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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保羅面試不問「佔」毋須「表態」
校長強調學校非政治場所 僅問生活看語文表達力

冬季續滅蚊 免登革熱成風土病

聖保羅男女中學今年文憑試成績「威盡」傳統名
校，全港12名七科5**狀元中獨佔其三，而該校中

五生今年應考IELTS國際英文試的成績亦十分理想，
94%獲7分以上，獲7.5分以上的亦有74%，甚至比8大
院校畢業生的6.76平均分還高得多。該校昨舉行入學簡
介會，吸引大量家長到場希望了解面試要求。
被問到面試會否以「佔中」為題，陳黃麗娟表明不

會，並強調學校是教育而非政治場所，校方絕不會要求
學生作政治表態，「若學生自己想說，並沒有問題，但
要注意有沒有離題，不能題目跟『佔中』一點關係都沒
有，但他還是要說『佔中』。」

有表達權利 但不應違法
她又指，每個人都有自由表達自己政見的權利，但不
應違法。雖然「佔中」影響該校學生上學交通，短短的
路程需要繞道花約1小時才能回到學校，但遲到情況於
一兩日後已有改善，校方對事件亦無立場。
陳黃麗娟表示，該校面試過程約30分鐘，主要看學生
中、英、數、理的能力，包括理解、分析及表達，希望學
生有科學常識及邏輯思考，「都是小學生能力範圍以內的
問題，希望大家即使不懂亦不要放棄，盡量嘗試去解難。」

重溝通表達 文法非首要

被問及部分學生或會因英文能力較弱而羞於開口，該
校副校長盧雪兒則表示，面試更重視溝通和表達，文法
的準確程度不是首要考慮，可以將來透過學習改善。
該校約有90個學額開放予非附屬小學生申請，去年

約有1,200至1,300人報名，競爭激烈。有意報讀該校的
家長須於本月21日下午4點前親自到學校遞交報名表，
一般申請於3月初通知面試，並於3月底前公布結果。
根據該校網頁顯示，2015/2016年中一學費將維持於5.2

萬元不變。
居於上水的陳先生昨與兒子參與入學簡介會，他月花

近7,000元培養兒子學習乒乓球、詠春、鋼琴等才藝，
並表示只會報讀聖保羅男女中學一所直資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又到了小

六生準備升中事宜季節，家長都在為子女籌

劃面試，並惡補時事知識。公開試成績驕人

的傳統名校聖保羅男女中學，校長陳黃麗娟

昨強調，學校是教育而非政治場所，校方面

試不會問「佔中」議題，更不會叫學生作政

治表態，「只會問日常生活的東西，看學生

的語文能力、表達能力和組織能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本港出現今年第三
宗本地登革熱個案，患者是一名36歲居住於青衣涌
美老屋村的女子。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昨日表
示，3宗個案包含兩種不同類型的登革熱病毒，證
明最少有兩個源頭，擔心出現散發性個案。他強
調，當局於冬季不會停止滅蚊，希望登革熱不會成
為風土病，跨部門控蚊小組將於下周與區議會商討
滅蚊對策。

高永文：登革熱至少有兩源頭
高永文表示，該名女患者曾到青衣及西貢，個案
感染屬第四型登革熱病毒，與早前兩宗本土感染登
革熱所屬的第一型病毒不同，證明本港起碼有兩個
不同的登革熱病源頭，或需要假設香港將有散發性
登革熱個案。他指相關部門未來至少會於青衣及西
貢加強滅蚊，衛生防護中心會在患者出入過的地方
進行流行病學調查和講座。
為了防止登革熱成為風土病，高永文指，當局於冬

季不會停止滅蚊，會加強滅蚊力度。他表示，若現在
不能減少受病毒感染的白紋伊蚊數量，夏天登革熱爆
發情況會更嚴重，極有可能會成為風土病。
鑑於第三宗登革熱個案出現，食環署人員昨日上

