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島 學額
中西區 324
灣仔區 304
東區 299
南區 99

九龍 學額
油尖旺區 273
深水埗區 215
九龍城區 540
黃大仙區 220
觀塘區 397

升中人數反彈 學額逐步「復位」
教局擬每班增派至31人 英中3人爭1額激鬥

A25 新 聞 透 視 眼 ■責任編輯：嚴栢曜、甄智曄

2018年12月7日（星期五）

20182018年年1212月月77日日（（星期五星期五））

2018年12月7日（星期五）

中文用「臉皮厚、厚
臉皮」形容一個人，多
少有點貶義，輕則指這

個人不理別人批評、一意孤行；重則指這
個人無恥，不要臉。英文當然亦有詞彙表
達這些意思。提到「厚臉皮」的英文，很
直接就會想到近似的thick skin（厚皮），
不過說someone has a thick skin（某人的皮
很厚），其實比較中性，說的是這個人不
怕批評，不容易被別人的批評傷害，亦可
以組成形容詞thick-skinned。
He won't care what people say. He has
a thick skin.

他不會介意別人說甚麼。他的臉皮夠
厚。
To be a successful politician, you need to

have a strong personality and sometimes a
thick skin.
要成為一個成功的政治家，你必須有堅

強的個性，有時還要有厚臉皮。
He is a rather thick-skinned reporter. He

will be there even if he is not welcome.
他是臉皮很厚的記者，即使不受歡迎，

也會出現。

「銅皮」非鐵骨 反而最惡劣

如果真的要說一個人臉皮厚、不顧環
境、不理他人、賴皮，甚至不知羞恥，另
外有一句短語brass neck，字面上就是說頸
項像銅一般硬，不要以為這是說一個人
「硬頸」，說 someone has a/the brass
neck to do something（某人的頸項銅一般
硬，會做某些事），其實是說這個人對自
己的行為過分自信，沒有明白到自己的做
法不為別人接受，沒有顧及他人的想法，
是個厚臉皮的人。
She has a brass neck to go on leave when

everyone is so busy.
大家都在忙，她卻放假去，真的不知羞

恥。
He had the brass neck to go to the party

though not being invited.

這個聚會沒有邀請他，他竟然厚着臉皮
不請自來。
We don't understand why he has the

brass neck to make these comments after
creating so many troubles.
我們不明白他弄出這麼多麻煩之後，竟

然還恬不知恥地說出這些話。
與 brass neck 有點關係的形容詞 bra-
zen-faced（銅臉皮），是指人厚顏無恥、明
目張膽，明知故犯，做錯事也不感到尷
尬，不隱藏。
He was brazen-faced in saying that he

was not going to keep the promise he made.
他真的厚顏無恥，竟然明言自己不會遵

守承諾。
She is a brazen-faced woman and she has

no intention to stop her rude behaviors.
她是厚臉皮囂張的女人，無意停止自己

的粗劣行為。
這些意指「厚臉皮」的字眼，表達了不

同程度、不同意味的厚臉皮，have a thick
skin是不理旁人的批評，輕微的厚臉皮，
thick-skinned有時可能是好事。
然而，have a brass neck則是只看到自己

而厚着臉皮罔顧他人，不理別人處境和感
受，更為嚴重的brazed-faced則是形容人無
賴，厚顏不要臉了。
見到不同的人的厚臉皮行為，根據他們

的為人處事，可選擇用不同的字眼描述他
們。
Lina CHU [ linachu88@gmail.com ]
（標題和小題為編輯所加）

「臉皮」有層次 批評分輕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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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港學生壓
力沉重，一項針對基層學童調查顯示，有多
達33%受訪小三至小六學童，自評壓力指數
為7分至10分的高水平，更有14%人壓力指
數達「爆燈」的10分，情況令人關注。
聖雅各福群會與安盛慈善基金在今年10

月以問卷訪問了17間小學807名小三至小六
基層學生及791名家長，發現受訪學童壓力
指數偏高，每七人之中便有一人壓力達最高
的10分。

子女情緒收埋 或未懂表達
同時，有四成受訪學生指過去一個月曾擔

心自己和家人的經濟狀況，23%更因此感到
不安或哭泣。然而，知道子女擔心家庭經濟
及因此感到不安或哭泣的家長，卻分別只得
23%及8%，反映部分年幼學生縱然對家庭
經濟感憂慮但仍然「收收埋埋」，讓自己進
一步受壓。
在處理負面情緒方面，44%受訪學童指會

