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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說普通話「職」說普通話

考考你????
以下的一句話，你能把它對譯成普通話嗎？
新嚟個老細幾「好相與」，為人好「謙」。

附上一期答案：
這裡經常有運泥車經過，走路要小心。

常聽到上班族「呻」（普通

話：抱怨
bào yuàn

），同事晉升了，而
自己的學歷、經驗都「唔輸蝕

畀人」（普通話：不比其他人
bù bǐ qí tā rén

差
chà

），卻仍在原地踏步。其
實，要想在職場上表現「標

青」（普通話：出類拔萃
chū lèi bá cuì

、拔尖
bá jiānr

兒），比別人

「叻」（普通話：能幹
nénɡ ɡàn

、棒
bànɡ

），良好的工作態度必
不可少。
良好的工作態度，除了積極、樂觀、「有口齒」

（普通話︰講信用
jiǎnɡ xìn yònɡ

、說話算數
shuō huà suàn shù

），還要「捱得」

（普通話︰能吃苦
nénɡ chī kǔ

）和「抵得諗」（普通話︰不怕
bù pà

吃虧
chī kuī

）。如果上司交給你一項工作，你總是「托手

㬹」（普通話：拒絕
jù jué

）、「扭計」（普通話︰鬧彆
nào biè

扭
niǔ

）、不肯幹；或是「縮骨」（普通話：斤斤計
jīn jīn jì

較
jiào

、吝嗇
lìn sè

），怕「蝕底」（普通話：吃虧
chī kuī

）；又或

是「冇厘搭霎」（普通話：有始無終
yǒu shǐ wúzhōnɡ

、沒譜
méi pǔr

兒）、

「冇心機」（普通話：不專心
bù zhuānxīn

、沒耐性
méi nài xìnɡ

），試問公
司還怎能對你委以重任呢？

勿做「大頭蝦」才會「有運行」

肯「孭飛」（普通話：承擔責任
chénɡdān zé rèn

）、做事認真仔
細的人，在職場上最受歡迎，而「大頭蝦」（普通

話：馬大哈
mǎ dà hā

、粗心大意
cū xīn dà yi

）、「烏龍王」（普通話：

糊塗蟲
hú tú chónɡ

）就難「有運行」（普通話：走運
zǒu yùn

）了。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印花VTC 特別為答對專欄問題的讀者送出精美禮
品，名額共3位。如有興趣的讀者，請剪下此
文匯報印花，連同答案郵寄至香港仔田灣海旁
道7號興偉中心4 樓香港文匯報教育版收，封
面請註明「VTC」送禮，截止日期︰9月14
日，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答問題送禮物

■「職業訓練局普通話培訓測試中心」
http://www.vtc.edu.hk/vlpo/chi_course_chi.html
熱線電話: 2595-8119

職場表現要「標青」
勿怕吃虧驚蝕底

16歲哥哥讀工程學 14歲細佬修理論物理精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神童獲大學優先取錄時有所聞，但神童

兄弟一起跳班升讀同一大學卻甚為罕見。中文大學昨日公佈，該校今年取

錄了年僅14歲和16歲的理科神童黃日和黃旭，分別修讀理論物理精研及工

程學。兩兄弟除了是國際科學比賽的「常勝將軍」外，更於英國舉辦的國

際高考（IAL）考獲3科A*的優異成績。黃日的中學校長譚國偉坦言，以14

歲之齡升讀大學的確較小，並非人人適合，希望中大可多作支援；中大則

表示，會因應學生的不同發展階段，統籌不同的領袖訓練及成長活動，以

作配合。

神童兄弟齊跳班
「旭日初升」入中大

▲黃旭(左)及黃
日(右)兩兄弟分
別獲中大跳級取
錄，入讀工程學
院及物理精研課
程。 中大供圖

中大昨日公佈非聯招計劃的收生情況，該
校今年取錄最年輕的學生為年僅14歲的

黃日，他與16歲的哥哥黃旭，憑科學及數學領
域上的天賦，以及公開試的優異成績，分別入
讀中大的理論物理精研及工程學。

一門四中大 與校有「淵源」
黃氏兄弟一家與中大頗有「淵源」，除了父母
畢業於中大外，兩兄弟小學時已參加中大教育學
院的資優計劃。
此外，二人在本地及國際性的科學比賽均屢

