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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VEP及LCCI職業英語頒獎典禮2016特約專輯

提升英語溝通能力 培育本地英語人才

香港職業英語計劃（HKVEP）簡介
香港職業英語計劃提供一個獲本地及國際認可的語文能力評核系統及

架構，以協助業界設計職業英語課程、評核英語能力及獲取職業英語資

歷。評核以能力為本，讓學員能展示他們的職業英語技能。HKVEP亦

利用特設的語文架構，協助培訓機構設計優質的課程和評核，以確保課

程切合職場對英語能力的需要。每年約有25,000名學員考獲職業英語

資歷認證，並取得國際認可的英國倫敦工商會（LCCI）證書，作求職或

升學之用。詳情請瀏覽以下網頁：www.hkvep.vtc.edu.hk。

特別鳴謝比賽評審團（排名不分先後）
．職業訓練局項目經理黎淑芬 ．培生國際證書資格大中華區總監高建軍 ．培生國際證書資格高級教育顧問譚展雲博士 ．香港生力啤酒廠有限公司公共事務經理蘇明慧 ．資深酒店管理及培訓專員方歡鈴

職業英語比賽2016——大專組得獎名單
獎項

冠軍

亞軍

季軍

優異獎

最佳演繹獎

最佳語文獎

最受歡迎獎
（獲得271票）

姓名

Jundrei A. Santiago、Gurung Lopsang、
Rai Manjila

Gurung Ritu、 Hussain Muzamel、
Mohammad Shareen Choudhary、
Mohammad Sharmin Choudhary

周雅妍、何家浩、黃曉進、阮育智

陳兒、許悅庭、賴煦齡、吳家宜

余萬全

Rai Manjila

陳嘉銘、周錦榮、張燕喬、葉綺羚

就讀學院

青年學院（邱子文）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黃克競）

香港知專設計學院

青年學院（天水圍）

青年學院（將軍澳）

青年學院（邱子文）

青年學院（邱子文）

職業英語比賽2016——中學組得獎名單
獎項

冠軍

亞軍

季軍

優異獎

最佳演繹獎

最佳語文獎

最受歡迎獎
（獲得425票）

姓名

陳朗琪、吳惠恩、曾雅雯、余明琛

梁諾嘉、蔡玲、蔡培寧、韋晴

黃欣、關嘉瑜、林翹昕、蕭樂林

劉珈怡、洪芷堙、白海琪、崔曉敏

梁諾嘉

Loja Mel Herbert II Hubahib

黃欣、關嘉瑜、林翹昕、蕭樂林

就讀學校

德蘭中學

拔萃女書院

嘉諾撒聖瑪利書院

梁式芝書院

拔萃女書院

官立嘉道理爵士中學
（西九龍）

嘉諾撒聖瑪利書院

HKVEP及LCCI職業英語獎勵計劃2016得獎名單
學院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柴灣）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黃克競）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李惠利）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摩理臣山）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沙田）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青衣）