選擇上網或打機減壓， 33%會吃自己喜愛
的食物，32%則會與同學或朋友傾訴，22%
指會做運動。
但調查機構指，最常見的上網打機及吃零

食等對學童減壓未必有顯著成效，認為應讓
學童及家長學習精神健康、管理情緒及減壓
方法等課題，讓學生更健康平衡地發展。
針對親子傾訴情況，調查中78%家長表示

子女有壓力時，會跟自己傾訴，不過學童問
卷卻發現，僅有25%人指會在有困難或不開心時向
父母傾訴，落差非常明顯。
聖雅各福群會扶貧服務高級經理吳雯賢指，那反

映雖然家長願意聆聽子女心聲，但孩子卻未必懂得
表達，所以幫助學童有效管理及表達情緒，學習釋
放壓力，對他們未來成長及面對出現的逆境非常重
要。
為回應基層學童精神健康需要，聖雅各福群會及

安盛慈善基金上月開始推出「AXA安盛燃亮童心
計劃」，首階段以遊戲手法幫助4間學校共80名學
童學習認識自我情緒、情緒管理及正確減壓方法
等，並配以適當飲食及理財知識，希望支援學童身
心健康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利用新科
技應對人口老化帶來的挑戰，是社會新
趨勢。科技大學與基督教靈實協會昨日
簽署合作備忘錄，結合彼此於科研實力
與長者護理服務經驗的優勢，推動研製
並應用「樂齡科技」。目前雙方正就包
括長者「虛擬治療師」、阿爾茲海默症
遺傳風險因子研究，以及園境空間對長
者心理質素影響的量化研究等七個項目
進行商討，期望藉以提高長者及護理人
員生活質素。
備忘錄由科大副校長（研究及發展）
葉玉如和靈實行政總裁林正財簽訂，並
由科大校長史維、靈實董事會名譽主席
鄭漢鈞、以及協助促成是次合作的西貢
區議會主席吳仕福，與科大健康、安全
及環境處處長兼靈實董事會主席關繼祖
等見證。
是次合作中科大將特別為靈實設計方
案及產品，改善長者及護老者生活質

素，而靈實則為科大提供新技術測試平
台。

脈衝殺菌 自動送膳 導航輪椅
雙方現正進行商討的合作項目共有七

個，包括可陪伴長者並實時監測其情緒
狀況及壓力水平的「虛擬治療師」、針
對中國人口阿爾茲海默症遺傳風險因子

的研究用於發展有效診療策略、基於3D
實時臉部識別技術檢測心理及生理疾
病、園境空間對長者心理質素影響的量
化研究、用於淨水殺菌及防止疾病傳播
的小型脈衝電場殺菌裝置，自動化送膳
服務系統及其他裝置用以優化靈實日常
運作，以及用於後勤系統的自動導航的
輪椅及車輛。

林正財表示，希望透過兩間機構的合
作，建立測試研創科技產品的平台，藉
此起推進和示範作用，並鼓勵持份者之
間的合作。
葉玉如則指，希望能結合科大的創新
科研及靈實的實際經驗，為提高長者及
廣大社區的健康水平和生活質量作出貢
獻。

科大研「虛擬治療師」幫老友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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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入學的升中自行分配學位報名將於下月3日開始，教育局
昨日出版的《申請中一自行分配學位手
冊》載列全港中學相關學額資料。
香港文匯報按最新《手冊》資料統計，計
算出全港英中明年共提供5,290個自行分配
學額，較本年度增加147個，以自行學額佔
總數三成推算，連同稍後進行統一派位階
段，全港英中中一學額約有1.76萬個，較今
年增加約490個。
不過由於升中人口回升，英中競爭比率

也增至3人競爭1額，比今年的2.9人爭1額
更為激烈。

需求大地區擴至35班
教育局發言人則指，去年已與學界商討

學生人口回升的應對，並就按具體情況逐
步「復位」至每班34人及個別地區「擴
班」達成共識。
而就2019年度的安排，局方會透過學位

調撥於全港中一「復位」1個至每班31人，
同時「擴班」35班以應付預計的學位需

求。當局並會繼續密切留意整體中一學位
需求變化，並與業界保持溝通，商討應對
措施。
中學校長會主席鄧振強表示，學額數量

必須多於學生，才能確保學生能就學，故
局方現有不同的措施包括「擴班」及「借
位」等去穩定各區學額。
他指出，過往升中人口下降時大部分中

學均分三年「減派」，按「211」由每班34
人減至30人，而參與學校亦會於2019學年
起逐步「復位」，首年先加派至31人，預

計未來會逐步回復至原有水平。

部分地區恐「復位又減班」
不過鄧振強亦提到，各區升中人口回升

情況並不平均，港島有個別地區因「復
位」而增加學額，惟區內適齡學童人數卻
未見提升，他表示，學界擔憂個別地區或
會遇上「既要復位，又要減班」的矛盾局
面，希望當局能更仔細因應各區實際情
況，推出適當的措施，以紓緩收生壓力。
教育局昨日同時發佈《中學概覽2018/

