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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會5,400萬贈中大
建館助「地球保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熙）為推動社區減少碳排放，
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向香港中文大學捐款5,400萬元，合作推
出「地球保源行動」，計劃包括成立全港首個以氣候為主題的
博物館—「賽馬會氣候變化博物館」，展示著名極地探險家
李樂詩多年珍藏的極地照片、岩石樣本及裝備等。另中大亦
會派出專業團隊到全港40間學校及非牟利組織，為他們的建
築物提供節能檢查及相關建議。

「地球保源行動」自去年6月成立，為期5年，宗旨是從社
區層面推動環保工作，包括公民教育、建築物節能及學術交
流等。中大協理副校長馮通解釋，近年氣候變化異常明顯，
香港作為已發展而且人口高密度城市，能源消耗大，有責任
為環保出一分力。

參考破冰船 擺冰屋模型

行動總監楊詩詩介紹指，氣候變化博物館的設計以破冰船
為藍本，內裡擺放冰屋及北極熊模型，亦設有大型熒光幕播
放氣候變化短片，加上李樂詩廿多年來到過「三極」（南北極
及珠穆朗瑪峰）的相關物品，包括照片、科學數據、岩石樣
本及裝備等，提供仿真的情景體驗。中大亦會在館內展示最
新的環保科研技術，及即時衛星和雷達圖片，讓參觀者了解
各地如何受到氣候變化的影響。該館設於中大康本國際學術
園8樓，佔地800平方米，公眾可免費入場參觀，預計今年夏
季落成，年底正式開放。

設專業檢查 助中小學減碳

此外，中大亦設有「減碳夥伴計劃」協助社區內的建築物
節能。計劃率先為全港中小學各15間及10個非牟利組織的建
築物提供專業檢查及建議，例如研究天台可否加設綠色花
棚、節能設備等。團隊由中大聘請的3名工程師及1位技術人
員組成，目前有14所中學、7所小學及數個院舍服務機構參
加，去年11月起陸續接受檢查，預計未來1個月會完成全部建
議書。

試點學校之一的潮陽百欣小學校長林碧珠表示，學校向來
看重環保教育，曾用環保方法節省廁所水，「萬多元的廁所
水費大減至4,000元，故對今次中大的建議書十分期待雀躍，
希望可為學校省點錢」。

「地球保源行動」會在香港各區舉行講座、展覽及嘉年華
等，宣傳環保訊息。中大昨舉行行動啟動典禮暨「中國環境
保護四十年學術論壇大會」開幕禮，主禮嘉賓有國家環境保
護局原局長曲格平、環境局局長黃錦星等。

東華學院擲銀彈 師生設施全「升呢」

皇仁學額不改 斥千萬「投資移民」家長憂激爭
名校首日收表減
中一「減派」攻略變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劉景熙)

教育從來都是社會的縮影，以
前社會風氣保守，部分學校屬

「齋校」，獨沽一味只收男生或
女生，希望讓學生專心讀書，
但時代轉變或令這些學校走入
歷史。本報翻查資料發現，最
近14年來本地單性別學校的數
目持續減少，從1998年的90間
減至2012年的72間，累計減少
兩成，平均1年就少1間；相信
這與近年有多間男校轉營為男
女校，以及沒有新的單性別學
校成立有關。有教育界人士指
出，現代教育提倡男女一同學
習，有助互補不足及學會與異
性相處，預計「齋校」只會隨
歷史「買少見少」。

資料顯示，1998年本港共有
90間單性別學校，男校和女校
分別是43及47間。不過至2012
年，本港僅餘下合共72間單性
別學校。當中男校大減至31
間，跌幅達27.8%；女校亦減少
了6間至41間。

