目之餘，亦能訓練時間管理能力。

日」休息，舒展身心，例如看電影、約朋友打羽毛球，甚
至提前計劃路線試去考場等，只要離開書本就可以了。休

· 操卷目的

息是為了走更遠的路，多點聆聽自己的感受和需要，有情

視乎考生操卷目的，是要判別對特定課題的掌握程

緒而強行壓抑不是有效的解決，要是在不適當時候爆發，

度，抑或要訓練速度。如果是前者，目標在於提升質

後果會更不堪設想。

量，例如文科生要專注鑽研推論方法，則不應被時限
阻礙，否則只能倉促交出劣質答卷，倍感沮喪。

資源投放攻略
· 選擇題啟示
操練選擇題直接核對答案，是「雞精」溫習工具。

· 評分竅門

時間緊絀，同學不能將課題由頭到尾都深入鑽研，第
一步就是要分輕重，在溫習上詳略得宜。要以爭取最高分
數為當下備試目標，首要是辨識哪些課題、問法、技巧、
焦點是常考的，意味着若能應付以上題目，考生分數理應
會較高。然而，如果同學對重要但已熟稔的課題都花上過

必須閱讀和分析Marking Scheme，尤其是評分方法和

多心力和精神，增值效益並不顯著。因此，資源投放比例

要求。

應如下：

掌握尋找答案的方法

已熟稔

不太熟稔

不論是校內模擬試，還是自行操卷，很多同學都被

快速檢閱

分數蒙蔽雙眼：因高分而自滿，因低分而沮喪。王老師強
調，模擬試和操卷關鍵其實不在於分數，因為每次應對的

重要 / 常考 由於已熟稔，很

試卷根本不一樣，重點是在於賽後檢討，判斷掌握到的知

快上手

識和拿捏到的技巧有多少。因此，考生必須提醒自己，在
溫習期間，任何對「錯誤」的正確判斷，都能引領同學往

不重要 /

正確方向。愈是犯錯，愈要清楚為甚麼錯，問題千變萬

不常考

化，但萬變不離其宗，重點就不在於答案，乃在於尋找答
案的方法。
時間有限，王老師忠告同學，要以策略性思維，按
課題重要性、常考的程度，以及預期需要多少時間心力才
能拿捏，去判斷哪些課題要執着溫習，哪些應壯士斷臂略
過。

專攻

簡略一看

略過

Cover Story

說到操卷，王老師還有以下實用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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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遠赴英國出席蘇格蘭青年高
峰會活動，以英語分享學習英語
的經歷及介紹學校。

位

於元朗區的東華
三院郭一葦中

學，秉承東華三院服務社
會、作育英才的辦學宗
旨，致力發掘學生潛能，
達到「全人教育」。何世
昌校長表示，種子栽種在
適當土壤上，自然能發芽
茁壯生長，該校一直為同
學提供適合的土壤，讓學
生健康成長。

籌辦海外交流 設計STEAM課程

「全人教育」發掘學

Interview wtih School

到訪新加坡 Riverside Secondary School 與當地師生進行交流。

舉 辦「 上 海 歷
史文化及姊妹
學校交流團」，
增廣見聞。

體驗外國風土人情

何校長認為，要讓學生掌握不同學習領域的知識，首要
是讓他們拓闊視野，培養全球公民意識，增進個人修養。為
了讓同學親身體驗不同文化，該校特別與海外學校合作，遠

何世昌 校長

東華三院郭一葦中學

拓闊視野

至蘇格蘭，近至新加坡、上海，都有當地學校參與交流。學
生並非單純觀摩當地文化，自己也要做好準備。以蘇格蘭交
流考察為例，學生需要參加當地青年高峰會，在幾百位外國
人面前，介紹自己學英文經歷，與及自己的學校。同學亦會
在對方學校上課，並在當地家庭生活，融入社區，親身與當
地人以英語交流，反過來蘇格蘭學生亦會在香港住宿生活。
獲機會參加考察的學生多在成績、服務有出色表現，而其他
同學只要保持努力上進，一樣有機會到外國考察，從而激發
他們的學習動力。

