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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衛生與其他單元的關係

「公共衛生」範圍廣泛，除了治療疾病的門診、急症、住院等各項治
療服務外，還包括所有保障及提升公眾健康的措施：疾病預防，包括注射
疫苗預防傳染病、確保食物食水安全預防食物中毒、控制空氣污染預防呼
吸系統疾病；健康教育，讓人們從小養成健康生活習慣，若有不良習慣，
包括吸煙又不做運動，便要及早糾正過來。

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看公共衛生
公共衛生又關乎公眾健康。
於1946年通過的世界衛生組織《組織法》，把 「健康」的定義為非單

指身體沒有疾病、受傷或痛楚，而是包括三方面的狀況：（1）身體包括

所有器官的功能；（2）精神，包括情緒、認知、記憶等功能：以及（3）
社會適應，包括與人相處的能力。

國際政府組織指由主權國家組成的機構。這些組織主要透過各地政府
間合作、訂立國際規條和建立通報機制，防止傳染病的大規模蔓延和推廣
健康的生活模式。

同時，國際非政府組織不以國家為單位，它們可理解為非營利社會仲
介組織，致力解決各種社會問題。這些組織的資金和成員來自各地，辦事
處遍及全球。

國際組織擔任公平分配角色
不論是國際政府組織還是國際非政府組織，它們在推動和維持公共衛

生都十分重要。
首先，國際組織有助推動藥物公平分配。多個國際組織致力推動全球

藥物公平分配，方法包括向製藥公司施壓或合作、改變現時分配藥物的方
式，以及針對發展中國家地區的需要研發藥物。此外，國際組織有助防控
傳染病。近年，不少傳染病爆發並散播至全球各地，病毒不斷變異，而且
在動物和人類之間傳播，例如禽流感和乙型流感。要有效控制這些疾病，
有賴專責不同方面的國際組織共同合作，就病毒資料、疫苗研製和動物衛
生等方面制定政策。

國際組織多年來取得了不少成就，然而仍面對不少挑戰，其中新型傳
染病和非傳染病的威脅有增無減。此外，全球多個國家面對不同問題和持
有不同的利益考慮，要通力合作和切實執行國際規定或指引實在不容易。

福建中學（小西灣）助理校長 李偉雄

溫習筆記

合晒合尺與唔咬弦

大灣區

粵語解碼

「合晒合尺」中的 「河車」的真身是 「
合尺」，其中 「合」、 「尺」是 「工尺譜」
中七個基本音中的兩個，一低一高。 「二胡
」的兩條弦分別叫 「合線」和 「尺線」。當
兩條線的音調好，共同發出聲音時和諧順耳
，就叫 「合晒合尺」。

指完全符合及不合拍
至於 「合尺」何以變成 「河車」，這是

因為戲棚官話 「合尺（hé chě）」二字念
來音近廣東話 「河車（ho4 ce1）」。 「合
晒」在粵語中指完全符合， 「合晒合尺」後

引申為協調、融合、和諧。
「弦」，讀 「然」，指弦線。 「唔咬弦

」原指演奏二胡等拉弦樂器時弓不咬弦，即
拉時弓在弦上打滑，後引申為合不來。為免
上述的情況出現，有指在弓毛上上點 「松香
」便成。 「松香」在現實生活中就是那些做
調停的人。