午到該患者居住的屋村滅蚊，衛生防護中心人員向
住戶派發健康問卷及單張。中心總監梁挺雄到場巡
視滅蚊工作，又到患者曾到過的青衣東北公園視察
及派發傳單。他表示，曾與該村村民了解蚊患情
況，近日天氣適合蚊子滋生及繁殖，所以未來會加
強滅蚊工作。

雨水或沖走噴霧蚊油
梁挺雄表示，雨水有可能沖走滅蚊噴霧及阻止蚊
卵孵化的蚊油，影響滅蚊工作，但如果大雨，蚊卵
也會被沖走。他指病毒可於蚊子一代傳一代，加上
現時全港各區都有機會出現登革熱，有需要繼續全
港性滅蚊工作，消滅帶有病毒的白紋伊蚊，防止登
革熱落地生根成為風土病。

涌美老屋村居民：逗留10分鐘被蚊叮
有涌美老屋村的居民表示，村內蚊患嚴重，逗留
10分鐘已經會被蚊叮，擔心感染登革熱，因此會多
穿長袖衫及長褲，並使用蚊貼。他們希望當局加強
派員進行清潔及滅蚊。
梁挺雄強調，若市民出現登革熱徵狀，例如發

燒、肌肉及眼窩痛，應盡快求醫。
另外，衛生署署長陳漢儀指，香港4年來首次於

短期內出現3宗登革熱本地個案，情況令人擔心，
因此政府非常重視，會加強控制蚊患。她表示，若
控制蚊患情況未達如期效果，擔心登革熱有機會成
為風土病。
陳漢儀表示，世衛近年發出警告，因天氣變化，
東南亞地區出現登革熱的地方增加，情況令人非常
擔心。她指當局成立的高層次督導委員會，每年都
會規劃於各區進行滅蚊工作。因應港人旅遊熱點登
革熱個案上升，陳提醒港人外遊時要有保護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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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關注同性戀者權益的
組織昨日發起遊行，聲稱爭取立法消除歧視，警方指
最高峰時有4,700人參加。香港特區政府昨日回應指，
社會上對應否就性傾向及性別認同反歧視立法的議
題，仍然有強烈的不同看法。由於議題極具爭議性，
特區政府必須審慎研究處理，會繼續仔細聆聽意見及
考慮不同理據，留意民情的發展。
「香港女同盟會」、「香港彩虹」及「大同」等支

持同性戀者權益團體昨日發起「同志遊行」，主題為
「肯肯定要撐」，表達對同性戀者的支持，並要求特
區政府訂立性傾向歧視條例。平機會主席周一嶽擔任
是次遊行的「彩虹大使」。

周一嶽：平機會有責倡多元共融
周一嶽稱，推廣香港公平社會、提倡多元社會共融

的價值觀是平機會責任之一，倘自己不參與是次遊
行，是「不負責任的行為」。他又指，目前的反歧視
條例並不包括性傾向歧視，令當局無法處理有關性傾
向歧視的投訴。為此，平機會已委託中文大學性別研
究中心研究有關議題，並期望明年中會有報告。
參與遊行的學聯秘書長周永康及副秘書長岑敖暉

稱，性傾向平權及政治平權同樣重要，又稱民主不只
是制度上的改變，更是生活上的實踐。無論性取向如
何，都有道德責任挺身而出，改變世界。爭取性傾向
立法只是同志平權的里程碑，正如政制改革並非爭取
民主的終點。
在遊行結束後，大會稱今年有8,900人參與，人數較
往年多一倍。警方則表示，遊行最高峰時有4,700人。

政府：具爭議性須審研
特區政府昨日在回應是次遊行時指出，當局一直推

廣不同性傾向人士及跨性別人士應享有平等機會的信
息，以期建立多元、包容及互相尊重的文化。目前，
社會上就應否對性傾向及性別認同反歧視立法的議

題，仍然有強烈的不同看法，有人從維護平等機會的角度看待
議題，但也有人擔心政府展開相關諮詢已可能對家庭核心價
值、宗教及教育造成衝擊。
發言人強調，由於議題極具爭議性，必須審慎研究處理，會