獲獎項。黃旭曾於香港物理奧林匹克、國際初
中科學奧林匹克等競賽贏得金牌；黃日在世界
數學測試精英邀請賽、香港電腦奧林匹克及國
際物理奧林匹克競賽等皆獲金獎。兩兄弟今年
代表香港出戰亞洲物理奧林匹克，齊齊奪得金
牌，創下港隊歷來最佳成績，揚威國際。兩名
理科神童希望畢業後投身科研，貢獻社會。

校長曾憂跳班影響發展
黃日與黃旭同樣讀中五，前者在其就讀的優才
（楊殷有娣）書院曾兩次跳班。該校校長譚國偉
表示，以往處理其跳班申請時，曾擔心黃日年紀
太小，不夠成熟，跳班或會影響其發展，「他太
專注在數理方面，對非理科的科目、運動等興趣
不大。」不過，他亦認同黃日是次「跳班」升大
學，「他在數理方面的表現優異，例如之前參加
物理比賽時，有些題目無人懂得，但他還是答得
出來。」

盼校方支援朋輩相處問題

雖然如此，譚國偉亦表示，14歲讀大學與朋
輩間的年齡有差距，認為中大要在其個人成長
方面多加支援，「尤其是要注意團隊合作、朋
輩相處方面的事。」他亦強調，有關情況固然
令人鼓舞，但始終是個別例子，「希望家長不
要認為能跳班就是好事，小朋友學習不爭朝
夕，無須為了『慳』一兩年而催谷子女跳
班。」
就如何支援年紀尚小的神童，中大回應指，

該校的書院及學生事務處會因應學生的不同發
展階段，統籌不同的領袖訓練及成長活動，而
學生事務處亦會提供心理輔導及心理健康教育
等，協助學生適應和享受大學生活，達至全面
個人發展及成長。

中大取錄逾500非本地生
整體而言，今年中大取錄了超過500名非本

地生，除來自內地31省市、澳門及台灣外，還
有澳洲、比利時、德國、印度、印尼、日本、
韓國、吉爾吉斯斯坦、馬來西亞、尼泊爾、葡
萄牙、俄羅斯、斯威士蘭、泰國、美國等地，
不少更是公開試中的尖子，例如來自台灣、在
台灣學科能力測驗考獲滿分的許耀元；來自馬
來西亞、考獲大馬高級學校文憑試滿分的Toh
Huey Ming。
Toh Huey Ming將獲得獎學金入讀保險、金
融與精算學/計量金融學，她期望與其他頂尖
學生交流切磋，以提升溝通能力，並藉宿舍
生活學習獨立，和享受多姿多彩的的大學生
活，並立志畢業後成為精算師。

學童愛叫愛哭 近10%傷喉聲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新學年甫開始，對幼稚園高班
學生的家長來說，隨即將安排明年升小一事宜。教育局昨公佈，
小一入學申請表格及《小學概覽2015》將於明日出版，家長可透
過子女就讀的幼稚園或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分別索取。至於未有就
讀幼稚園的兒童，其家長可前往各區民政事務處或教育局各區域
教育服務處，索取有關文件。其中《小學概覽》設有適時更新的
網上版，方便家長掌握最新的學校資訊。