生潛能

同學遠赴北京，到訪姊妹學校房山中學 五十位來自元朗區三所東華三院中學及
兩所東華三院小學的聯校閱讀大使，透
並參觀當地景點。
過實地考察學習環境保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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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可利用平板電腦，配合電
子學習。

透過 STEAM 週各類活動，
提升學生的科學及科技素養。

該校在初中將全面推行 BYOD 計劃，推動電子學習，提升學習效能。

學校投放大量資源

提升教學效能

聯校漂書活動增進同學閱讀興趣。

多元活動提升英語水平

此外，該校亦在硬件和軟件配合，進行課程改革。

營造良好英語語境氛圍，提升學生英語水平，亦是何校

因應課程發展，STEAM被納入正式課程，在中一將電腦、

長的目標。除了聘請外籍老師，逢周五舉辦英語日，鼓勵師

家政、設計與應用科技及綜合商業四個元素融合變成新學

生以英語交流。該校另外投放100萬元推行「English Art」，

科，並不設考試，鼓勵同學在輕鬆的學習環境下發揮創

活動包括英語戲劇、朗誦等課程以外的英語元素，提高學習

意。該校亦特地設置不同專室，配合課程發展，包括STEAM

興趣。該校也邀請名師到校為學生補習英語，拔尖補底，照

創作室、食物科技室及視覺藝術室等。何校長指出，為

顧同學的學習差異。

了確保新學科的教學效能，該校特地投放資源，重新培訓
老師並設計新教材。來年該校將利用教育局資源全面推行

何校長希望透過閱讀增進同學學習興趣，豐富知識層

BYOD（Bring Your Own Device）計劃，令新技術與舊有知識共

面。近兩年，該校積極聯繫新界西的友校，籌辦聯校漂書活

融，提升教與學效能。該校老師更到教育局學習，並透過

動，提高學生的閱讀興趣。何校長笑言，他本人稍後也會帶

「i-Journey」計劃被甄選到英國、芬蘭考察外國教育經驗，

領同學到澳門進行閱讀散步，了解當地文化，與同學齊齊享

將寶貴經驗回饋學生。

受閱讀樂趣。

Interview wtih School

李泳琦同學（右二）於全港超過一千位申請者中脫穎而出，成功入選「與司局長同行」計劃，
跟隨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教授一天，體驗局長的工作。

與司局長同行

裝備生涯規劃

生涯規劃是學校重要的課題，該校特別為中六級學生安
排Face to Face計劃，由教師與學生分享升學及擇業的心得，
學校網址

引導學生規劃自己的前程。學校每年為中五學生舉辦生涯規
劃營，透過不同的活動，讓學生認識自我，又邀請從事不同
行業的校友現身說法，讓學生了解職場的要求。該校李同學
更參加了「與司局長同行」計劃，與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
始工作一天，汲取寶貴經驗，中三學生更有機會到大灣區考
察，了解當中機遇。
最後何校長寄語同學要終身學習，與時並進，最重要是
提升自我，日後即使投身各行各業，面對不同挑戰，相信都
能迎刃而解。

GoodSchool.hk

東華三院郭一葦中學
地址：元朗天水圍聚星號3號
創校年份：1995
學校類別：資助男女
校訓：勤、儉、忠、信

電話：2447 1258
傳真：2447 4927
電郵：office@twghkywc.edu.hk
網址：http://twghkywc.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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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鏈管理——

管理的是甚麼？
要

教育學生有關新一代供應鏈的知識，系主任吳志雄博士和我都認同，
應先讓家長和學生明白供應鏈的重要性。供應鏈管理（Supply Chain

Management；簡稱為SCM）為非一般的管理，現代的企業競爭模式已經由企
業與企業之間的競爭，變成供應鏈之間的較量。企業再不能只靠自己在市場上單
打獨鬥，它們必須與供應鏈的成員緊密合作。

