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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截取
通訊及監察事務專員石輝昨日向立法
會議員及傳媒簡介早前向行政長官提
交的2018年周年報告，披露去年有
183宗可能涉及法律專業保密權的個
案，較2017年上升一倍，但他強調
經調查後所有個案均無實質取得法律
專業保密權的資料；至於違規個案則
有27宗，違規原因主要與執法人員
大意或不慎所致，部分涉事人員事後
已被作出口頭勸喻、警告或書面訓
誡。
海關、警務處、入境處及廉政公署

去年共獲發1,378項訂明授權，包括
1,337項屬截取的法官授權，及41項
第一類監察的法官授權，當中有13
宗授權獲續期超過5次，相關執法機
構並透過有關行動成功拘捕235人。
4個執法機構去年亦合共有6宗截

取申請遭拒絕授權，石輝指主要原因
與相關執法機構未有提供足夠資料支
持所提出的指稱，或根據先前授權進
行的截取行動未能取得有用資料有
關。
報告中另一受到關注的情況是涉及

法律專業保密權資料個案連續兩年出
現倍數增幅，4個執法機構去年合共
就183宗新的相關個案作出通知，較
前年的約80宗增加逾1倍。不過，石
輝估計有關情況只是因為多了市民尋
求法律意見，強調執法人員未有取得
實質保密資料，認為情況反映執法人
員執行職務時保持高度警惕。

已勸喻警告訓誡
去年並有27宗違規情況、異常事
件，或事故個案發生，石輝特別提及
其中一宗涉及多於一項違規情況的個
案，透露有執法機構督導人員未有告
訴下屬工作時間會重新編排，令下屬
在行動應該要暫停期間接觸了一項截
取成果，該人員之後將訊息刪除，督
導人員因而在不知悉目標人物已經被
捕的情況下，接觸一項截取成果。
此外，報告亦揭發有執法人員截聽

電話時，聽到涉及法律專業保密權資
料，卻因認為目標人物說謊而未有向
上司匯報，而該涉事人員過往已曾犯
類似錯誤。不過，石輝強調違規個案
的出現只因為有關人員大意或不慎所
致，未有找到他們蓄意不理會法定條
文或實務守則的證據，認為涉事人員
不是別有用心地違規，透露相關執法
機構已經就違規問題採取口頭勸喻、
口頭警告及書面訓誡等14項紀律行
動。
對於有立法會議員關注WhatsApp

等市民現時常用的媒介通訊記錄不受現行《截取
通訊及監察條例》保障，執法機構可向法庭申請
搜查令從而取得相關內容，石輝表示自己的權力
範圍只監管信息截取過程的「一兩秒」，若要進
一步法律保障，監察執法人員憑手令取得的資
料，需由政府部門及立法機關處理。

港生評分跌 教育響警號
PISA評估揭閱讀數學排名降 學者：升科學解難力最緊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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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不少港人均熱
愛健身及做運動，以致近年健身中心愈開愈
多。一項調查顯示，目前香港有多達975間健
身及運動場地，較去年的947間增加近3%，
其中24小時健身場地更於一年間激增3.1倍至
37間。調查並指，逾30%受訪者每月投放逾
千元於健身或運動上；另有多達89.3%受訪者
認為政府應對健身服務設立冷靜期，以提高他
們到健身及運動場地消費的信心。

