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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心粵語簡稱
「小息」非「小信息」

特教童缺援受壓 家長想攬子自殺

停辦中學暫充小學未拍板 教局稱適時公布特別措施
家校心急如焚

北區小一缺位未解

E-APP次輪申請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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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哥第一次來到中心與我
面談時，說話節奏急促、一
臉潦倒。他訴苦指，自己與
年老父親的關係已惡劣到無
可挽救的地步，加上失業的

困擾，令他被逼與父親「朝夕相對」，更是難以忍受。

轉行處處碰壁 對老父感憤恨

其實明哥過去廿多年均從事打金工作，在香港經濟起
飛時，每年到過時過節的繁忙時期，顧客都帶 生果籃
及紅包，請求明哥幫忙趕造金器。那是他的輝煌時代，
但近十年香港工業北移，打金工作亦由月薪制改為件工
制，由於公司生意大不如前，在難以維生下，他決定停
工並考慮轉行。不過，人到中年，在轉行的過程中，處
處碰壁。

在失業後，明哥賦閒在家，與父親相對的時間越來越

多。他總是看到老父生活上的壞習慣，更發現老父原來
在內地另覓伴侶，連同累積多年對父權高壓式管教的怨
恨，明哥的情緒其實十分壓抑。在數次的面談中，他談
到對失業的無助感、對父親的憤恨、對已離婚的前妻之
悔疚等，這時其情感傾瀉而出；但談到少年期的兒子
時，那種既關心又擔心的情懷，卻難以表達。

不擅表達情感 與子關係冷淡

對待家人，明哥不擅於表達正面的情感情緒，令過去
的他不懂向前妻表達關愛，由於缺乏上一代正面的身教
示範，他似乎亦很難去好好關心自己的兒子。明哥與兒

子的關係，就有 他與父親的影子。
和很多傳統的男士一樣，明哥只視工作為人生目標，

他沒有多少個聊得來的朋友，也沒有其他興趣。於是我
誠意邀請明哥來參加中心舉辦、以戲劇形式輔以心理治
療理論為基礎的小組，想不到他竟爽快地答應。我衷心
期待他能透過小組的經驗，改寫自己的「哀歌」。

（標題與小題為編輯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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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型爸爸 中年失業哀歌

歐陽伯權陳曼琪等
5名人獲城大院士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教育局昨提醒應屆
中學文憑考試考生，由今日起至6月30日可透過「專
上課程電子預先報名平台」（E-APP）次輪申請期遞
交申請，預先報讀新學年「大學聯合招生辦法」以
外經本地評審的全日制副學位和學士學位課程。

透過上述一站式的電子報名平台，考生只須填寫
一份申請表，通過E-APP系統遞交，便可申請多個專
上課程，院校會在文憑試成績公布前，預先向符合
條件的學生給予有條件取錄。據了解，E-APP首輪申
請於本月19日截止，超過2.4萬名學生透過E-APP遞
交了約7萬個課程申請。

教育局發言人表示，部分院校或按其個別收生安
排，會在6月30日前停止接受E-APP申請，同學應瀏
覽E-APP網頁www.eapp.gov.hk或直接與院校聯絡，查
詢個別院校的截止日期，當局已上載各院校於E-APP
次輪申請期間的申請時間表至E-APP網頁供學生參
考。

科大6範疇研新興市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港科技大學獲安

永會計師事務所支持設立科大新興市場研究所，推
動新興市場的商業及政策研究。研究所主要開展6個
範疇的研究，包括可持續發展、宏觀經濟政策、資
本市場發展、商業管理策略、人力資源和不平等現
象。

研究所昨舉行成立典禮暨研討會，大會以「新興
市場在環球經濟的發展前景」為主題，邀得哥倫比
亞大學環球經濟管治中心主任Jan Svejnar、北京大學
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姚洋，和印度政府前首席經
濟顧問Deepak Nayyar到場分享。

3人就環球經濟狀況對新興市場經濟體的影響、中
國的發展前景以及新興經濟體如中國、印度和巴西
的經濟政策等作深入探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為推動學校升旗文
化，提高升旗隊隊員主持升旗禮的專業水平，香港
升旗隊總會每年均舉辦「升旗隊旗手護旗比賽」。本
屆比賽共有24間中小學參加，日前在深水 官立小
學圓滿結束，分別由福建中學（小西灣）及五旬節
靳茂生小學奪得中學組及小學組冠軍。

24中小學參賽 提高學生自信

本屆「旗手護旗比賽」共有24間中小學參加，邀
得觀塘月華區區議員徐海山擔任首席評判。經過5小
時嚴謹而激烈的比賽，由福建中學（小西灣）及五
旬節靳茂生小學憑 完美、穩定的表現，獲得評判
一致肯定，分別奪取中學組及小學組冠軍。