在我們熟悉的消費者市場上，毫無疑問，蘋
果（Apple Inc）是創新品牌、軟件及手機應用APP生
態系統的全球佼佼者。但是，Apple背後供應鏈之
強大，大家又有否察覺？蘋果在市場上絕非單打
獨鬥，亦絕非不事生產。蘋果從各種來源購買原材
料，然後運往中國的裝配廠。從那裏開始，裝配
商已可以將蘋果產品直接送往在蘋果線上商店購
買產品的消費者（通過順豐、UPS或Fedex等速運公
司）。
具體而言，供應鏈管理是把供應鏈各成員包括
零售商、中間商、生產商、倉庫和配送中心等有效
地組織在一起，而進行產品設計、製造、轉運、分
銷及零售的管理方法。不過，由於環環相扣，供應
鏈愈複雜，出意外的機會愈大，缺乏管理的供應鏈
可以由於一個環節的失誤導致整條供應鏈的災難收
場，像2008 年的「三鹿集團毒奶粉」事件、2016
年的「三星手機連環爆炸」事件，大家仍然歷歷
在目。

降低成本提升運營效率
對供應鏈進行全局性規劃，當中包括確定原
材料的獲取和運輸、產品的製造或服務的提供，以
及產品配送和售後服務的方式與特點。實際上，供
應鏈管理不僅可以降低成本，有效地能夠以最低
成本將原材料轉化成零部件、半成品、成品，它還
可以在企業內創造更高的運營效率。現代供應鏈管
理更包括端到端業務流程的戰略，以創造出更好的
市場和經濟價值，以及為企業提供超越對手的競爭
優勢。
時至今日，供應鏈戰略突破了一般商業戰略
規劃中，集中關注企業本身的局限。通過在整個供
應鏈上進行規劃，進而實現為企業獲取競爭優勢。
供應鏈戰略和管理的重點，不再是企業向顧客提供
的產品或服務本身，給企業自身增加的競爭優勢，
而是該產品或服務在企業內部和整個供應鏈中，流
動而創造的市場價值，以及給了企業增加的競爭
優勢。

胡鎮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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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

香港恒生大學
供應鏈及資訊管理學系助理教授

創新性產品當中，企業注重的是反應性供應鏈
戰略。它強調快速對需求做出反應的戰略，這是因
為創新性產品所面臨的是非常不確定的市場，而且
產品的壽命周期也短，企業面臨的重要問題就是如
何快速把握需求的變化，並能夠及時做出有效反應
來適應需求的變化。

涵蓋從庫存及銷售
由於供應鏈管理在香港還是一個未完全普及的
概念，許多市民對供應鏈管理的理解仍是片面的。
很多人還停留在大企業必定是大而全的縱向一體化
管理模式，並把供應鏈管理與物流管理、電子商
務、供應管理混淆起來。實際上，物流管理只是供
應鏈管理中的一個組成部分，而電子商務則是供應
鏈管理過程中部份環節的電子化流程，而供應管理
也僅僅是其中一個環節而已。
供應鏈管理涵蓋的範圍的確很廣，更可涉及產
品的生產、運輸和分銷。它涵蓋了從庫存到銷售，
對於任何生產和銷售產品的企業都至關重要。這個
領域的專業人士必須與他人密切合作，以獲得他們
所需要的一切。更重要的是，他們需要確保所有這
些都在預算內按時完成。所以供應鏈的專業人士需
要與客戶和供應商建立強有力的合作夥伴關係，當
中信息和通信技術的重要性，以及語言溝通對於供
應鏈管理的作用也不可或缺。

課程專注培訓業界專才
物流／運輸為主的學士學位在港比較普遍，
側重於一般業務概念、物流、庫存管理和理論，當
然還有供應鏈上一些個別環節的管理。相比之下，
香港恒生大學的供應鏈管理工商管理（榮譽）學士
課程為本港少有大型的供應鏈管理課程（每年學額
超過一百）。供應鏈管理學位針對和專注培養學生
成為在業界發展事業的專業人士，讓同學清楚知道
和掌握供應鏈管理並涉及的範疇、供應鏈戰略的重
要性、供應鏈整合的定義和重要性、資訊和數碼科
技對供應鏈的應用和影響。學生不只獲得一張畢業
證書，當中還包括談判技巧、績效和品質管理、資
訊運用和管理、電子商務、生產和物流分析以及空
運管理。
借用吳志雄博士的話 : 「當企業將制訂競爭策
略的焦點由本身轉到供應鏈時，它便會發現，建立
良好的內部制度及系統，只不過是邁向有效供應鏈
管理的第一步。如何將管理延伸到上游的供應商及
下游的客戶，將會是充滿挑戰的下一步。」要行
出這一步，絕對需要好好裝備我們的下一代，來提
供足夠新血補充供應鏈管理上不同的崗位，包括採
購代理、運營經理、物流經理／分析師、供應鏈經
理、採購經理、生產、排程及計劃專員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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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家珍