變陣擴生源 社會風氣變

近年男校減少，與中一適齡
入學人口下跌不無關係。多位

「男校轉男女校」的校方代表回
覆本報查詢時表示，擴大收生
來源是學校「變身」的原因之
一。去年9月剛轉型的天主教新

民書院教師毛麗龍，以及今年轉型的余
振強紀念中學校長張行健均指，中一人
口下降，加上該區女生較多，有必要改
變傳統。前年轉型的廠商會中學校長麥
耀光坦言，若不變陣等同收生「讓半
臂」，壓力甚大。

香港教育政策關注社主席張民炳稱，
以前社會風氣保守，不少學校只收男生
或女生，讓他們專心讀書。不過，現今
教育觀念已有改變，一般人均認同男女
一起讀書更能互補不足，又可以培養兩
性相處技巧，方便將來進入社會工作，
故政府不再鼓勵設立單性學校，預計這
些學校「買少見少」，成為歷史。

香港近年再沒有新的單性別學校成
立，要追溯回「最後一批」成立的「齋
校」，已是1978年的香港聖公會何明華
會督中學（前身為聖公會何明華會督職
業訓練學校）及德蘭中學。

中一自行分配學位昨天起接受申請，部分家長率先到
心儀學校遞交申請表。傳統名校皇仁書院沒有參與

「減派」，該校副校長梁維信估計，首日收表數量與去年相
若，相信整體收表數量亦一如既往約有600份至700份，不
擔心因為學校學額無減少，惹來家長蜂擁遞表報讀。

校友月花萬元谷兒入母校

昨日到皇仁遞表的潘小姐表示，一家約5年前透過「投
資移民計劃」從上海移居香港，期望兒子入讀本港名校。
她擔心皇仁不減派，令其他家長因學位較多而爭相報讀，
令競爭更激烈。

本身任職大專教師的李先生指自己是皇仁校友，期望兒
子也到母校接受教育。他月花近萬元安排兒子參與多樣化
的活動，包括中、英、數三科補習班、面試班及功課輔導
班；興趣班則有畫畫、游水及羽毛球，務求兒子「文武雙
全」，增入學機會。

苦心母靠親戚補貼子補習費

另一邊廂，張太昨日為長子到華仁書院（九龍）遞表。
張太坦言該校參加了「減派」，削弱入學機會，加上兒子
在小學的表現大起大跌，擔心入讀機會不大；礙於家庭經

濟環境，她只能為兒子報讀較便宜的校內補習班，甚至需
親戚經濟補貼補習費用，但家人希望全力栽培兒子入讀名
校。如果申請不果，她考慮入讀直資學校，但估計學費將
佔家庭收入一半，正為學費籌謀。

風采鄧顯收表各減25%及33%

減派政策或會影響部分家長的選校策略，故部分學校首
日收表量略為減少。地區名校如風采中學昨日收到30份申
請表，較去年同期的40份少；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
學則收到12份申請表，較去年同期的18份少。兩校收表量
分別錄得25%和33%跌幅。

另外，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收表量則較去年多約一倍，
由10多份增加至約25份。校長邱少雄認為，減派不影響學
生選讀心儀學校，由於整體學生人數減幅較減派的學額減

幅大，學生入名校機會反而增加。

何漢權：「減派」選校更深思熟慮

由於學生在自行收生階段不能向多於兩所參加派位的學
校提出申請，風采中學副校長何漢權表示，目前未見因減
派造成對收生造成影響，但家長始終擔心減派令入讀機會
減少，有實力的學生及其家長選校定必更深思熟慮，避免
浪費入學機會。

何漢權又表示，去年約有1成跨境學生申請入讀，昨日
亦見有高水平、小學成績排名全級第一的跨境學生到校遞
申請表。

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校長劉志遠則表示，去年
有少數跨境學生遞表，但各人的英語能力較弱，有的學生
不懂廣東話，學習水平也見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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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今年9月適齡升