繼續仔細聆聽社會各界意見理據，留意民情發展。而當局在去
年6月成立了「消除歧視性小眾諮詢小組」，就性小眾被歧視
的關注及相關事宜提供意見，並委聘了顧問探討性小眾在香港
有否遭受歧視及相關情況，有關研究仍在進行中，研究結果將
有助諮詢小組考慮其未來工作路向。

葛珮帆陳國旗
厚德邨開議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為
更有效地服務將軍澳居民，民建聯立
法會議員葛珮帆與西貢區議會副主席
陳國旗，在將軍澳厚德邨設立聯合地
區辦事處，共同攜手建設社區，把居
民心聲傳遞到立法會。

高永文劉富生徐英偉吳松偉等主禮
葛珮帆及陳國旗聯合地區辦事處昨
日揭幕，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
保安局局長政治助理劉富生、民政事
務局局長政治助理徐英偉、中聯辦新
界工作部部長高級助理吳松偉、民建
聯主席譚耀宗、民建聯副主席李慧

琼、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克勤、西貢
民政事務助理專員郭仲佳、西貢區議
會主席吳仕福、新界社團聯會榮譽會
長溫悅球、新界社團聯會西貢地區委
員會主席溫悅昌等蒞臨擔任主禮嘉
賓。在場有百多名嘉賓及街坊出席，
加上醒獅表演，場面熱鬧。
葛珮帆在開幕禮上承諾，會努力跟

進地區訴求、建設社區，又特別感謝
高永文蒞臨主禮，並向他反映將軍澳
市民醫療訴求，包括盡快在區內醫院
開設婦產科、增設專科服務及洗腎中
心等。
陳國旗形容，聯合辦事處的成立，

有助加強立法會及區議會彼此的聯
繫，發揮更大作用，成為地區與立法

會之間的橋樑。他期望街坊朋友繼續
多提意見，令民建聯工作做得更好。

■葛珮帆與陳國旗在將軍澳厚德邨的聯合地區辦事處揭幕，賓主合照。

■聖保羅男女中學昨日舉辦入學簡介會，共有1,300人出席。 歐陽文倩 攝

■陳先生與兒子參與入學簡介會，表示
只會報讀聖保羅男女中學一所直資校。

歐陽文倩 攝
■陳黃麗娟強調，學校是教育而非
政治場所。 歐陽文倩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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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線電影1台無綫翡翠台

6:00 識多一點點
7:00 正識第一
7:30 健康奇案錄
8:00 藝坊星期天
8:30 耆康會呈獻：開心老友

記
9:00 文化廣場
9:30 特命戰隊
10:00 FAIRY TAIL魔導少年

III
10:30 惡夢小姐
11:55 宣傳易
12:05 城市論壇
1:00 午間新聞
1:10 瞬間看地球
1:15 家有囍事2009
3:30 見面．見香港
3:35 FINA高空跳水世界盃
4:00 數碼暴龍合體大作戰
4:30 猩猩補習班
5:00 寵物小精靈XY
5:30 星光少女．彩虹舞台
6:00 財經透視
6:30 六點半新聞報道
6:55 天氣報告
7:00 屢見奇工
7:35 星期日檔案
8:00 女皇的盛宴
9:00 飛虎 II
11:00 勁歌金曲
11:45 晚間新聞
12:00 天氣報告 及 瞬間看地