輔導心理學家

曾擔任樂善堂梁黃蕙芳紀念學校校長、特殊
學校言語教師，擁有 20 年以上教學行政，
SEN 支援及學校輔導經驗。現為南京游府西
街小學國際部榮譽校長、南京游府西街小學
教育顧問，啟發潛能教育聯盟教育顧問。

改善

讀寫障礙

Name:
NG KA CHUN (伍家珍)
現職工作： 南京游府西街小學國際部榮譽校長及南京游府西街小學教育顧問
國際啟發潛能敎育聯盟教育顧問
個人簡介： 伍校長曾為樂善堂梁黃蕙芳紀念學校校長 10 年，在她的領導下學校取
得多個國際獎項包括啟發潛能學校成就大獎，小班教學知識轉移案例
本港教育局指出，讀寫障礙是一種最常見的特殊學習
獎，獲國際經合組織(OECD)的教育及研習研中心選為全球
30 個最傑出
學校改革案例，亦為亞洲區唯一獲選案例等。

由

於小玲的父母都是上班族，所以小

障礙，學生雖然有正常的智力和學習經驗，卻未能準確而流

玲 自 小 就 由 外 婆 照 顧 。 外 婆 覺 得 小伍校長經常獲邀為教育界進行教育行政、課程發展、教師輔導及家長教育等專題講

暢地認讀和默寫字詞。一般來說，他們有口語表達能力較文

玲品性純良，平日也乖巧聽話，但是每到做
學

座，講座地區遍及美國、沙巴、澳門、南京、佛山、深圳及香港。

字表達能力為佳；閱讀欠流暢，並時常錯讀或忘記讀音；儘
歷： 香港樹仁大學心理及輔導文憑

功課，小玲的那支筆就好像變成了催眠棒似

管努力學習，仍未能默寫已學的字詞；抄寫時經常漏寫或多
香港樹仁大學臨床心理輔導督導專業文憑

的，只要小玲把那筆桿握在手中，不消五分

寫了筆畫；把文字的部件左右倒轉或寫成鏡像倒影；較易疲
中文大學教育行政碩士

鐘，她便能打盹。於是，小玲做家課總是拖經

香港公開大學教育榮譽學士

中大教育心理碩士
倦，需要更多的注意力去完成讀寫的作業等特徵。許多研究
驗： 5 年特殊學校言語教師
都發現了讀寫障礙的成因，多與患者腦部文字解碼區域或視
20 年以上教學行政，SEN 支援及學校輔導經驗

拖拉拉直等到她爸回家，再苦戰到午夜，她

覺聯系缺損有關，而並非因爲
學童缺乏學習動機。若未能獲得
5 年臨床心理輔導督導經驗

的功課才算勉強完成，可是一家上下都折騰

及時和適當的輔導，讀寫障礙的影響將持續至成年。
1 年中文大學 PGDE 課程兼職講師

得一身累了！

作：中港教育雙月刊 – 親子專欄文章(2011 年 7 月至 2013 年 7 月)
EVI完整的讀寫障礙改善訓練分為三個部份：提升患者對文
幼兒教育網 – 每月親子專欄文章(2012 年 9 月至 2013 年 8 月)
明報教得樂周刊- 親子專欄文章(2011 年 12 月至 2014 年 4 月 )
字的專注力能力、增強患者的文字解碼能力（尤其記憶、提
作書-《教育孩子的 50 條法則》，明窗出版社 ， 2014 年 3 月

著

其實小玲並不笨，而且頗為聰慧。在課堂上她常能理順
一些艱深的問題，畫畫更是她的強項，問題在於寫字上。她
寫的字很醜，就連筆順、字形結構、部首、部身她都是「亂
來」的，正因為字寫得慢和經常寫錯，她的測考成績老是偏

2 年「樂善童心」早期介入有特殊教育需要兒童輔導計劃執行顧問

取及命名的能力）、改善書寫能力。這些系統的訓練如能持
續兩三年，患者的讀寫障礙情況都能得到相當的改善。教師
和家長也可參考以下的建議幫助有讀寫障礙的孩子：

低。其實小玲在小二時已被教育心理學家評為有顯著讀寫障

4.

