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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近，「 校 長 」 鄭 國 漢 教
授 向 傳 媒 表 示， 嶺 南 部 份
課程以中文授課並不恰當，
校方為加強英文訓練，除中
文 系、 翻 譯 系 等 個 別 課 程
外， 其 餘 課 程 需 嚴 守 以 英
語授課的規定。鄭的言論，
令人擔心學校將大幅推廣
英語授課，扼殺中文授課。
事實上，香港一直強調「兩
文 三 語 」， 但 明 眼 人 就 知
道，中文受重視的程度遠不
及英文，這種情況在處處強
調國際化的大學更甚。大學
的授課語言長期被英文壟
斷，學術寫作也往往以英文
優先，這種狀況是否健康？
對教育與社會又有什麽影
響？這期《嶺南人》有幸邀
請到本校文化研究系許寶
強博士，跟我們談談大學的
語言政策、國際化以及中文
的學術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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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當年陳坤耀校長希望以英文授課提升英文能力，
現任校長同樣有此看法。根據報章，他希望加強學生
的中英文訓練，除中文系、翻譯系等個別需以中文授
課的課程外，其餘課程需嚴守以英語授課的規定。你
支持此做法嗎？現時有沒有受到壓力？

許：事實上大概全港的大學校長都抱持這種觀
編：現時大學的授課語言政策是怎樣的？
許：現時大學除了中文系、翻譯系這些課程外，
除非個別學系特別申請把一些科目轉為中文授課
（需要充分解釋這些科目的特色為何適用中文授
課），絕大部份的科目的官方授課語言都是英文。
不過，學科的授課語言政策也有一個 switchable
option，就是當全班沒有非本地生，而老師和大
部份學生都有共識，就可以轉用中文授課。然而，
為了避免影響學生的意向，老師被規定不能在第
一課討論這個問題，而投票也要用暗票進行。此
政策源自陳坤耀任校長的時代。過去，嶺南長久
奉行雙語教學，直至陳坤耀上任後才改成英文授
課為主。新授課政策曾引起學生反對，當時陳校
長曾出席論壇參與討論，最終產生目前的妥協
方案——在英語授課的基礎上加上 switchable
option，政策一直運行至今。

點。翻查歷史，三十年代都有類似的語言政策，
認為用英文授課可加強語文訓練，提高學生的英
文能力。這種觀點與香港社會本身的特殊性有關，
也就是經濟價值享有很高的地位。英語被視為一
種有助經濟增長及學生就業的語言，受重視程度
一直很高，除了校長，教育工作者，家長們也非
常重視提升子女的英語能力。儘管香港政府基於
管治（而非教育）的原因，在不同時代都曾推動
母語教育，或者提倡中英語雙語教育，但無可避
免都會遇到家長的反對。重視英文教學的聲音，
在不同年代及其他幾所大學都存在，故此我不認
為現任校長重提，意味著有重大的轉變。由於我
沒參與記者報導的場合，不知他準確的言語，所
以無從討論他是否有新的想法和政策。我暫時沒
有收到有關語言政策的文件，我猜想暫時應不會
檢視和調整授課語言政策。

編：這種看法背後的思路是覺得用英文授課有助提
升英文能力？你是否同意這種邏輯呢？

許：我不同意這種說法，暫時我還沒有看到系統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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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證明以英語授課能提升學生的英文能力。一種直觀的
理解是：浸淫在英語的討論環境能改善英文，但這裡指
的是生活環境，比如住在英語國家，日常生活必須要用
英語。在那樣的環境下，自然有需要（推力）也有壓力（拉
力）運用英文，久而久之英文大概都能改進。然而，在
人工的課堂環境上，操作的時候會有很多體制上的問題，
或可以鼓勵同學使用英語，令學生可以放膽言說書寫，
但有時也可能產生相反的效果。舉例來說，如果課堂上
使用英語與考試評分緊扣，學生在運用英語時會變得小
心翼翼，甚至因恐懼犯錯而終日驚慌。在這樣的狀態下，
學習的動機也會減低，語言學習的效果自然不一定好。
除非本地的社會環境能夠配合，比如居於雙語背景的家
庭，平時的溝通都用英文，這樣就能提高英文能力。但
在嶺南的本地學生，大多缺乏這樣的英文討論環境，只
從人工的課堂環境單方面強逼學生使用與日常生活沒有
關係的英語，很難起到預期作用。千萬不要認為強逼就
一定好的結果，果真如此，嶺南以及香港展開英語授課
那麼多年，理應見到嶺南（和其他香港）學生的英文能
力突飛猛進；如果以英語授課真是卓有成效，大學以至
社會輿論也不必反覆強調要加強學生的英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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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那麼英語授課會不會反而影響學術效果呢 ?
許：從教育角度來講，教育效果因人而異，不
同的學生適合不同的教育方式。因此，對某一些
擁有較好的英文學習環境的學生來說，英語授課
或許有效；對另外一些學生，英語授課與中文授
課的效果可能沒有太大的分別；但對一些英語較
差的同學來說，英語授課甚或會打擊他們的自信
心，損害他們的求學意欲。至於哪些人比較多，
哪些人比較少，由於我沒作系統的研究，因此無
從判斷。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全盤要求推行英語
授課會有危險，對不同種類的同學可能產生不同
（甚至負面）的教育效果。此外，不同的學科也
有不同的語言要求，理工科或可多用英語授課，
因為科目的內容比較 universality，例如數學。
不過，人文學科更多講求個人感覺，也講求討論
交流，即使本地生中英文最好的一群，由於採用
非母語的第二語文，表達也要打個七八折，故此
不用母語授課不僅會有困難，而且學習的效果也
不會太好。

