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屆「創科@大
埔」展覽將於下月

17日及18日以「生活與創科」為主題舉行展
覽、創意工作坊、講座、創客示範、舞台表演
以及互動遊戲等多項精彩活動，為區內學生提
供實踐科學及創科平台。其中將會參展的大埔
舊墟公立學校（寶湖道）小學生以照顧流浪貓
為主題，利用物聯網（loT）的概念，設計了一
部用於自動餵貓的機械裝置，可供照顧流浪貓
的義工使用。 ■中通社

生 活 創 科

地區英中升中收表最勁增兩成
張祝珊校9人爭1學額 皇仁英皇依舊爭崩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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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預計，參加2019年度中一派
位學生約有53,600名，較去年大

增約3,300人；而各區英中學額則稍微
增加近500個達1.76萬個，全港平均3
人爭1個英中學額。
其中佔總學額三成的自行學位階段昨

日截止申請，每名適齡升中學童不受地
域限制，可以填報最多兩所中學。

皇仁面試 涉時事重解難
傳統名校皇仁書院及英皇書院收表

情況與去年相若。皇仁副校長趙善衡

表示，今年收到550份申請。按該校今
年自行收生有43個學額計算，平均
12.8人爭一學位。
他透露，面試考核學生中英文溝通
能力及時事題目，也會滲入STEM類
的解難問題。而英皇今年收表約500
份，平均11.6人爭一學位，競爭依然
激烈。
在東區方面，張祝珊英文中學新學
年因「循環班級結構」而多開一班中
一，申請亦由380份大增18%至約450
份，平均9人爭一學額；而港島民生書

院雖然受「循環班級結構」影響，新
學年將減少一班，然而收表情況有增
無減，收到508份申請比去年多8%，
平均12.7人爭一學位。
同區亦有中文中學甚受歡迎，如中
華傳道會劉永生中學較去年多收80個
申請，共收表374份，增幅27%，平均
12.5人爭一學位。

北區校長：面試如聊天即可
在北區方面，區內名校香港道教聯
合會鄧顯紀念中學亦受家長青睞，校

長劉志遠表示，今年情況與去年相
若，收到410份申請表格，平均8人爭
一學位。
他續指，該校收生會按不同範疇評
分，學業成績、面試表現及課外活動
各佔比重50%、30%及20%，其中面
試會以「一對一」的形式進行，學生
按要求回答問題或朗讀文章。
他表示，由於不希望同學參加面試
班，故面試不會圍繞某些特定的課
題，主要考核學生的兩文三語及溝通
能力，「如聊天一般自然就可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柴婧）香港大學
首席副校長譚廣亨近日向師生校友發信，
講述港大文學院的學術檢討情況，有關檢
討將從5方面開展，包括在大學的願景及
戰略發展的背景下，學院的未來角色和發
展，以及目標的有效性、實現程度等，專
家小組會於即日至下月11日就上述方面
收集持份者意見。
文學院是港大的創始學院和最大的學院

之一。為助2012年推行大學四年制本科
課程作準備，港大文學院曾於2005年進
行行政重組，將11個學系及教學部門分
別歸入多個專科學院。
目前港大文學院由四個學院組成，包括
中文學院、英語學院、人文學院和現代語
言文化學院，約110名教授和115名學術
相關工作人員，此外學院還設有應用英語
中心、佛學研究中心、人文醫學中心和全
球化及文化研究中心。
至於學生人數方面，文學院共有3,200

名學生，包括2,300名本科生及900名研
究生。

着眼數字人文等3研究
譚廣亨表示，港大文學院的研究一直植

根於中西文化的交匯，並發展出3個新的
策略研究重點—數字人文、藝術及性別
研究。

循5方面收集意見
隨着大學整體學術檢討，相關專家小

組希望就港大文學院未來如何發展方向
收集意見，主要是圍繞5方面，包括在
大學的願景及戰略發展的背景下，學院
的未來角色和發展；學院目標的有效
性；衡量學院定位和既定目標實現程
度；學院實現目標的戰略手段的適當
性；以及任何可協助學院未來發展的必
要措施。