礙，本人和她的父母都不知道讀寫障礙是甚麼，只知道她寫
字比較慢，所以他們每晚都陪着女兒撐着疲累趕家課，直到
深宵。

1.

3.

輔助孩子掌握寫

上閱讀，父母的伴讀，床邊

作的方法，如運用六何

故事時間等，都是培養孩

法、腦圖、視覺組織圖、

子常閱讀的良方。

運用多感官的提
示加強對文字結構的記
憶，如用不同的顏色筆來
突顯字體的某部分或
筆畫。

2.

如獲得適當的引導，
有讀寫障礙的孩子也可愛

流程圖和關係圖等。

5.

6.

輔助孩子掌握聚

家長可與校方商議

建立孩子自行審

焦學習的技巧，如找

讓孩子使用電子工具輔

閱的習慣，以減少

出文章的重點，認識

助學習，例如利用電腦文

寫作的錯誤。

關鍵詞彙等。

字輸入法代替紙筆抄
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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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雲娜

DSE英文科評分準則

你知道嗎？

老師

擁有 25 年教授英語的經驗，目睹不少學生對
學習英語時存在不同程度的恐懼及困難。為
提昇學生對學習英語的興趣和質量，出版書
籍並研發出—套適合中國人學習英語的方法
Double R 整 合 法（ 詳 見 www.doubleramalgam.
com），令學生更有效、更有系統地學好英語。

續篇

上

回提及如果要戰勝考試，首要條件是應考者先了解該科的考試評分標
準，才能對症下藥，在考試中發揮得淋漓盡致。其中，DSE英語寫作

卷和口試卷看似主觀性評分為主，事實上亦有客觀性的理據可跟從 。考官在批
閱寫作試卷或評審說話技巧時，所謂的印象評分標準便是把考生的表現先分為
【及格】和 【不及格】。再由【及格】細分為高、中、低 三個類別。

甚麼是句子架構？

式。忽視或亂用文法會導致甚麼問題 ？語句不通順只是其
次，更嚴重的是令對方對原本意思產生誤解。譬如：

考生要取得【及格】，便要令考官相信他配得上【及
格】的資格，運用的句子結構讀起來和聽起來便要有「真

(1)  Uncle Tom stopped eating snacks.  

英語」的結構。例如： 妹妹昨天和媽媽看了一套關於企鵝

(2)  Uncle Tom stopped to eat snacks.

的戲。許多英語能力不佳的同學便會逐字逐字翻譯，如：
Sister yesterday and mum watch a about penguin movie. 雖然用的

(1) 是 Uncle Tom 不再食小吃；(2) 是 Uncle Tom 停下來

詞彙全是英語，但是跟英語裏的SVO（Subject Verb Object）

食小吃，意思差不多相反！英語只有26個字母，它的語系

表達方式實在南轅北轍。最正規的首選表達方式是 My

就像混顏色一樣，只要把不同原色混合，便能「製造」新

（little/younger）sister watched a movie about penguins with mum

顏色、新意思。例如 a pig 是豬，a pen 是筆 ；但是 a pig pen

yesterday，寫成 My（little/younger）sister and mum watched a

是甚麼？豬筆？豬形的筆？非也，原來跟筆無關，pig pen

movie about penguins yesterday 亦可以，但就欠了些真英文的

是指【豬欄】。又如Coffee 是咖啡，table 是檯 ；結合成a

韻味。上面的例子顯露了考生根本不甚理解英語的結構，只

coffee table 便變成了【茶几】。

是照字譯字。還有中國人習慣省略「我的」只說「妹妹」，
但是在英語裏只有表達「媽媽」或「爸爸 」（Mum and
dad）時會省略「我的」。  另外時間「 昨天 」在中文裏是