此外，慕光英文書院和救世軍韋理夫人紀學校獲
得「最佳升旗禮儀表現獎」。香港升旗隊總會表示，
比賽不但提高了學生自信心，而且吸引了大批學生
家長到場支持，有助社會大眾透過親身參與認識升
旗文化。

粵普詞彙比較淺析之二

普通話只有專用名詞，即國名、地
名、術語等才可用簡稱，如中美（中
國、美國）、京廣線（北京至廣州的鐵路
線）、科技（科學技術）等；日常生活的
普通名詞一般不能用簡稱。至於粵語簡

稱，除與普通話有相同用法外，日常生活還可隨意使用，例「筆
盒」、「窗口位」分別對應普通話為「鉛筆盒」、「靠窗口位
置」。

不過，過簡的粵語詞彙容易令人誤會，如「小息」（小休息）
被誤以為「小的信息」，「元朗車、荃灣船」之類「來自或開往
某處的車船」被誤解為「某種型號的車船」。

另外，粵語有很多獨特的方言字詞，如「冇」、「 」、
「咁」、「 」分別對應普通話為「沒有」、「舌頭」、「這麼、那
麼」、「那」。總之，生活性越強的詞彙與普通話的表達就越不相
同，尤其是俗語。

詞彙意思完全靠牢記

事實上，比較兩者詞彙時，可分成完全相同、完全不同的和部
分相同3種情況。第一種情況的詞彙很多，也不會造成困難。相
反，後兩種是難點；不過只要弄清，其他問題就迎刃而解。因此
我們要牢記粵普完全不同的詞彙，也要留心那些部分相同的詞
彙。對於那些既講得出口，又寫得出手的粵語詞彙，不要理所當
然地認為普通話也是一樣。只要注意上述幾點，就一定可學好普
通話詞彙。 （標題和小題為編輯所加）

下期探討「粵普句式比較之雙賓語篇」。

■資料提供：一環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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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熙）香港城市大
學將於9月16日舉行頒授典禮，向5人頒授榮譽
院士名銜，名單包括歐陽伯權、陳曼琪、方文
雄、黃啟民及魏華星。除魏華星外，其餘4人
現均為城大顧問委員會成員。

歐陽伯權現為美國信安金融集團高級副總裁
及信安國際（亞洲）有限公司總裁，從事保險
業逾35年。2007年至2012年期間，他服務於城
大校董會及多個其轄下的委員會。

另他曾任香港強積金辦事處專家小組成員，
現任香港公益金商業及僱員募捐計劃組織委員
會聯合主席。

陳曼琪於2007年至2012年期間，在城大校董
會及轄下委員會服務。她是陳曼琪律師行首席
合夥人、民選區議員，早於1999年起向低收入
人士提供義務法律諮詢，也曾任平機會委員、
城規會委員等。另她亦是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

香港特邀代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湖南省
政協委員。

方文雄現任香港協成行集團董事總經理、香
港中華總商會副會長、方樹福堂基金董事及方
潤華基金副主席。他素來關心中國發展，現任
全國政協委員、第十一屆廣東省政協委員等。

黃啟民是資深會計界人士，曾在2008年至
2012年出任城大審計委員會主席，曾任羅兵咸
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合夥人，現任經綸慈善基金
有限公司、馮氏（1906）慈善基金有限公司兩
家慈善基金的董事。他曾任政府有關能源、教
育等諮詢委員會委員。

魏華星1994年畢業於城大，早前創辦「香港
社會創投基金」並任行政總裁，向本地社會企
業提供資金、專業知識及網絡技術設備支持。
他亦為中央政策組、可持續發展委員會等提供
意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熙）立法會融合教育小
組委員會昨舉行公聽會，逾50個家長、教師及相關專
業團體的代表出席。多名家長代表含淚表示，有特殊
需要的學童面對很多升學問題，包括輪候識別的時間
過長、學校支援不足及被同學欺凌等，家長壓力沉
重；有家長更指，想過與子女一同尋死，各人故促請
教育局正視這類學童的教育需要。教育局副局長楊潤
雄回應指，已聆聽到各界聲音，又指學校可因應學童
情況自行安排最合適的教學方法，並強調當局不接受
任何校園欺凌。

有特殊教育家長會成員透露，家長欠缺專業知識，
難以判斷子女是否有特殊學習需要，加上轉介專家需

時，往往錯過及早識別及介入的黃金時間，「我在孩
子3歲起已懷疑他有問題，結果6歲升小學時，幼稚園
教師才說要跟進，到10歲時才確診他同時患有自閉、
專注力不足及亞氏保加症」。該家長又哭訴，子女在
主流小學受同儕欺凌，再加上功課問題，自己承受很
大壓力，曾想過跟兒子一同自殺。