編：縱使這種做法能讓外地生與本地生利用英文提升
交流，但是英語化下的國際化本身會不會太單一呢？

許：大方向上我是支持國際化的，也不反對儘
量加強同學的英文能力，畢竟英語是目前比較通用
的語言。不過，國際化的意涵應該更廣闊，國際化
應是指不同地方的人都應理解世界其他地方的文
化，故此國際化應是多向的，不能單朝著英語化發
展。從語言教育的角度看，其他語言也應該學習，
也不能忽視母語教育對國際化的貢獻。外地學生如
果真的要參與國際化潮流，應該趁機會學習當地語
言，一來瞭解當地的本土文化，二來當地的知識生
產往往以當地的語言傳授，要認識就必須掌握當地
語言。如果不是這樣，交流也沒有什麽意思。自然，
這一種交流需要較長的時間。此外，香港本身的學
術研究也不能忽視母語的書寫。如果香港的學術研
究只用英文，除一些較普世性的理工科目之外，對
國際的學術研究貢獻也很有限。一些學者，如孫述
宇教授甚至覺得英國文學也應該用本土語言學習，
因為文學意在表達情感，我們閱讀的時候，內心的
感受與反應是非常複雜的，我們要用自己最熟悉的
語言才能與文學作品對話，才能整理出細緻深刻的
感受，這樣才能產生新的閱讀可能性、甚至新的文
學理論。若然當其他國家的英國文學學者翻譯你用
母語書寫的作品，這樣的學術貢獻，將遠超過你用
第二語言書寫的著作。

編：現時各院校推行英語授課，還有一個原因是
英語授課能增加國際化程度，促進交流生與本地生
的交流，這樣做不是很好嗎？

許：英語授課當然可讓交換生與本地生交流，但
現在的問題是縱使有交換生，每班的數目也不夠多，
這樣對雙方都不好。在目前的處境下，非本地生往往
不會感到很舒服，因為本地生大多希望用母語授課，
但往往因為課堂上有外地生而要採用英文，於是一些
本地生或會傾向責怪他們外地生上，這樣其實對外地
生不大公平；而外地生也往往會覺得格格不入，感覺
受到排擠 , 他們當中甚至有些人上了第一節課就改選
其他科，令人感覺是本地生逼走外地生，這是目前這
種強制英語教學下的必然處境。要解決這個問題，需
要提高外地生在個別課堂內的數目，要達至這目標，
學校可以減少外地生可選擇的科目的數量，這樣每班
的外地生數量會相應增多，但這些科目並不只有外地
生，有意與交換生交流的本地同學也可參與。我們不
要以為本地生一定會沒興趣，他們當中也有人希望並
能適應用英語授課的，這種做法能滿足他們的需求。
由於學生是判斷過自己的能力與意願之後選擇的，故
此這種設計能較容易促進本地和外地生的交流，效果
應遠比所有科目都強制用英語教學好。另外，一些科
目也可以同時開中文班與英文班。舉與中國文化有關
的科目為例，教外地生與本土生可有不同的教法，英
文班的比較基礎，中文班的則深入一點，這樣做也不
用擔心英文班沒有本土生讀，因為有部分本土生也很
想用英語上課或與外地生交流。當然，這種做法要有
很好的資源配合，但學校還是應該從教育的角度考慮
這種可能性。