誰能在 DSE 摘星？

放置在句子前或中間，但是在英語裏「 昨天 」 大多是放置

考生若要挑戰最高級別的 5、5*、5**，掌握句子架

在句子最後。所以要取得【及格】，首先要掌握英語的句子

構和文法的用法仍然未夠，還需要表達自然的用語。同

架構。

一意思的英語字詞實際上有很多，加上大量的片語動詞
（Phrasal  Verb）和成語（Idiom），統統都不能照譯 。如 I

甚麼是文法？

am more than happy to help便是「我非常樂意幫忙」；I can't
agree more便是「我非常同意」。然而大部份香港學生只

句子結構只是第一步，要取得大學的入場券，還需提升

會用 very 表達【非常】。又例如要表達「尊重」一個人，

至更高水平，純熟地運用其他英語技巧，下一個層次便是要

許多人會選擇動詞 respect，但是母語為英語的人大多用

探究英語文法的正確用法。許多人說英語文法非常難學，在

respect 為名詞 show respect to 或一個片語 look up to。單憑看

寫作和說話時經常出現文法錯誤，究竟文法的定義是甚麼？

字詞的選擇，考官便能區別考生對英語的接觸運用是一種

簡單來說，文法就是文字的配搭，例如 can 後面的動詞要

【語言】，抑或只視為一種【科目】。總而言之，只有平

保持不變；can going 便是錯，冠詞 a 後面便要一個單數的名

日看待英語為【語言】的人，利用它與人溝通，應付生活

詞；a people 便是錯，因為 people 是眾數。受了母語中文影

所需（包括消閑娛樂）， 才有機會打開5、5*、5**之門。

響，不少香港人常在寫或說英語時只顧及意思，忘記表達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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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靜芬

校長

香港道教聯合會
圓玄學院第一中學前校長

備戰 DSE 英文科

態度決定成敗
2

019中學文憑試英文科將於4月4日及6日舉行，先考卷一、二、三，而口試
則於4月29日開考。英文科對大部份考生而言，可說是最具挑戰的主科，在

這短短不足一個月裏，考生應如何準備，才可有望考得比預期理想的成績呢？
事實上，要在短時間內大幅提升英語能力是不切實際的想法，但若然考生能夠意
志堅定，不怕困難，善用Study Leave針對自己英語能力的強弱項，有策略地努
力溫習，對提升成績肯定是會有幫助的。我認為在這段時間，考生必須先認清自
己對英文科的備試及應試態度（Attitude），並且充分了解和掌握四張卷的考試
要求和取分技巧（Skills），以及落實溫習計劃提升英文知識（Knowledge）。
先談態度，我曾任教英文科多年，觀察到學
生的公開考試表現，或多或少受到考生自己在這個

加努力，便會在英文的聽讀
説 寫能力有進步，但可惜
他們怕辛苦、欠毅力，亦太短視。

階段的備試態度和心理質素影響。若把中六學生在
Study Leave的備試態度粗略分類，可分為：

3.自我放棄型

1.戰鬥到底型

能力和考試要求相差太遠，沒有可能及格。正所謂

認為溫習英文浪費時間，因為覺得自己的英文
無論校內成績如何，到此刻仍想盡辦法拼命溫

成功在嘗試，這種未戰先投降的心態要不得！

習，爭取更佳成績。這類型是我最欣賞的，這些考
生盡己所能，問心無愧，就算最終沒有考得理想成

4.天下無敵型

績，也總算對自己有個交代，而且所付出的努力必

校內成績理想，甚至有可能考到5**，但卻掉

定已讓學生養成良好的學習習慣，對日後繼續提升

以輕心，低估了考試的難度。滿招損，謙受益，驕

自己的英語能力定有幫助。

兵必敗。這種態度白白浪費了考生爭取更佳成績的
機會，嚴重起來更大大收窄了升學的選擇，實在可

2.隨遇而安型

惜。

自我感覺良好，不願付出，抱着僥倖心態上
陣，希望到時有幸運之神眷顧。若然成績欠佳，便
歸究試題太深。這種心態是不健康的，試問這個世
界哪有免費午餐？這類學生其實頗有天聰，相信稍