自閉童常挨打 被譏「白痴」

另一家長代表哭 表示，5年級的兒子患有自閉
症，因社交及表達能力差，小三至今一直被人打，又
被嘲笑為「白痴」，「壓力好大，想過不如同他一齊
跳落去」。

校內正推行融合教育的港澳信義會慕德中學校長楊
靜嫻表示，前線教師未有足夠專業知識應付特教生，
加上近年忙於應付新高中，同事都分身不暇，難以進
修。香港職業治療學會代表指，目前服務常要學生早
退離校接受輔導，難以即時跟進，建議設立「校本職
業治療服務」，增設駐校治療師。

教局：不接受任何校園欺凌

楊潤雄表示，已聆聽到各界意見，又指目前學校可
採用三層學習模式照顧特教生，「如果學生不適合在
課室內學習，可改用小組，又或者個人學習」。他又
強調，當局並不接受任何校園欺凌。

教育局多個月前曾提出，在北區小學每班加
派5人、全區加開14班、向大埔借調400個

學位和擴建4所小學等多項措施，紓緩北區小一
學位嚴重不足的問題。不過，小一統一派位結果
本周六公布，至今仍未見當局交代各項措施的具
體安排，此舉惹來北區校長和家長不滿。

新家園協會座談會交流

新家園協會新東服務處昨日舉行座談會，邀請
了區內小學校長向家長講解派位的最新資訊，逾
30名家長參加。講者之一的上水惠州公立學校校
長兼北區小學校長會主席陳紹鴻表示，至今仍未
知每班實際的加派人數，未能準確預算可獲得多
少額外津貼，難以部署新學年的工作，也無法預
算該如何分拆學生上課。此外，資深老師離職要
提前3個月通知，故校方如要增聘人手，就要盡
早發出聘書，否則新老師難以趕及開學時到職，
既然當局未有「聲氣」，校方現唯有先安排面
試，待當局公布詳情後，才作打算。

北區家長莊太表示，擔心女兒派位「失手」要

跨區上學，已有好幾個晚上失眠；另一名育有兩
名子女的家長則表示，若小朋友分別被派到不同
區份的學校，會很難照顧，希望當局可以盡早公
布「回流機制」詳情，讓家長安心。

鳳溪願多提供120學額

目前在北區營辦3所小學的辦學團體鳳溪公立
學校(慈善)法團，3月時主動向教育局提出以已停
辦的鳳溪第二中學，暫時作為鳳溪第一小學的附
屬小學校舍，以安置北區的小一學生。上周一曾
與教育局代表會面的鳳溪公立學校行政總裁馬紹
良表示，初步構思可提供4班合共最多120個學
額，至於最終會否落實此「特殊安排」，仍然是
未知之數，「要視乎公布統一派位結果，即被派
往跨區升小而有意申請調回原區就讀學生人數的
多寡而定，而主導權在教育局，如有落實計劃的
需要，會配合安排。」

教育局發言人昨日回應說，就適用於北區「特
別措施」（不適用於跨境學生）的具體執行細
節，會作適時公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小學統一派位結果將於周六揭盅，就北區小一尚欠

1,400個學額，教育局早前提出以小學每班加派、加班、鄰區借調學位和擴建小學等紓

緩情況。據了解，有辦學團體主動提出以停辦的鳳溪第二中學暫作小學校舍，最多加開

120個學位，正待當局「拍板」。由於當局至今仍未公布紓緩措施的具體方案，令北區小

學及家長心急如焚，小學校長炮轟當局阻礙了學校新學年的部署，校方無法及時增聘資

深教師；家長則憂慮子女要跨區上學，卻未掌握申請調回原區就讀的「回流機制」詳

情，顯得憂心忡忡。教育局表示，會適時公布北區「特別措施」具體執行細節。

■（左起）Deepak Nayyar、姚洋、Jan Svejnar等在

研討會上合照。 科大提供圖片

■小一統一派位結果周六「出爐」，當局未公布申請調回原區

就讀的「回流機制」詳情，有家長憂慮子女要跨區上學。

資料圖片

■陳紹鴻表示，當局遲遲未公布紓緩北

區學額不足措施的細節，影響學校運

作。

■馬紹良指以停辦

的中學暫作小學校

舍，能過渡性地紓

緩北區學額不足的

問題。 資料圖片

■香港升旗隊總會每年均舉辦「升旗隊旗

手護旗比賽」，冀推動學校升旗文化，以及

提高升旗隊隊員主持升旗禮的專業水平。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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