自行分配學位階段不受校網限
教育局發言人昨表示，所有在2010年12月31日或以前出生的
本港兒童，如尚未入讀小學及從未曾獲派小一學位，均可申請參
加2016年9月入學的小一入學統籌辦法，家長可於明日（9月2
日）起至9月25日期間索取申請表格，當中包括一式三份的「小
一入學申請表」、「填表須知」及「小一入學資料單張」，並在
9月21至25日期間的學校辦公時間內，將填妥的申請表及有關的
證明文件直接交回申請「自行分配學位」的小學。發言人提醒家
長，雖「自行分配學位」階段不受學校網限制，但建議可應盡量
選擇較接近居所的小學，並需填寫正確的居住地址，否則申請作
廢。
至於共輯錄500多所小學的基本資料的《小學概覽2015》，今

年首次增設英文版供家長選擇，當中包括學校設施、教師資料、
班級結構、學習評估、學習生活、課外活動、辦學宗旨及學校特
色等。概覽以地區劃分，家長可按居住地區領取及閱覽，其中網
上版（www.chsc.hk/primary或m.chsc.hk/primary ）會適時更新
資料。

■責任編輯：沈 陽 2015年9月1日（星期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在融合教
育下，不同有特珠學習需要（SEN）的學
生均會入讀主流學校，當中視障學生面對
大量閱讀材料時，往往要靠健視者幫忙抄
筆記，或是將書本轉成體積大且份量重的
點字書。為支援失明者學習，香港失明人
協進會獲賽馬會資助推出「賽馬會無障易
學計劃」，研發和更新閱讀輔助軟件，今
年更為輸入中文的軟件研發出新的應用程
式，讓失明學生也可隨時隨地將資料輸入
手機。有失明學生藉計劃成功克服通識科
所需要的大量參考資料，並於文憑試獲5*
佳績，成功入讀大學。

方便抄筆記 增文書處理效率
失明人協進會賽馬會獲賽馬會資助795

萬港元，推出為期3年的「賽馬會無障易
學」計劃，藉數碼科技支援視障生學習，
當中包括更新舊有讀屏軟件加強各項功
能、開發供處理數學符號及公式的新軟
件，及將專供視障者輸入中文的軟件「點
寫易」轉為手機應用程式等。其中「點寫
易」只需要將手機連上外置鍵盤，能助視
障生更方便有效地自行抄筆記，加強文書
處理效率。
即將升讀浸會大學文學士的健新有嚴重

弱視，他在應付文憑試時受惠於上述計
劃，透過科技將通識科的大量參考資料和
筆記掃描進電腦，並以免費讀屏軟件讀出
資料內容，大大增加他的學習成效，最終
於通識科考得5*佳績，最佳五科則共獲22
分。
現年22歲、有嚴重弱視的恩傑，亦是無

障易學計劃的受惠者之一。他表示，以往
讀書時多靠傳統的點字「字排」抄筆記，
亦會製作凸字書供溫習，但由於要將一般
百多頁的教科書轉為凸字，最終重量會是
原本的十多倍，非常不便。但在使用計劃
的軟件後，如透過電腦輸入或匯入文字，

可轉譯成廣東話或普通話點字，亦可儲存在記憶卡，
匯入可顯示凸字的點字記事簿中，方便日常溫習和課
堂匯報讀稿之用，成功幫助他去年於嶺南大學社區學
院完成副學士課程。
失明人協進會指，無障易學計劃另設電子學習資源

網站，內建的無障礙教材資料庫提供最新的電子學習
資訊及相關人士的交流平台，現時共約為超過二千名
學生提供相關服務。協進會主席莊陳有補充，現時計
劃資助即將完結，有望日後能得到各方人士持續幫助
讓計劃延續，令更多視障者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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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小朋友長期聲沙、聲啞，問
題原來可大可小！香港大學聯同嗇色園為其屬校的小學生進
行聲線測試，發現每十名學童即有一名患上中度至嚴重的持
續性聲線問題，大大影響學童的自信、日常社交及學業表
現。專家建議家長可定期為子女錄音檢查，如聲沙或說話漏
聲情況持續兩星期或以上，應盡快尋求專業協助。
港大教育學院言語及聽覺科學部聲線研究所，去年起聯同