逾六成人做運動最愛健身
目前香港有多達975間健身及運動場地，香
港健身Guide於上月至本月初主要透過互聯網
訪問532名市民，79.1%非常同意運動會對健
康有幫助。調查顯示，健身(63.6%)是受訪者
最愛的運動，其次是伸展/筋膜放鬆(49.4%)、
行 山 (44.2% )、 跑 步 (41.7% )、 球 類 運 動
(39.6%)、單車(29.4%)及瑜伽(25.1%)等。
調查發現，54%受訪者會在連鎖式或非連鎖
式健身中心健身，亦有40.4%受訪者愛在公園
或戶外健身，其餘則主要選擇於家中
(38.9% )、住宅會所(24.5% )及康文署場地
(24.2%)健身。他們健身的主因包括預防疾
病、釋放壓力及出現肥胖或過重等問題。
亞洲運動及體適能專業學院行政總裁周錦浩
表示，健身融合復康是大趨勢，估計每年市場
銷售達28億元，健身教練若不時增值，月薪
可高達5萬至7萬元。他續說，報讀教練班的
女性較去年上升22%，其中一班教練班更出現
「女多男少」的情況。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姜嘉軒）2020
年香港中學文憑試將於明年3月開考，
考評局網站昨日出版最新的《考生手
冊》，供考生下載閱覽。今年整體規則
與安排沒有大改動，各項考試服務附加
費見輕微增幅。另因應近日社會環境，
手冊特別提醒考試當日如有特殊情況，
例如廣泛地區遇上惡劣交通等，考評局
將採取應變措施，包括延遲開考時間、
延期考試等。
2020年中學文憑試首個核心科目中國

語文將在明年3月30日開考。《考生手
冊》的「特殊事故的處理方法」篇章提
到，除非考評局正式宣佈因天氣惡劣或
特殊情況而需將該日的考試延期，否則
考生應依原定安排應試。惟考生亦應考
慮人身安全，如有實際困難未能前往指
定試場應試，必須於開考前與考評局聯
絡，考評局將按實際情況作個別考慮。
此外，若廣泛地區遇上特殊情況，例

如是惡劣交通。考評局將採取應變措
施，包括延遲開考時間、延期考試等。

《考生手冊》同時載有多項重要資
料，包括考試相關規則與程序、各科目
的應考須知、突發情況與考試異常事件
的處理方法、發放及覆核成績安排、考
試時間表以及准用計算機型號等實用資
訊。

考試服務附加費微增
就各項考試服務附加費，今年均見有

輕微增幅。以甲類科目的積分覆核為
例，語文科所需費用由215元調高至224

元；非語文科則由 180 元調高至 187
元。重閱答卷方面，不包括口試，語文
科由859元加至893元；非語文科則由
716元加至745元；語文科目口試部分則
由687元增加至714元。
另一方面，如考生需要增加或更改報

考科目/卷別/選修單元或應考語文，明
日（5日）或以前的每次申請為268元，
此後則為每科617元另加科目費。
手冊提醒，12月5日後提出的申請通
常不獲接納。

《考生手冊》出爐 教應對特殊事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海關首次偵
破以過境學童校巴走私黃金的案件，涉案的司機
因違反《進出口條例》，昨日在粉嶺裁判法院被
判監禁6個月。
海關人員2017年7月28日截查一輛經文錦渡

管制站入境並載有跨境學童的校巴，發現近前車
門位置的改裝暗格內藏有12塊黃金，共重約12
公斤，估計市值約420萬元。該名59歲男司機因
此被捕。
走私屬嚴重罪行，根據《進出口條例》，任何

人輸入或輸出未列艙單貨物，一經定罪，最高可
被判罰款200萬元及監禁7年。

健身服務冷靜期
近九成人認同設立 走私值420萬黃金

跨境校巴司機囚半年

■石輝（中）指法律專業保密權個案雖然大幅
增加，但強調所有個案均無實質取得法律專業保
密權資料。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PISA由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策劃，每三年
進行一次，旨在評估15歲學生以母語
閱讀、數學和科學的能力。中大教育
數據研究中心獲委託，在2018年4月
至5月期間，以隨機抽樣方式邀請
152間中學、共約6,037名學生進行電
腦測試作為評估。
結果顯示，在79個參與排名的國家

及地區中，本屆港生的閱讀能力排名第
四，較去屆下跌兩位，平均分亦從上屆
的527分跌至524分；至於數學能力的
平均分雖然較去屆微升3分至551分，
排名卻錄得下跌，從去屆第二跌至今屆
第四；科學能力則維持第九名，平均分
從523分稍微下降至今屆517分。