時代變遷， 「咬弦」和 「合晒合尺」經
已沒幾人會說，取而代之的有：

夾、啱傾、啱牙、啱心水、啱key
「夾」，作為動詞，有從兩旁鉗住之意

；作為名詞，指夾東西的器具。可看得， 「

夾」有合起來之意。廣東人借 「夾」這個單
詞來作為合拍之意。

「啱」，讀 「岩4-1／ngaam1」／ 「
aam1」，有配合之意； 「傾」，即傾訴；
「啱傾」就是好傾訴，有談得攏之意。從另

一角度，廣東人以 「傾」代 「說」； 「說」
可指說話，那 「啱傾」就是話題大多互相配
合。

「心水」應由 「心緒」演變過來，只是
「緒」讀時變調而已（ 「緒（seoi5）」 「

水（seoi2）」）。 「心水」指內心的情緒
，現泛指喜歡、偏愛。

「螺母」（nut）與 「螺釘」（俗稱 「
螺絲」，bolt）配合使用，起連接緊固機件
作用。完全配合時稱 「啱牙」，其中 「牙」
讀 「牙4-2／ngaa2」。人們藉 「啱牙」比喻
合得來。

「key」指音樂中的調。 「啱key」就是
合乎節拍，引申為合拍。

近年還有以下的 「潮語」：
啱嘴形、啱feel、啱channel
「啱嘴形」指口形相配合，引申為合拍。
「啱feel」中的 「feel」指 「feeling」（感

覺）。 「啱feel」指心意相通、情投意合。

對於 「唔啱feel」，西方人會說：Not
my cup of tea（不是我那杯茶）。

「channel」指 廣 播 中 的 頻 道 。 「啱
channel」就是雙方愛收聽或收看相同的頻
道，引申為投契。

【 「粵劇中的粵語」 之八】
香港資深出版人 梁振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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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文憑試中國語文科口試下周二（3月13日
）起舉行，考試及評核局向考生送上 「醒目提示
」，提醒考生切忌遲到及 「空肚」應試。

由今年開始，中文科口試考生在小組內的編
號會以A至E作識別，有關資料會按次序印在紅、
藍、綠、黃、紫色的貼紙上，由報到室主管派發
給考生。

考評局提醒考生必須帶備准考證和身份證正
本應試，並提早15分鐘到達試場，遲到15分鐘以
上，將不會獲安排於當日考試，考生可下載
HKDSE App查看試場位置。此外，口試於傍晚舉
行，考生或會編配到較後組別，建議避免 「空肚
」上陣，影響表現。

進入報到室後，考生不能進食，但可喝水。
報到時間起計30分鐘內，可前往洗手間（進入備
試室後，將不再獲准到洗手間）；進入備試室或
考室後，不可閱讀書刊及任何參考資料，否則會
被扣分或被取消科目成績。

未有指示前不可翻閱試題
備試室主管會派發試題予考生，未有指示前

，絕不可翻閱試題。備試室主管指示開始備試後
，考生會有10分鐘時間構思，亦可把重點記在試題
紙上。

除口語溝通時段外，考生進入報到考室後，
不可與其他考生交談，並要把手提電話關掉，不
可上網或通訊，亦不可錄影或錄音，否則會被扣
分、降級或取消全部考試成績。

主考員會按考生現場表現，根據評核要求評
分；如發現考生有壟斷、搶奪或霸佔發言情況，
會作出適切跟進並扣分。口試過程會即場 「Live」

錄影，以作處理異常事件及覆核成績；考生切勿
隨意移動座位，並需提高聲量以便收音。

香港理工大學，聯同粵港澳大灣區內院校包
括廣州中山大學、深圳大學、澳門科技大學組織
合作聯盟，與美國紐約州立大學水牛城分校以及
美國羅斯維爾帕克癌症研究所達成合作意向。六
間院校和研究所舉行生物科技和轉化醫學合作備
忘錄簽署儀式，共同構建區內首個生物科技和轉
化醫學合作研究平台。

理大等多校簽合作協議
合作備忘錄，由理大副校長（科研發展）

衞炳江、美國紐約州立大學水牛城分校校長Satish
Tripathi、羅斯維爾帕克癌症研究所cGMP總監

Yeong Christopher Choi、廣州中山大學副校長肖
海鵬、深圳大學校長李清泉、澳門科技大學健康
科學學院院長霍文遜簽署。

理大已與夥伴大學和學院開展不同的合作項
目，包括與中山大學合辦 「大健康計劃」、深圳
大學參與研究的 「藥物輸送」、澳門科技大學的
「基因組學研究」計劃，及美國紐約州立大學水