19》，當中羅列了全港各中學特色資料，
供升中學生及家長參考。
《概覽》資料顯示，不少學校將國民教育
列入關鍵發展項目，例如嗇色園主辦可藝
中學將德育及公民教育議題滲入初中人文
科及高中通識科，並會舉行奏國歌及升旗
儀式，提升學生國民意識。
東莞工商總會劉百樂中學則指會透過早

會、班主任課等培養學生的正確價值觀，
學校亦會積極推動國情教育，如舉行升國
旗儀式、參加國情教育課程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柴婧）2019年
入學的大學聯招（JUPAS）首輪申請前
晚截止，根據8所大學的申請資料，以
首三志願Band A計，浸會大學體育及康
樂管理成為最「爭崩頭」學科，平均約
33人至49人爭1位。
另外，隨着港大醫科降低最低錄取分
數、增加面試和學額等，令該科有多達
865人報讀，破紀錄首次列入該校最多人
報讀五個學科之一。
根據最新JUPAS申請資料，浸大體育
及康樂管理共有982人以Band A報讀，
爭奪20個至30個學額，平均33人至49

人爭1位，屬全港最激烈。至於過往最
「爭崩頭」的教大幼兒教育學士課程，
雖然仍有1,818人報讀，但由於學額大增
逾倍至45個至54個，競爭比率降至34
人至40人爭1位，甚至稍遜於該校的體
育教育學士（31人至42人爭1位）。
其他競爭較大的課程則包括理大的酒

店業管理，共有1,826人報名，學額40
個至50個，平均37人至46人爭1位。
JUPAS部分大學的課程以學院或大類

招生，雖然競爭不算大，但由於提供學
額較多，選報人數亦高企。
例如科大工程學有2,357人報名，爭奪

655個至662個學額；中大理學院則有
2,141 人報讀，提供 370個至 395 個學
額。
另外，港大護理學亦有2,118人申請，

競爭205個至215個學額，屬於較受歡迎
課程。

港大醫科降門檻 變全校頭五
而收生分數超高、被稱為「神科」的

港大醫科，在首輪JUPAS有多達865人
報讀，也首次列入全校最多人報讀的頭
五位，超越過往較多人選讀的社會科
學。

學友社學生輔導中心總幹事吳寶城分
析指，醫科首次成為港大報讀人數
「TOP 5」，主要與校方宣佈降低收生
門檻，最佳6科36分通過面試者便可
「穩入」有關。
他表示，喜愛醫科的學生，即使自評

被取錄機會較小，亦可能會於聯招首輪
Band A報讀以爭取面試「博一下」，同
時學額增加亦吸引更多人報讀。
不過吳寶城亦指，報讀人數上升未必

會對錄取結果構成很大影響，因為在上
述要求下，學生更多的是與自己競爭而
非與他人競爭。

浸大體康管理最搶手 49人爭1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詹

漢基）升中人數自去年開始

回升，教育局預計，參加

2019年度中一派位學生約有

53,600 名，較今年大增約

3,300人。教局為提供足夠

學額，會讓過去幾年的「減

派」措施於下學年起逐步

「復位」，全港中一每班增

派至31人，而個別需求較大

的地區也會「擴班」共計35

班。針對最受家長青睞的英

文中學，明年全港中一學額

亦增加近500個至約1.76萬

個，不過對比人口增長仍有

不及，英中入學平均3人爭

1額，較今年更為激烈。

新界 學額
葵青區 360
荃灣區 166
屯門區 360
元朗區 389
北區 255
大埔區 210
沙田區 715
西貢區 164
離島區 0

資料來源：教育局《申請中一自行分配學位手冊》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詹漢基

總數：5,290各區英中自行收生學額

▲科大研「虛擬治療師」監測老友記健康狀況。 機構供圖

◀科大與靈實昨簽署合作備忘錄，合作推動「樂齡科技」發
展。 機構供圖

■全港升中人數反彈。英中入學平均3人爭1額。圖為女拔萃中一收生簡介會。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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