中學童將銳減5,400人，為歷來最大跌幅，全港大

部分學校選擇以「減派」方案應付暫時性的人口

下降問題。中一自行收生階段昨日正式開始，部

分家長已搶先到心儀學校為子女遞交申請表，當

中包括斥資近1,000萬元以「投資移民計劃」來港

的家長；有月花過萬元安排兒子參加課外活動的

父母；也有需要親戚經濟補貼供兒子補習的苦心

媽媽，各人唯一的寄望就是讓孩子「殺入」名

校。由於今年的減派政策或會影響家長的選校策

略，部分名校首日收表量較去年略為減少。

部分中學首日自行收生情況
學校 昨日首日收表量 去年首日收表量

風采中學 30份 40份

香港道教聯合會 12份 18份

鄧顯紀念中學

仁濟醫院 24份至25份 10多份

王華湘中學

中華傳道會 12份 20份

劉永生中學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60份 50至60份

元朗信義中學

庇理羅士女子中學 20份 沒有資料

張祝珊英文中學 16份 沒有資料

趙聿修紀念中學 估計約100多份 沒有資料

資料來源：上述中學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馮晉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

繼早前成功挽留校長汪國成後，東華
學院於新一年定下不少大計，決心

「大擲銀彈」全方位提升學生、教
師、學校設施質素。除了贊助500位
學生參加英語活動提升英文能力外，
學院更打算籌集最少2,000萬元的捐款
吸引4位年輕教授加入學院，進行教
研工作，帶動學科發展。該校還計劃
為各項硬件設施「升級」，正向政府
申請約5,600萬元免息貸款，並定下
6,000萬元的籌款目標以爭取政府的

「1對1」配對基金，昨日就獲善長捐
助了200萬元。

李韶贈百萬助500生練英語

東華學院昨日舉行支票捐贈儀式，
感謝本地慈善家李韶伉儷，以及東華
三院歷屆主席會各100萬元的捐贈。

校長汪國成表示，李韶伉儷的捐贈將
用來贊助約500名學生參加英語演講
會Toastmasters Club的活動，提升他們
的英語表達及演說能力；歷屆主席會
的捐款則會作獎學金用途，連同其他
善款，該校每年將撥500萬元作為入
學及在學成績優生的異獎學金。

籌顧會爭6,000萬配對基金

該校校董會及校務委員會主席陳文
綺慧表示，為了支持學生學習、提升
教學質素以及學科的科研發展，該校
將成立籌款顧問委員會，目標為6,000
萬元，以爭取政府所提供的6,000萬元

「1對1」配對基金。
除了提升學生能力，陳文綺慧同時

公布多項學院的計劃，包括設立4個
「學科教授席」，分別為健康科學、醫
療科學、社會科學及非牟利組織管理

4個學術領域，以吸引有潛質的年青
教授加入學院。每個「學科教授席」
所獲捐款最少為500萬港元，為期5
年，教授可利用捐款進行教研工作，
帶動學科發展。

該校亦打算重新規劃學習空間，提
供討論分享區、閱讀中心及多媒體中
心等設備，以鼓勵討論、學習的風

氣。汪國成指，該校正在物色校園附
近的地方，以設立多個學習室，並希
望利用愛民 樓宇底下的間格進行改
建，「我們已經去看過，有35個間
格，也有向有關部門提出，如果他們
願意，我們全都會租用」。該校亦正
在向政府申請約5,600萬元免息貸款，
以提升及增加學校的設施與設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熙）為讓家長親身體會
子女的學習生活，將軍澳香島中學上月舉行「家長
校園體驗日」，家長與子女一同坐在課室上課，體會
學習過程，校方又「一條龍式」安排家長品嚐午餐
飯盒，又安排他們上親子工作坊，提升管教技巧。

將軍澳香島中學上月舉行「家長校園體驗日」，
校方安排了70位中一至中四學生的家長到課室，與
子女一同上課。家長對重返校園充滿新鮮感，學生
亦樂在其中，爭相舉手回答老師提問，積極在父母