球
12:05 康業信貸一世兄弟廣告

雜誌
12:20 財經透視
12:50 宣傳易
1:00 暴走法醫
2:05 星星同學會
3:00 無電影：特警90 II之

亡命天涯

無綫明珠台

9:00 中國文化專題講座：中
國戲曲的審美特徵

9:55 鮮浪潮最佳劇本《遺
物》創作人真情剖白

10:30 修復在美國的濕地及地
理空間技術

10:55 香港的企業管治 (二)
11:55 天橋霓裳 - 畢業生作品

展
12:45 公開大學簡介
1:00 2014世錦賽-豐冠軍賽
4:00 外星小戰隊
4:20 Toon Disney: 傑克與夢

幻島海盜
4:45 Toon Disney: 冒險王奇

克
5:10 星球大戰：複製戰紀 (V)
5:35 吾家查莉 (IV)
6:00 普通話新聞 及 普通話

天氣報告
6:15 音樂熱點
6:25 星級飲食
7:00 財經雜誌
7:30 七點半新聞報道 及 天

氣報告
7:55 瞬間看地球
8:00 極地冒險王
8:35 BB靠晒你！(II)
9:30 周末大電影: 狂．神．魔

戰
11:35 晚間新聞
11:50 瞬間看地球
11:55 財經雜誌
12:25 全美一叮 (VII)
1:20 我要做廚神 (II)
2:10 BB靠晒你！(II)
2:55 極地冒險王
3:25 音樂之都 (III)
3:55 歐陸名畫樂悠揚
5:00 台灣無衛星電視台新

聞
5:30 中國新聞

鳳凰衛視中文台亞視本港台

6:00 鄉土系列
7:30 香江怒看
7:55 當年今日
8:00 科學耆績
8:30 ATV粵曲會知音
9:00 勁爆倉鼠樂隊
9:30 我們這一班 (周日版)
10:00 松鼠特攻
11:00 見面．見香港
11:05 平約瑟牧師 - 新造視頻
11:35 高志森微博
12:25 當年今日
12:30 十二點半新聞／天氣報

告
12:50 賽馬直擊
5:55 當年今日
6:00 六點鐘新聞／體育快訊
6:40 新聞故事 ／天氣報告
6:50 七百萬人的聲音
7:00 有能者．聘之
7:30 尋找香港
8:00 追憶黃霑當年情
8:30 黃霑十年情: 麗花皇宮

2003 II
9:30 韓風習習 韓流滾滾
10:00 中日又遇甲午年
10:30 金錢世界
11:00 ATV每日一歌
11:13 當年今日
11:15 夜間新聞
11:50 賽後你點睇
1:10 追憶黃霑當年情
1:40 黃霑十年情: 麗花皇宮

2003 II
2:40 中日又遇甲午年
3:10 韓風習習 韓流滾滾
3:40 俠女闖天關
5:30 金錢世界

6:00 Music 120
7:00 新聞早點 -中國新聞報道

7:30 生命的觸動
8:30 環宇之窗
9:00 權能時間
112:00 日語大放送
112:30 廣東黃金海岸遊
11:00 天路導向
11:30 松鼠特工
12:00 Music 120
2:00 漫遊嶺南綠道
2:25 香港超級聯賽：黃大仙

對YFC澳滌
4:30 爆笑王子逃亡記
5:00 小寶哥
5:30 恐龍仔班尼
6:00 中國新聞報道
6:25 日語大放送
6:55 警訊
7:00 嶺南尋根之旅
7:30 新聞及天氣報告
8:00 時事縱橫
8:30 蘇超狂熱：鴨巴甸對些

路迪
112:15 漫遊嶺南綠道
112:30 環宇之窗
11:00 夜間新聞
11:20 時事縱橫
11:50 廣東黃金海岸遊
12:20 環宇之窗
12:50 香港人在故鄉
1:50 芳草尋源 III
2:50 Music 120

亞視國際台

6:20 皇牌大放送
7:45 說給2014之我的父親母

親
8:00 周末晨早播報
8:25 鳳凰氣象站
8:30 風雲對話
8:55 鳳凰氣象站
9:00 問答神州
9:30 一周財經新趨勢
10:05 星光大劇院
10:25 財智菁英匯
10:50 環球人物周刊
11:30 笑逐言開
12:15 說給2014之我的父親母

親
12:30 周末正午播報
12:55 鳳凰氣象站
1:00 一虎一席談
1:55 一周財經新趨勢
2:35 公益中國
3:30 皇牌大放送
5:00 我們一起走過
5:45 說給2014之我的父親母