嗇色園屬下兩所小學，邀請179名小一、小三及小五的學童
進行聲線測試。由兩名言語治療師負責評估學童聲線屬健
康、輕度、中度或嚴重水平。結果發現，在初步測試中，有
近半數學童有不同程度聲音沙啞，而研究所再於八星期後再
為有關學童重覆評估，最終確認有17人持續有中度或嚴重水
平聲音沙啞，佔總人數近一成，他們均需接受轉介及跟進。
現年10歲、剛升小五的學生陳啓聰（聰仔），去年被發現

有輕度至中度聲線問題，原來聰仔生性好動，不時大呼大
叫，有時又會猛哭，加上少喝水滋潤喉嚨，久而久之聲帶勞
損，變成持續性聲線問題。「那時我說話聲沙、多痰，不一
會就喉嚨痛，（嚴重時）在家要大聲叫喊，哥哥才能聽見我

的聲音。」經過一年的治療，聰仔的情況大有改善，他指自
己現在少吃辣，免得刺激喉嚨，每日亦會喝8杯水，喉嚨明
顯舒服了，笑言唯一問題是要經常「尿尿」。此外，專家亦
有教導聰仔正確發聲方法，以腹式呼吸及定期按摩頸項的肌
肉，加上聰仔自律戒口，自然事半功倍。

「傷聲童」男多過女
港大聲線研究所所長馬珮雯副教授表示，小朋友難免喜歡

大叫，男孩子尤甚，所以男生患聲線問題的情況較女生多。
而雖然有關問題未必會造成聲帶永久性傷害，但如缺乏治療
及指導，聲線持續沙啞不順，對學童的自信及學習表現均有
影響。「朗誦、唱歌班，以至班上口頭報告，學習及學校活
動不時要運用聲線，聲沙均會影響表現。」馬珮雯又指，部
分學童透露，曾因聲線問題遭同學譏笑，亦有學校班長因聲
沙無力控制班內秩序，自尊心受創，她建議家長多讓子女喝
暖水，如懷疑子女有聲帶問題，可先為子女錄音檢查，兩星
期後再錄一次作比對，若問題持續，宜盡快尋求言語治療師
或耳鼻喉科醫生協助。

■經過駐校言語治療師何朗家（左）及港大
馬珮雯博士（右）的協助，聰仔的聲線問題
已大有改善。 記者姜嘉軒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李薇、通訊員 黃
釗 深圳報道）今日是
新學年之始，為迎接新
增的深港走讀學童，深
圳灣邊檢站在新學期推
出了跨境學童預約制
「信息採集」等一系列
便民服務新舉措。
據深圳灣邊檢統計，
上一學年，每天經深圳
灣口岸赴港上學學童有
7,000多人，今年將達
到9,000人。跨境學童
的安全通關問題成為老
師、家長以及邊檢機關關心的主要問題。為
方便新增的1,800多名學童使用電子標籤查
驗模式出入境，深圳灣邊檢站將於9月1日
至10日組織新增學童分批集中採集電子標籤
信息，屆時深圳灣邊檢站將在入境學童通道
前設置學童ID標籤集中採集點，由學校、運

輸公司向信息採集中心提前預約，學童在入
境時進行採集；家長自行接送的學童可在旅
檢二樓信息採集中心進行標籤採集。
在此期間，深圳灣邊檢站將增設學童專用

人工通道，在未完成信息採集前，學童可以
暫時選擇專用人工通道出入境。

深圳灣採集跨境童信息方便過關 小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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覽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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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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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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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灣邊檢站在新學期推出跨境學童預約制深圳灣邊檢站在新學期推出跨境學童預約制
「「信息採集信息採集」」等一系列便民服務新舉措等一系列便民服務新舉措。。

◀馬來西亞狀元
Toh Huey Ming
亦獲得中大取
錄，入讀保險、
金融與精算學/
計量金融學課
程。

中大供圖

本疊內容：文匯教育 台海新聞 神州大地 地方視窗 國際新聞 副刊 戲曲 娛樂新聞 體育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