面前表現自己。到了午飯時間，家長一面品嚐學校
的午餐飯盒，一面與老師交談，了解子女的在校表
現。

午飯後，校方安排家長上「掌握親子必殺技 管
教仔女無難度」工作坊，由註冊社工主持。校方表
示，青少年在中學階段，變得較為反叛和自我，容
易與家長發生磨擦，今次工作坊協助家長了解子女
的特性，又分享與子女相處和溝通的技巧，相信有
助家長學會溝通技巧，改善親子關係。

香港是
一個國際
化都會，

是一個華洋集處的地區。隨 政治、
經濟、教育、地理環境、生活模式等
影響，香港粵語成為漢語中「最洋化
的方言」。「港式中文」主要基於香
港社會本身發展而出現，以漢語為母
體，以粵方言為基礎，結合了不少外
來和本土的語言成分，表現多元文化
的香港語言。

就中文在香港的語言現象，概括有
三：一、社區詞彙；二、中英夾雜；
三、語言不合規範。這三種現象並非
香港獨有的，即如廣州、上海也有地

區性詞彙，亦使用不合語言規範的詞
句，同樣有中英夾雜的情況，甚至比
香港出現得更早。不過，當中內容不
是每個地區都一樣，這是受各地文化
接觸不一、社會對語言運用的反應不
同的影響。舉一例子，香港相比其他
漢語地區較多「口」字旁的字詞。

口語形象化 報章雜誌使用

香港比其他漢語地區多「口」旁的
字詞，常以口語方式表現於語言中，
屬語言不合規範的現象。單從《港式
廣州話詞典》列引的字詞，就有四百
多個，屬數量較多的一群。諸如：
叻、 、 、 、呃、呀、咋、咳、

咩、咧、咿、哦、唔、 、啋、 、
、 、喎、 、口浪、嗍、嘜、噱、

囉、口舊、 等，這些「口」旁的字，
又可配搭其他字，構成詞語，例如：
叻唔切、呃神騙鬼、咿郁、唔少得、
唔使、唔制、唔抵得、唔識、 涼、

線、吹水、 度、嗍氣等。這些
字詞是口語形象化，因規範問題而不
應入文，可是，現在不少報章、雜誌
均有使用，並有流行跡象。當然，在
日常對話中，廣州地區也會出現相關
字詞，但部分卻未發展如香港一樣，
已能用文字表達。

大部分「口」字旁而未能入文的
字，我們大致可分兩類作理解。一、
譯音字，如囉、呃、咩、 、喎等。
這類字本身沒有，但因為日常對話使
用率頻繁，以致在書寫時出現。二、

同音借字，如吹、喇等。這類字有其
原意，但因為日常對話中，發音相
同，意義不一，同時沒有該字出現，
最後唯有借用已有文字作頂替，最後
廣泛使用於文字組合中。

以剛才分類作為定義，其實「口」
旁字詞可出現於各地區中，沒有必要
把這種現象看作成十分獨特，但重點
在於，其他地區沒有大量繁增此類文
字，只在香港才有。為什麼香港出現
這個現象比較多？下回分解。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

語言傳意學部 廖尹彤

網址：http://clc.hkct.edu.hk/tc/ 

聯 絡 電 郵 ：

clc@hkct.edu.hk

(標題與小題為編

輯所加)

言必有「中」

「多口」展現多元港語

將軍澳香島校 親子體驗上課

■左起：馮

通、香港賽

馬會慈善事

務高級經理

陳載英、林

碧珠及楊詩

詩。

劉景熙 攝

■東華學院

昨日舉行支

票 捐 贈 儀

式，感謝李

韶伉儷及東

華三院歷屆

主席會各100

萬 元 的 捐

贈。

歐陽文倩 攝

■將軍澳香島中學上月舉行「家長校園體驗日」，圖

為家長品嚐學校午飯飯盒及與教師交流情況。

校方供圖

■北區名校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首日收到12份申

請表，較去年18份少。 資料圖片

■張太認

為「減派」

削入學機

會。

梁祖彝 攝

■潘小姐

擔心皇仁

不減派，

競爭會更

激烈。

本 內容：文匯教育 副刊 娛樂新聞 體育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