端正好心態，提升考試技巧和語文能力便可事
半功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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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偉儀

校長

佛教黃允畋中學

「死亡之卷」攻略：

如何適當投放時間
中

文科試卷向被稱為死亡之卷，是不少同學的夢魘！雖然現在距離中文科
開考已不足一個月，但要在有限的時間內取得好成績，也不是不可能

的！必殺技有二：

1. 重點出擊：

可以取得好成績：首先，審題要小心和周全，例如

中文科共有四張試卷，簡言之是讀寫聽說，各

2018年題19中，很多考生忽略了「孤獨最主要的理

分卷的佔分比重不一，現在時間緊逼，若將時間平

由」而列舉多項理由說明，造成失分。其次，注意

均分配於四張分卷，徒費精力、事倍功半。同學們

答題技巧，一些題目都有類似的作答形式，例如評

宜檢視自己能力強弱，小心計算，如何將溫習時間

論題，多先表示明確立場，然後複述文章觀點，再

集中在能夠提升整體成績的分卷之中。舉例說，卷

解釋自己的觀點，最後稍作總結。作答要有文本作

二寫作卷佔中文卷總分達24%，和卷一閱讀卷佔分相

依據，不可自我猜測。

同，但卷一閱讀卷向來難以應付，若然時間緊逼，
例不如將時間集中於卷二寫作卷。寫作卷的題型離

卷二方面，上文已經提及。至於卷三方面，同

不開記叙、抒情、議論，只要在考前集中精力預備

學們多着重字數，用字遣詞卻千篇一律，應要懂得

好相關的題型，定能於考試時候有最好的發揮。

配合場景。聆聽閱讀材料應同樣兼顧，同學們必須
善於運用兩者，才不致忽略答案的要點。整合資料

2. 勤做試卷：

同學大多會在試前多做練習試卷，或重做以

方面，歷年考生表現一向不錯，惟拓展多欠方向，
徒抄不少閱讀材料，對焦欠準，以致浪費時間。

前的文憑試試卷，同學在做卷的時候，一定要設法
完全掌握每份試卷的分數分佈情況，哪個部份是自

最後，卷四方面，題目多數符合中六學生的

己較有把握而又佔分較多、哪個部分佔分較少而欠

常識範圍，貼近生活見聞和學習經驗，又附閱讀材

缺自信，這些情況必須了然於胸，方能於臨場考試

料啟發思路，導引考生從不同角度思考論題，同學

時，以最快時間掌握試卷中題目深淺的分佈情況，

們要小心審題，扣緊題目要點，勿失討論方向。同

然後投放時間於自己能獲得最多分數的題目之上。

學們應展示識見學養、組織思維以及語言表達等能

另外，評卷參考當中會提及一些常見的修辭手法和

力，當中要多注意應對態度，不可自說自話，失去

寫作手法。勤做歷屆試題，方能有最好的發揮。

口語溝通的要旨。此外，說話內容以自然為主，避
免硬背名人諺語，為用而用。最後，發言次數或長

至於各分卷的準備方面，卷一閱讀卷往往是同
學們最擔心的考卷，只要留心以下四方面，相信都

短要知所控制，萬不能因追求發言次數而令組員沒
有發言機會，考評局會處理此類霸佔發言的考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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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三院郭一葦中學
聯校漂書嘉年華暨資訊日

香港太空館主辦

天文快樂時光
親子可透過天文望遠鏡，
觀察月球和行星的真貌，感受
伽利略400年前的大發現——

日期：3月16日
時間：上午9時至下午5時
地點：天水圍聚星街3號
網址：http://twghkywc.edu.hk

他觀察到月球表面佈滿環形山
和撞擊坑，並發現金星的盈虧
現象，與及圍繞木星公轉的四
顆衛星，原來地球是太陽系中
的一顆普通行星。

2

日期：3月20日
時間：晚上7時30分至9時

「慶賀卓越成就，照耀璀璨未來」
趙聿修紀念中學 40 周年校慶開放日

日期：3月22日
時間：上午10時
地點：元朗體育路7號
參考網址：http://sites.clsmss.edu.hk/web

玫瑰崗學校 60 周年紀念開放日
暨綜藝音樂匯演

地點：尖沙咀梳士巴利道10號
香港太空館天台
票價：免費
參考網址：http://hk.space.museum/zh_TW/web/spm/activity/
observation.html