在我們漫長卻又短暫
的人生裡會經歷許多。
我們會被愛情、友情以
及親情所包圍所困惑；
或是甜蜜，或是苦澀，

或是暖心，或是傷心。愛情會變質，友
情會暗淡，惟有親情恒久不變。以血脈
血緣築成的「長城」守衛着我們，無論
你是弱小是強大，是少年是青年，它也
永不倒塌。
還記得小時候，父母忙於工作，只得
將我寄養在外祖父家中。外祖父家中子
女眾多，以母親為大，下有四女一子，
皆未嫁娶。我是家中唯一的孫輩，享盡
寵愛。家中人只照顧着我一個，怕我摔
着，怕我磕着，學跳舞時有姨姨陪着，
學鋼琴時有舅舅守着。
他們像是將我當作掌上明珠般護着。
這時我感受到的是無盡的疼愛，而這群
人都是我的家人，而這情稱之為親情！
到了我上小學的時候，母親以鍛煉意
志為由將我送進寄宿學校。一開始的時
候，我感到十分不適應，孤單的感覺常
令我哭得撕心裂肺。一到星期三，母親
為我帶來熬製的湯水，隨即回禮給母親
的是我那像關不緊的水龍頭般湧出的眼
淚，而一抬眼看到了母親微紅的眼眶，
我瞬間止住了淚水。無論是那費盡心思
與時間熬製的湯水還是母親那微紅眼
眶，我讀懂了母親的心疼和愛護，這份
情被稱之為「親情」。
來到中學時代，對於親情有着更深切
的感悟。當小學的友情開始與利益相勾
結，友情的變質已經開始。那已經不再
是分你一顆糖，我們做好朋友的友誼，
也不再是告訴你一個秘密，你不要說出
去的友誼。剛成熟的小世界也已經充滿

利益、計算，你開始發現自己疲於面
對。

家像港灣燈塔 免漂泊不迷茫
每星期回家都已經心力交瘁。可當

你聽到外婆那聲「回家啦，快來吃
飯」時，一切的烏雲從頭頂消去。
看着面前堆高似山的飯菜，又再次

重拾微笑與希望。學習帶來沉重的壓
力，友情帶來的傷害都在這一刻拋諸
腦後。無論如何，家人在你的身後。
親情像是補充劑，在精疲力盡時給予
你能量與無所畏懼。
家有時也像是港灣，你可以盡情停泊

在這裡，不再畏懼前方的滔天巨浪與雷
雨交加的天氣。而家人又像是引渡人，
指引你方向，帶你走出黑暗。
在我至今經歷的這短短的人生裡，親

情尤為珍貴，你不用害怕它會拋棄你，
會傷害你。在我被友情重傷至我體無完
膚的那段日子裡，是家人的愛陪我走
過，是親情陪我走過。親情是不求回報
的，親人不求你能給他們多少金銀珠
寶，多少榮華富貴的回報，他們只求你
健康喜樂平安。這是友情、愛情，任何
成功與失敗都無法給予你的，是最特別
也是最珍貴的。
你不會再遇到任何人像家人一樣無私

地待你，即使是你自己。親情之所以彌
足珍貴，是因為它的獨一無二。
惟有親情能帶給你真正的愛與呵護，

在親人的眼裡我們永遠都只是孩子，他
們會細心地呵護我們，陪伴我們，守護
我們成長。我盼望在未來數十年，親情
永遠伴隨着我直至生命的末了。

■聖士提反堂中學 戴明賢
(標題和小題為編輯所加)

新年伊始，不
同專業領域的人
士都會作出該年
度的發展趨勢預
測，如樓市、財

金市場和科技等。其實教育也不
例外，如在互聯網上搜尋2019年
教育趨勢，不難發現學者、教育
機構和研究團體等持份者所分享
之見解與心得。
將這些趨勢放在一起比拚，便

會發現一些共通之處，其中三個
範疇更是香港教育城一直推動的
項目。
首先是個性化學習。這個教育

理念以學生為中心，強調要因應
學生不同需求、能力、興趣、學
習風格，調整並制定其學習經
驗，讓學生能夠主動參與、投入
學習、享受過程與結果。
能展示這個教育理念的有專題

式 學 習 （Project-based Learn-
ing）及STEM教育，由學生在一
個廣闊的議題內，主導設定題
目，並因應個人的知識、技能及
能力等，以最適合自己的方法，
完成學習項目。
學生如需在過程中與其他同學