牛城分校參與的 「生物信息學研究」。
是次簽訂合作備忘錄的紐約州立大學是全美

最頂尖的藥物學院之一，羅斯維爾派克癌症研究
所亦是紐約州北部唯一擁有國家癌症研究所指定
的綜合癌症中心，有着癌症治療學開發等領域的
特殊優勢。

推動抗癌藥物基因診斷研究
美國紐約州立大學水牛城分校是紐約州立大

學系統中規模最大、綜合性最強的研究型大學。
學校排名位列美國前50名公立大學，同時也是全

球首1%的大學。羅斯維爾派克癌症研究所（
RPCCC）是紐約州北部唯一具有國家癌症研究所
指定的綜合癌症中心的機構。

在生物科技方面，理大參與的多個新藥研究
已在美國進行臨床測試，亦已開展了多個生物科
技和轉化醫學的合作，包括有聯同香港大學成立
的 「呼吸道病毒研究基金」、與重慶市巴南區政
府共建轉化醫學中心，以及多個業界合作項目在
抗癌藥物、基因診斷和醫療設備等領域進行轉化
研究，以推動生物科技發展。

中山大學在醫療規模和實力居全國領先行列
：擁有10家直屬附屬醫院（其中七家綜合醫院，
三家專科醫院）。深圳大學全日制在校生達3.4萬
餘人，研究生佔5500餘人。澳門科技大學已成為
澳門規模最大的綜合型大學，也是海峽兩岸暨港
澳最年輕的50強大學，在校生近1.1萬人，其中博
士及碩士研究生約3200人。今年將開展一些臨床
研究，以及對人類癌症基因組計劃進行研究。

為紀念大潭篤水塘落成100周年，香港大學圖
書館二樓舉行《人與水壩》展覽，重現當年文物檔
案。大潭供水計劃是港英殖民時期為香港島提供淡
水供應的龐大工程計劃，包括多個水塘工程，於
1883年開展。大潭篤水塘是最後建成及容量最大之
儲水庫，於1918年2月2日舉行落成紀念碑儀式後，
整個港島供水工程便告一段落。

展覽看盡檔案文物
大潭篤水塘的主水壩，當年有 「亞洲第一壩」

之稱，規模屬英聯邦之最，由香港總工程師Daniel
Jaffe負責設計和監督建造，1912年開始興建，1917
年完工，歷時五年。

港大建築學院房地產及建設系的潘新華博士用
多年時間，翻尋歷史檔案和照片，重組當年水塘的

建造歷史，並曾嘗試尋找被淹沒在水塘底下的村莊
，又在當年的施工地點挖掘，翻出當年常駐的建築
工人和監工的日常用品，藉以了解他們的生活點滴。

是次展覽的展品包括大潭篤水塘的百年檔案及
歷史文物，從當年施工地盤辦公室和宿舍搜集的屋
瓦、使用過的汽水瓶、陶壺、青花碗及藥瓶等，以
及現在的大潭篤村在水底下的外牆的珍貴照片，當
年附近一帶的郊遊圖，以及總工程師Daniel Jaffe的
資料小故事等。

大潭水塘是由大潭郊野公園內的大潭上水塘、
大潭副水塘、大潭中水塘及大潭篤水塘組成。其中
大潭篤水塘於1918年建成，是大潭四個水塘中最後
建成的一個。

今日為展覽最後一天，上午9：30至下午6：00開
放。市民可免費入場，下午六時結束。

一年一度的道教祈福盛事 「香港道教日」將於後日（周日）
啟動，連串活動橫跨三四月，包括 「中華文化古書畫冊．圖畫展
」、 「祈福大巡遊」及 「道韻樂逍遙」文藝綜合晚會。