親
6:00 風雲對話
6:25 社會正能量
7:00 一周財經新趨勢
7:45 寰宇大戰略
8:30 名人面對面
9:00 時事直通車
9:40 我的中國心
10:30 築夢天下
11:00 大政商道
11:30 世紀大講堂
12:30 我們一起走過
1:15 風雲對話
1:40 一周財經新趨勢
2:20 寰宇大戰略
3:00 社會正能量
3:30 大政商道
4:00 名人面對面
4:30 鳳凰精選

7:20 新精武門1991
9:15 竊聽風雲
11:15 雀聖2自摸天后
1:10 門徒
3:20 西遊記之月光寶盒
5:05 嚦咕嚦咕新年財
7:05 鹿鼎記II神龍教
9:00 爛滾夫鬥爛滾妻
11:00 龍在邊緣
1:05 財神客棧
3:05 猛鬼卡拉OK
4:55 愛鬥大

有線體育台

6:00 FIBA 籃球世界
6:30 韋伯盃保齡球賽
8:00 FIBA 籃球世界
8:30 世界盃體操賽-馬里博爾

站
10:30 FIBA 籃球世界
11:00 全國乒兵球錦標賽
1:00 FIBA 籃球世界
1:30 體壇『撐、撐、撐』
2:00 韋伯盃保齡球賽
3:30 世界盃體操賽-馬里博爾

站
5:30 FIBA 籃球世界
6:00 韋伯盃保齡球賽
7:30 體壇『撐、撐、撐』
8:00 全國乒兵球錦標賽
10:00 FIBA 籃球世界
10:30 韋伯盃保齡球賽
12:00 FIBA 籃球世界
12:30 世界盃體操賽-馬里博爾

站
2:30 韋伯盃保齡球賽
4:00 全國乒兵球錦標賽

中央電視台-1
（數碼頻道）

6:00 朝聞天下
8:30 導視
8:32 國際藝苑
9:22 導視
9:24 天天飲食
9:39 導視
9:40 勇敢的心
10:26 勇敢的心
11:12 勇敢的心
11:58 導視
12:00 新聞30分
12:30 今日說法
1:20 妻子的秘密
2:06 妻子的秘密
2:52 妻子的秘密
3:38 妻子的秘密
4:24 動物世界
4:54 導視
4:55 第一動畫樂園
6:58 導視
7:00 新聞聯播
7:30 公益宣傳短片
7:30 天氣預報
7:36 公益宣傳短片
7:40 焦點訪談
7:56 公益宣傳短片
8:00 前情提要
8:00 鐵血紅安
8:46 前情提要
8:47 鐵血紅安
9:33 人與自然
10:00 晚間新聞
10:30 導視
10:32 動物世界
11:02 導視
11:03 愛情自有天意
11:48 導視
11:50 愛情自有天意
12:35 導視
12:37 國際藝苑
1:27 人與自然
1:54 請您欣賞
1:54 加油媽媽
2:39 加油媽媽
3:24 加油媽媽

中央電視台
（國際頻道）

6:00 中國新聞
6:13 中國文藝-
7:00 中國新聞
7:28 海峽兩岸
8:00 中國新聞
9:00 快樂漢語特別節目
9:47 薈萃節目-紀錄片展播
11:30 海峽兩岸
12:00 中國新聞
1:00 體育在線
1:30 留住手藝
1:42 尋路
2:29 尋路
3:14 尋路
4:02 尋路
4:50 天天飲食
5:00 中國新聞
5:15 城市1對1
6:00 中國新聞
6:15 中國文藝-
7:00 中國新聞
8:00 走遍中國
8:30 海峽兩岸
9:00 中國新聞
9:30 今日關注
10:00 流行無限
11:00 今日亞洲
11:26 中國文藝
12:11 文明之旅
1:00 中國新聞
1:15 體育在線
2:00 新聞聯播
2:35 精彩一刻
2:50 天天飲食
3:00 流行無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