3

日期及時間： 3月23日上午10時至下午4時（開放日）
3月30日上午11時及下午4時
（綜藝音樂匯演，共兩場）
地點：香港司徒拔道41號B
參考網址：http://www.rhs.edu.hk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與故宮博物院聯合主辦

「穿越紫禁城——建築營造」展覽
該展將介紹紫禁
城的歷史、規劃佈局和
建築特色，其中還包括
規格最高的太和殿。家
長除了能帶孩子認識紫
禁城建築背後的歷史文
化，該展亦會同時介紹
香港中式建築物的特色

4

和風格，從中培養保育
文物建築的意識。

福建中學附屬學校十周年校慶音樂劇
日期：4月16日及17日
時間：晚上7 時
地點：紅磡灣育才道11號理工大學賽馬會綜藝館
參考網址：http://www.fssas.edu.hk/zh

日期：即日至4月7日
時間：星期一至三、五：上午10時至下午6時
星期六、日：上午10時至晚上7時
地點：尖沙咀海防道九龍公園
香港文物探知館專題展覽廳
票價：免費
參考網址：www.amo.gov.hk/b5/whatsnew_20190108.php

滙豐銀行主辦

Taste of Hong Kong 美食節 2019

21

作為一年一度全球最大型的餐飲活動，雲集香港及國際知
名食肆，由世界級名廚推出超人氣菜式和即場示範烹飪，並設
有特色酒吧、音樂表演和合家歡節目，讓親子度過一個輕鬆、
愉快的假期。
日期及時間：3月21日：下午6時至晚上10時
3月22及23日：下午12時30分至4時30分、6時至晚上10時
3月24日：下午12時30分至5時30分
地點：中環龍和道9號
中環海濱活動空間
票價：滙豐信用卡客戶：$98（預訂）、$120（現場購買）
其他信用卡客戶：$120（預訂）、$150（現場購買）
參考網址：tasteofhongkong.com

基督教勵行會主辦

基督教宣道會愛主堂主辦

2 人 3 足勵同行

Dress For Success 講座
讓子女以2人3足方式
步行，由清水灣鄉村俱樂
部出發，步行約4小時，親
身體會殘障兒童步行的艱
難。活動亦設親子嘉年華
和體驗工作坊，並由車路
士足球學校（香港）提供
足球訓練，給親子一個有
意義而難忘的周末。

由Bryceland's & Co.創辦人之一Kenji Cheung，以及時裝
設計師Nara Chan主講，如何以有限資源配搭多樣化上班衣
著，展現個人品味，附設個人形象指導和茶點。
日期： 3月30日
日期：3月23日

時間： 晚上7點半至9點

起步時間：上午9時15分

地點： 西灣河興東商場203號

起步地點：清水灣大坳門139號清水灣鄉村俱樂部

基督教宣道會愛主堂

最低籌款額：$700

票價： 免費

參考網址：http://www.christian-action.org.hk/charitywalk/index.php/zh

參考網址：https://goo.gl/forms/61lhp86rBP94477T2

G

oodSchool 好學校網站為一個免費教育資訊搜尋網站，我們除了提供學校
及課程搜尋外，網站內亦上載了大量的教育界及不同學校的資訊，如《學
校概覽》、《家長篇》、《升學篇》及其他學校主題刊物電子版、學校
開放日、教育嘉年華活動等資訊，讓家長可以從不同角度去了解學校，從而選擇
最適合的學校或學校模式給子女。
我們希望透過 GoodSchool 好學校網站，發放教育界「最新」、「最快」、「最貼地」
資訊到家長和學生手上。

● 全港十八區學校概覽

● 到校直擊

報導學校最真實的一面

● 適時更新學校資料

● 請
 即登入 GoodSchool 好學校網站及上
GoodSchool Facebook 專業讚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