內地列榜首 澳門排第三
至於全球情況，今屆中國參與評估

地區為北京及上海市、江蘇及浙江省，
三項排名全列榜首，去年「龍頭」新加

坡在三項排名均屈居第二。澳門則緊隨
其後，三項排名均取得第三名，為首次
同時在三個範疇領先香港。
香港PISA 2018項目主理人、中大

卓敏教育心理學講座教授侯傑泰指
出，香港在閱讀及數學能力的平均分
與上屆相若，但由於臨近地區的學生
表現迎頭趕上，導致香港在這兩方面
的排名稍跌。

侯傑泰倡改革課程「救亡」
侯傑泰認為，香港目前急需解決的

難題是要提升學生的科學解難能力。
「舊學制同時選修物理、化學及生物
的學生比率有逾40%，但推行334學
制後，選修單科的比率只有20%，同
時修讀三科的更是寥寥可數」，他強
調香港必須改革科學課程，以提升港
生的科學能力。
同時，他表示大學收生制度亦會影

響中學生選科，期望各所大學收生時

能更關注理科成績，並討論出一套有
利於培育香港科技人才的收生系統。
另一方面，本屆研究結果顯示香港

女生在三個範疇均有較佳表現，其中
閱讀成績更比男生高出35分。中大分
析指，女生較善用記憶、綜合及評估
等技巧，或因此帶來差距。
研究又指，香港的教育均等性排全

球第二，反映香港學生的表現相對較
少受家庭社經地位所影響，有平等機
會接受優質教育。
教育局發言人回應指，香港學生三

方面能力均遠高於國際水平。同時，
相對其他參與研究的國家或經濟體
系，香港學生的表現較少受家庭社經
背景影響，說明香港教育制度能為所
有學生提供優質及平等的教育機會，
有助促進社會流動。
教育局會借助國際評估的結果作為

其中一個參考指標，以知悉香港學生
的強項弱項，並加以改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詹漢基）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劃（PISA）昨日公

佈2018年研究結果，港生在閱讀及數學能力排名各跌兩位變全球第四，科

學能力則維持第九名，三項排名均被澳門超越。有份參與研究的中大學者

指出，雖然港生在三個範疇的平均分數與去屆相若，但排名不進則退，澳

門的全面領先正正給本港教育敲響警號，當中以科學排名跌勢最令人憂

心，呼籲政府和大學都應出招「救亡」，提升港生科學能力。

港生歷屆排名
年份 科學 閱讀 數學
2000 3（541） 6（525） 1（560）

2003 3（539） 10（510） 1（550）

2006 2（542） 3（536） 3（547）

2009 3（549） 4（533） 3（555）

2012 2（555） 2（545） 3（561）

2015 9（523） 2（527） 2（548）

2018 9（517） 4（524） 4（551）

■註：括號內為該項分數

資料來源：PISA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詹漢基

又到一年一度的聖誕節，雖然今年香港受修例風波，及中美貿易戰
影響經濟下行，但商家還是希望藉此佳節緩和社會氣氛，以及吸引購

物人潮。因應明年是鼠年，恒隆地產首度與迪士尼合作，即日起至明年1月2日期間在旗下商場Fashion Walk
設立巨型米奇老鼠及聖誕樹霓虹燈飾，供遊人自拍打卡。此外，恒隆更邀請日本時尚品牌FDMTL開設牛仔拼
布產品限定店，除選購商品外，顧客還可親手製作牛仔布袋作為聖誕禮物。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迎 米 奇 賀 聖 誕

■侯傑泰指出，香港需要改革科學教育，以提升學生的科學解難能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詹漢基 攝

■港生在閱讀及數學能力排名各跌兩位變全球第四，科學能力則維持第九名。圖為香港
學生上課情況。 資料圖片

下次攪珠日期：12月5日(星期四)

12月3日(第19/133期)攪珠結果

頭獎：—

二獎：$953,390 （2注中）

三獎：$119,640 （42.5注中）

多寶：$8,000,000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