合作，完成項目，更可全面鍛煉
21世紀的協作、溝通、創意及明
辨思維等能力。
第二是運算思維將進一步由電

腦學科推展至跨學科的應用。有
不少國家如英國、芬蘭、南韓、
澳洲等已將運算思維納入課程
內，香港也不例外。納入課程的
目的是裝備學生擁有解難的能

力，以面對及處理複雜多變的未
來世界。
小學界別方面，有「賽馬會運

算思維教育」計劃支援有心有力
的小學，在全校推動運算思維的
教學模式。
而香港科技大學與教城合辦的

「Code2App挑戰計劃」，旨在
透過編程訓練，裝備師生擁有運
算思維及運用編程技巧，以解決
日常生活的問題。

網安專才越見需求
第三是網絡安全。科技廣泛地

融入教育及學校行政管理，不少
學校運用電子產品、電子教育工
具和網上學習平台等。當師生越
常使用數碼平台，這些平台蒐集
的學生數據越多，如何設定網絡
的安全就越見重要。
為培訓網絡安全專才，不少

院校也不遺餘力，特別開設網
絡安全課程，以配合未來社會
在這方面的人才需要。香港亦
有機構將為學校的科技人員提
供相關培訓，以加強學校的網
絡保障，減少不必要的網絡危
機。
無論2019年的教育趨勢發展如

何，重要的是不同的持份者，包
括家長、學校、社會及政府共同
協作，為孩子締造一個理想又可
持續成長的學習環境，與世界接
軌。

■香港教育城高級發展經理
洪婉玲

(標題和小題為編輯所加)

親情恒久遠 血脈築「長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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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趨個性化 重在解難思維

香港道教聯
合會鄧顯紀念
中學早前舉行
第三十五屆體
育 日 ， 該 校

明、道、立、德四社健兒在兩
天比賽中士氣高昂，全力以赴
爭取錦標，充分發揮體育精
神。
該校在體育日期間舉辦多
項田徑賽事，運動員各展所
能，奮力在跑道上奔馳，又咬
緊牙關在沙場上飛躍，大放異
彩。
大會舉辦四社舊生接力賽，
邀得多位現已升讀大學的舊生
參加，為所屬的社學弟學妹而
戰，最終由明社奪冠，全場氣

氛熱烈掀起運動日的高潮；另
壓軸項則為畢業班師生多人接
力賽，各班的學生、班主任及
任教老師，穿上精心設計的制
服全力以赴，向終點衝刺，師
生打成一片充分展現了「友誼
第一」的運動精神。
體育日頒獎禮邀得2018亞運

三項鐵人賽混合接力賽銅牌得
主羅亮添主禮，他勉勵全體同
學要有鐵人的堅定心志，迎難
而上，跨越人生道路上的難
關，絕不輕言放棄。
鄧顯校長劉志遠則提醒學生

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鍛煉
強健的體魄，活出精彩、充實
而美好的人生。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鈺

部分中學自行收生「戰況」
學校 收表數* 學額 競爭比#
皇仁書院 約550份 43 12.8

英皇書院 約500份 43 11.6

港島民生書院 508份 40 12.7

張祝珊英文中學 約450份 50 9

香港道教聯合會 約410份 51 8
鄧顯紀念中學

中華傳道會劉永生中學 374份 30 12.5

*數字截至昨午4時；#多少人爭一學額

■資料來源：各所學校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詹漢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詹漢基）今年9月新入學的中

一自行分配學位階段昨日截止申請，本年度參加升中

派位人數較去年大增3,300名，惟全港英中學額只是

略增，部分地區英中收表數明顯上升，增幅最高近兩

成；而包括皇仁書院及英皇書院等吸引不少人跨區報

讀的傳統名校，收表數則與去年相若，維持12人至

13人爭一學位的激烈競爭。有中學校長表示，不希

望同學參加面試班增加壓力，故面試以傾談為主，考

核他們的兩文三語及溝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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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顯中學體育日 三鐵「探花」撐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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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祝珊英文中學新學年因「循環班級結構」而多開一班中一，申請由380份大
增18%至約450份。 資料圖片

■皇仁書院今年收到550份申請。按該校今年自行收生有43個學額計算，平均
12.8人爭一學位。 資料圖片

■鄧顯中學早前舉行體育日，由明社奪得全場總冠軍「明德盃」。 學校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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