編：但現時中文似乎不被承認為一種嚴謹的學術語言。
許：在中文世界，台灣、大陸的中文學術發展已經
逐漸成熟，過去一種定型的看法，是認為英語發表的
論文質素較好，這種判斷源自對全球化的一種簡單理
解，就是認為英語因為其經濟價值令其學術價值也較
高，但我們不能說中文不是嚴謹的學術語言。中國大
陸由於長時間跟英美為主的國際失去聯繫，中文的學
術不習慣國際的規格，比如沒有 peer review，但這不
代表當中沒有優秀的作品。中文學術有自己的方式，
特別是三十年代的國學傳統。你不能說梁啟超、章太
炎、魯迅那些研究不行，只是現在的世界大勢覺得中
文相對次要。我覺得我們可以尋找一種方式，參考嚴
謹的英美學術規格，用中文書寫。這樣的話，我不認
為中文研究的質量一定會低過歐美的學術刊物，比如
像《台灣社會研究》這些中文學術刊物，質量就很高。

編：但學者需不需要多用中文書寫？因為這樣與
民間的連繫更大，可以把學府的知識傳到民間。

編：那麼在香港的語境中，中文的學術發表是否較少？
許：事實上應該如此，我贊成多些中文書寫，
許：的確很少，香港甚至有點貶抑中文的
學術發表。因為在現行的制度下，論文在英
文的國際期刊的發表次數非常重要，這會影
響 UGC（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對大學的資
源分配、教職員續約、升遷甚至大學排名。

理由是知識的生產應該服務當地的社會，特別
是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科，我覺得要鼓勵學院內
多用中文書寫。學術研究應有助解決本地問題，
這個我覺得理所當然，也是責無旁貸的，因為
學院的資源都是本土資源，比如納稅人的錢。
如果學術論文對本土毫無參考價值，我覺得是
說不過去的。

編：未來有沒改變這種模式（本土研究缺少）的可能？
許： 學院內部的動力不強，因為現在的大學
體系開放給全球各地的學者，特別是理工科、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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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等等，非本地的學者比例十分高；研究院也越
來越少本土學生，現在大約七八成都是中國大陸
學生。如果情況不變，長遠來說本土學者越來越
少，不利於本土的知識生產。不過，仍然存在改
變的可能性。現在的社會脈絡變化比較複雜，社
會興起所謂的「本土運動」，這運動由很多政治
原因推動，如反對大陸的干預，這種運動不多不
少會給予本土學術一些力量及空間，不過這也很
依賴學者、學生如何利用這些空間，去建立一些
本土的知識。

編：但是中文的學術翻譯會不會也是個問題？
許：翻譯在全世界都是問題，一來是可譯
性的問題，二來是翻譯不被承認為嚴格的學
術活動（除了翻譯系）。事實上，在社會科
學、人文學科這些學科，理論翻譯的價值絲
毫不低於創造理論，但現有的評核機制卻不
重視這種價值。現有的學術評核側重於學者
的研究能否發表在「國際級」期刊，這樣無
疑令學術貢獻離本土更遠。

總的來說，我們不能說英文授課令學生受苦就要
全盤否定，這樣會取消多元化，而部份學生也需
要這種教育。另外，我們亦應該歡迎內地生，因
為香港作為國際都會，擴大視野是需要的，但我
們不能完全取消母語教學。現在困難的地方是兩
邊的角力——一邊有人認為全球化重要，另一邊
有人完全抗拒，覺得本土的東西越來越少，故此
我們應該靈活地協商，提出一些具體的方案，合
理地處理這兩種不同的需求，而社會也需要就國
際化和授課語言作更多的討論。

記者後記
今日大學的國際化潮流浩浩蕩蕩，學院不斷強調英語授課，中文在大學的地位不斷受到貶抑。不止嶺南，就連以中
文授課為金漆招牌的中文大學近年也改英文為主要授課語言。事實上，在非英語世界中，很多一流大學如東京大學、
柏林大學、巴黎大學等，均沒有因片面追求國際化而棄用母語授課和書寫。誠然，英語授課或能提升學生的英語能
力，也有利於非本地生與本土生間的交流，但大學是追求學術、知識的地方，母語授課、書寫有時更為有效，我們
實在不應過分貶抑。另外，我們不應忘記大學不是學者、學生的小圈子智力遊戲，學院的知識要流入社會，推動社
會進步。要令這個過程更加容易，我們無疑需要多用中文討論、書寫學術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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