青年學院（九龍灣）

青年學院（葵涌）

青年學院（天水圍）

青年學院（邱子文）

姓名

Gbadago Yohana David Jr.、劉浩維

歐珍妮、莎朗娜

曹希鳴

ZAHIRA Yasmeen

周曉敏、郭倩霖、廖成、黃慧婷

余梓軒

楊家強、潘仲忻

林振浩

丘家韻、黃敬業

Gurung Lopsang、丁家恒、楊惠儀、許安棋

得獎者心聲
青年學院（九龍灣）得獎學生楊家強表示，學習英語難處不大，而學

好英語對他投身設計行業有極大幫助，因為他最終希望進身國際設計師

行列，若客戶遍布全球，英語是必備的能力。另一名獲獎學生是來自香

港專業教育學院（黃克競）的歐珍妮（Alconaba Jeanine Ann De

Castro），她認為英語非常重要，而且身邊不少朋友都以英語為溝通媒

介，她又相信英語能力良

好有助將來投身酒店服務

業，因為從事酒店業要接

待來自世界各地不同的客

人，良好的英語能力只是

成功的基本條件。

▶ HKVEP 及 LCCI 職業英語
獎勵計劃得獎學生楊家強（右
二）、歐珍妮（左二），跟在
場人士分享英語學習心得。

英國倫敦工商會國際職業資格認證（現為培生附屬機

構），是國際廣泛承認及獲高度評價的商業界職業資格認

證，認證範圍包括商業、語文及教育等職業資格認證。職

業資格認證以獨立科目、文憑或證書課程等形式進行，並

提供不同等級作進修階梯。

科目範圍包括：英語、金融及財務、營銷和客戶服務，

以及商務、資訊科技和管理

目前，全球超過120個國家，多於5,000所培訓中心、學

校、學院及大學提供資歷受英國倫敦工商會考試局認可的

課程。每年約有25萬名學生選用此資歷，繼續他們的專業

和學術發展。詳情請瀏覽以下網頁：www.lcciasia.com

或 www.lcci.org.uk。

英國倫敦工商會國際職業資格認證（LCCI）簡介

本年是香港職業英語計劃與英國倫敦工商會國際資

格認證合作的21周年，雙方再次攜手為香港專業教

育學院（IVE）、青年學院（YC）及香港知專設計學

院（HKDI）的學生推出第二屆 「職業英語獎勵計

劃」 ，目的是鼓勵在香港職業英語計劃基準的職業英

語課程中，取得優異成績的學生，在學習英語上繼續

努力。

今年合乎參加 「職業

英語獎勵計劃」 資格的

學生，角逐 20個職業

英語獎勵名額。香港職

業英語計劃辦事處主管

謝幗慧認為學生付出許

多努力學習英語，令人

印象深刻。計劃旨在將

職業英語推廣至學校及

職場，令大

眾 重 視 英

語。她指，

英語是國際

語言，學生日後到海外升學或加入國際企

業工作，也必須運用英語，因此她希望透

過職業英語廣播劇比賽及職業英語獎勵計

劃，提升學生運用英語的信心，讓學生多

接觸和鍛煉英語，提升水平。

計劃有助提升學生英語溝通水平
培生是一所在香港紮根多年的國際教育

出版機構，一直支持香

港職業英語計劃。培生

國際證書資格（香港、

澳門及台灣）高級區域

發展經理關穎怡表示：

「香港職業英語計劃很

有意義，讓學生在職前

做好運用職業英語的準

備，因此我們多年來一

直支持該計劃。學生修

讀由計劃認證的課程

後，更可獲頒證書，方

便求職或持續進修，增

加對英語運用的信心。

我們鼓勵學生多閱讀英語書籍、收聽英語電台、觀看

英語電視節目及電影，積極運用英語。期望計劃幫助

更 多 學 生 ， 得 到 更 多 僱 主 支

持。」
職業訓練局一向重視學生的英

語水平，每名學生都要修讀英

語。職業訓練局語文學科首席講

師陳劍虹表示： 「計劃意義重

大，能鼓勵學生學好英語，使英

語水平能應付實際工作需要，同

時培養他們學習英語的自信。」

職
業
英
語
獎
勵
計
劃

表
揚
優
異
學
生

▲謝幗慧期望學生透過計劃提
升英語水平

▲關穎怡認為計劃別具意義，
因此培生全力支持。

◀陳劍虹認為計劃肯定了
學生英語學習的努力

香港職業英語計劃（HKVEP）及英國倫敦工商會
國際資格認證（LCCI）自1994年開始，一直緊密
合作，致力推動本港職業英語發展及培養具備良好
英語能力的人才。為進一步鼓勵學生善用職業英
語，香港職業英語計劃自2011年開始，每年均與培
生（Pearson）及英國倫敦工商會考試局（現為培生
附屬機構）合辦 「職業英語比賽」 （Workplace
English Contest），讓中學及大專學生透過不同的
比賽形式及主題，鍛煉英語能力。

▲職業英語比
賽大專組、中
學組獲獎學生
與嘉賓合照

今年的 「HKVEP職業英語比賽」 分為中學組（中四至中六

學生）及大專組（就讀香港專業教育學院、青年學院及香港知

專設計學院的學生），參賽者須創作五分鐘的職場英語廣播節

目。比賽反應熱烈，吸引超過110隊學生參加，而比賽已於6

月中旬圓滿結束，經過多輪評審後，中學組及大專組的冠、

亞、季軍亦順利誕生。

大專組冠軍學生談感受
三名就讀青年學院（邱子文）

的學生，首次參賽就勇奪冠軍。

Jundrei A. Santiago 對摘冠感

到驚喜和興奮，他表示： 「我們

享受比賽的過程，從沒想過為獲

獎而參賽，我又相信這次獲獎對

我們都是很大的肯定，能幫助我

未來在國際商業的發展。」 他又

分享學習英語最重要是有機會練習，製造英語語境，最簡單的

方式就是跟別人用英語對談。Gurung Lopsang則分享： 「我
們三人份屬好友，所以準備比賽期間構思故事、修正對白，都

很自然暢順，就像平時聊天，沒有太大壓力，可能這種輕鬆心

態在比賽作品中反映出來，所以能脫穎而出。」 Rai Manjila認

為獲獎是一種肯定，她指： 「我們的母語並非英語，這次比賽

有如英語訓練，可學到不同的職場英語。比賽令我更明白學習

英語是有回報的，我修讀幼兒教育，日後工作都經常運用英

語。我們又不懂廣東話，英語成為我們跟別人溝通的重要途

徑，所以我們不得不學好英語。」

中學組冠軍學生分享心得
德蘭中學四名學生首度參加職業

英語廣播劇比賽即奪冠而回，以流

利的英語和出色的演繹，將生動有

趣的內容活現眼前，取得中學組冠

軍。陳朗琪表示： 「我們特別感謝

幫助、支持我們的老師。沒有他，

我們不能勝出比賽。」 吳惠恩認為

這次比賽為她們在學習英語路上打下強心針，對她們是肯定及

鼓勵。曾雅雯表示： 「事前沒有想到獲獎，其他參賽學校實力

很強，我們只是盡自己能力做好。」 余明琛指出： 「我們勝出

的關鍵可能在於挑選了一個很獨特的職業──遺體化妝師，而

當中在這職業所運用的英語及工作情景都很特別。」

▲HKVEP及LCCI職業英語獎勵計劃得獎學生與嘉賓合照

◀台下嘉賓細
心聆聽得獎學
生的分享

▲職業英語廣播劇比賽大專組
冠 軍 ： （ 左 起 ） Gurung
Lopsang、Jundrei A. Santiago、
Rai Manjila。

▲職業英語廣播劇比賽中學
組冠軍：（左起）陳朗琪、
余明琛、曾雅雯、吳惠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