香港道教聯合會舉辦 「香港道教日」，至今已18年，2013年
獲特區政府認同，將每年三月第二個星期日命名為 「道教日」。

「中華文化古書畫冊．圖畫展」為2018香港道教日系列活動
頭炮項目，將展示多位名家逾百幅書畫珍品，當中首推已故國學
大師饒宗頤贈予道觀的題字，以及有 「中國現代繪畫之父」之稱
的林風眠作品。展覽超過30幅由游自在道長繪製，趣味與智慧兼
備的易經圖像，只有少量曾公開展出。

香港規模最大的道教巡遊儀式， 「祈福大巡遊」將走過彌敦
道，在鬧市中穿梭，為香港祈福。隊伍抬起逾百位神仙像同行。
巡遊隊伍更會沿途派發祈福紅封包，上面印有經文，內含福米和
狗年圖案的特製金幣。今年更首次歡迎市民大眾參與巡遊，有興
趣的市民可到香港道教聯合會網站預先登記，加入巡遊隊伍。

香港道教聯合會網址：http://www.hktaoist.org.hk/

香港科技大學推出一系列以#itsME為主題的國際婦女節慶祝
活動，藉此加強推廣性別不應阻礙個人發展的信息。

重頭戲之一 「挑戰與機會─女性．創新論壇」日前舉行，請
來商業、創科及教育界的領袖和學生，討論不同議題，包括在
STEM界別（科學、科技、工程和數學界）中常見的性別定型、
女性在男性主導社會中所需具備的特質，以及女性在STEM與商
界面對的挑戰等。

科大校友兼大疆創新科技司庫暨企業發展總監張曉楠先為論
壇發表主題演講。其後，共享空間及創業網絡公司浩觀的聯合創
辦人馬衡、內衣企業高華集團行政總裁劉敏姿、科大副校長（大
學拓展）林文怡、科大社會科學部系主任兼論壇主持蔡欣怡，以
及兩名科大工程系學生參與討論。

本港及內地公眾亦有透過即時串流參與論壇，數十位來自八
間中學的學生，透過實時廣播，與論壇嘉賓即場互動。

科大副校長林文怡表示： 「我們今日的討論就如何打破性別
定型，以成就更多卓越創新，帶出了一些有趣的真知灼見，希望
能藉此提升社會對隱伏於潛意識中，有關性別偏見的認知，讓我
們攜手創建一個更包容，更具創新與創意的社會。」

中文小組口試新制 考生編號A至E

▲2018年開始，中國語文科口試考生在小組內
的編號會以A至E作識別，有關資料會按次序印
在紅、藍、綠、黃、紫色的貼紙上，由報到室
主管派發給考生

道教日巡遊
後天穿梭彌敦道

▲去年道教巡遊，四米高巨型羅傘屬焦點

科大討論女性在STEM界的挑戰

院校活動

文化風俗

粵港澳與美國院校共建醫療科技平台

▲大潭篤水塘落成100周年，圖為主水壩
網上圖片

亞洲第一壩—大潭篤水塘落成百周年
香港足跡

考評局信息

影響健康因素及內容

個人生活方式

社交網絡

生活及工作環境

社會、經濟、
文化和環境狀況

吸煙、飲酒、服用藥物、運動等生活習慣影響個人健
康。此外，個人的知識、態度和信念會直接影響其生
活方式和行為。

指家庭結構和關係、與朋友和同事的關係、個人與社
區的關係等。良好社交關係能提供個人精神和生理健
康方面的支援。

人的健康與其工作及居住環境有關。例如白領經常在
辦公室久坐不動、地盤工人工作時可能會吸入有毒物
質等。社區空氣質素、衛生環境狀況及相關設施亦直
接影響人們健康。

指地區經濟發展模式及狀況、生活態度和節奏、政府
因素等。例如社會講求效率，令人們難以透過慢食，
預防消化系統疾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