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考生壓力遠超文憑試
近80%人認為多花一年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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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隨着小一適齡人口回升，加上大批跨
境學童湧港，困擾本港學界的殺校潮終告一段落。教
育局昨日向全港小學發開班信，發言人表示，一二／
一三學年將沒有小學因收生不足而不獲資助開辦小一
班級。經歷兩次 「殺校」危機的鮮魚行學校校長梁紀
昌形容， 「小學界經歷十年殺校浩劫，終守得雲開見
月明，教育局應趁機檢討相關政策。」

港回歸後，適齡學童持續減少，加上審計報告要
求整合小學資源，教育局（前身為教育統籌局）遂推
行 「殺校政策」。根據政策，小學若在小一自行及統
一派位階段，合共收生不足二十三人，接着的學年便
要停辦小一，翌年不可參加小一派位，三年後就要停
辦。其後 「開班線」降低至二十一人，落實小班教學
後則再調低至十六人。

資料顯示，自○三學年迄今，全港最少八十六所
官津小學因收生不足而結束，大部分為村校。但隨着
升小人數回升，今年逾四萬五千名學童申請九月入讀
官津學校小一，較去年增加近二千七百人，教育局昨
公布多年未見的好消息，一二／一三學年將沒有小學
因收生不足殺校。

學界籲教局檢討政策
津貼小學議會主席冼儉偉坦言，學界經歷殺校多

年，隨着小一適齡學童回升，對新學年沒有學校收生
不足感到欣喜。他指出，出生率總會有升有跌，近年
跨境學童日趨增加，甚至導致粉嶺、上水等地區學校
出現學額不足，但全港學額分配仍然不平均，期望教

育局盡快檢視相關收生政策，以及作長遠人口規劃，
避免 「殺完（校）又開班」，並可免卻教師忙於招生
，專心教學工作。

位於油尖旺區、經歷兩次 「殺校」危機的鮮魚行
學校，該校不少學生都來自基層家庭。校長梁紀昌慨
嘆， 「殺了十年，終於停止！」他說，不少小型學校
、村校因而淘汰，餘下小學多數是大型辦學團體，教
育局不應純粹以人數來決定一間學校的生死，每間學
校照顧不同背景的學生，當局應盡快檢討相關政策。
他補充，該校新學年將開兩班小一，較以往增加
一班。

城大百名學生獲頒獎學金
【本報訊】實習記者黃雯怡報道：香港城市大學昨舉行

二○一二年獎學金頒獎典禮，共有逾百名學生獲頒獎學金。
其中患上甲狀腺腫瘤的內地生顏碧幸，感謝獎學金為她減輕
手術的龐大費用。

數學系三年級學生顏碧幸，來自湖南，從上千名申請人
中脫穎而出，獲肇豐全人發展獎學金十萬元。學業優異的她
去年患上甲狀腺腫瘤，由於香港醫療開支大，改到深圳做手
術和覆診。雖然手術後常面臨失眠等後遺症，但仍堅持學業
及參與社區服務。 「這筆獎學金給予我很大幫助，既幫我支
付醫療費用，也是對我所做努力的肯定。」她透露，目前已
獲本港三大會計師行錄用，希望今後成為出色會計師。

城大校長郭位致頒獎辭，勉勵獲獎學生學會感恩，回饋
社會，他同場宣布城大接受飲食集團稻香捐資二十萬，設立
全港首個文化與文化產業管理獎學金。

城大三年前首創文化與文化產業管理榮譽學士課程，第
一屆畢業生今年產生。稻香集團總經理（企業事務）區鳳儀
表示，該集團於○五年設立飲食文化博物館，免費向公眾開
放。本次捐資希望能吸引優秀的文化管理專業學生到博物館
實習，既發展企業文化，也為香港培養文化產業人才盡一分
力。

千名港生暑假赴內地實習
【本報訊】實習記者程登輝報道： 「香港大學生

暑期內地實習計劃 2012」昨日舉行啟動禮，一千名
本港大專生，包括副學位學生，將於暑期到京滬蘇浙
等直轄市及省份近百家企業實習，包括中國移動、中
國銀行及騰訊公司。

「香港學生活動委員會」籌備委員會連同十四間
青年機構及多間大專院校，將於今年六月到七月期間
，組織一千名香港大專生到內地大型企業進行為期一
個月實習。地點遍及九個直轄市及省份，包括北京、
上海、天津、廣東、福建、浙江、江蘇、山東和湖南
。北京、上海及廣東暫定實習名額，分別為一百六、
一百四十八和一百八十人。

一千名大專生前往實習的企業，包括中國移動、
中國銀行、中國南方航空、新浪網和騰訊公司，涵蓋
金融、新聞、網絡、道路交通和酒店餐飲等行業。騰
訊公司副總裁馬斌表示，內地近些年來發展迅速，非
常重視人才，港生質素甚高，企業也需要有國際視野
的同學加入。

首輪報名日期為三月二十四日至四月十一日，副
學位學生亦可報名。今年報名將統一採用網上報名方
式，詳情瀏覽www.studentnetwork.hk。

港大通過新校長遴選準則
【本報訊】香港大學校務委員會昨天議決，通過聘任新

校長的遴選機制及五個遴選準則，校方盡快成立物色委員會
和遴選委員會，開展全球招聘新校長的工作。另外，校方成
立督導委員會，跟進檢討小組就政要訪港校園保安的改進建
議。

校務委員會聽取工作小組報告後，採納其提出的五個遴
選準則，同意新校長必須：具卓越學術成就及領導才能；誠
實正直；全球性視野；展示管理能力；具有效的人際關係與
溝通技巧。

港大校務委員會同意建立兩個階段的物色和遴選機制、
成立物色委員會及遴選委員會以聘請下任校長。物色委員會
由四位成員組成，包括一名校務委員會校外委員，以及三名
講座教授級的全職教師。

遴選委員會則由十一位成員組成，成員包括校務委員會
的主席及另外兩位校外成員，一位學院院長，三位全職教授
級教師，一位全職非教授級教師或教研人員，一位校友，一
位全職非教學人員及一位全日制學生，相比起第十四任校長
的遴選工作，委員會成員增添了學院院長和全日制學生
代表。

另一方面，港大校務委員會早前公布去年政要訪問校園
的保安安排事件檢討報告，昨天聽取校方成立專責委員會跟
進改進建議，決定由首席副校長錢大康擔任召集人，成員包
括一位校務委員會校外成員，學生事務長，一位學術人員，
一位大學職員，增補委員（按需要從學生，教職員和校友中
吸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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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齡童回升 十年來首次零殺校

無小學因收生不足停辦

學友社在今年二月至三月訪問一千二百名及二千
五百名應屆高考和文憑試考生，以十分為最高，受訪
高考及文憑試考生的壓力指數，分別有七點七及六點
九分。其中，高考生的壓力在學友社兩年前同類調查
更高出零點五分。他們的壓力來源主要是擔心準備時
間不足、自我期望、擔心往後的出路及父母期望。同
時，近八成受訪高考生認為，社會對他們的應試技巧
提供、升學及選科關注不足，相比兩年前的同類調查
高出一成四。

文憑試考生方面，受訪者對應試信心平均偏低，
評出零至五分的人高達七成半；在四大核心科目中，
他們覺得英文最困難，逾兩成人對應考該科的壓力指
數高達十分，其次是通識、中文及數學；近六成受訪
者期望，社會提供應試和面試技巧、選科策略的支援。

學友社學生輔導中心副總幹事吳寶城分析，近年
社會的焦點均集中在文憑試考生身上，而學校對文憑
試學生投放的資源及人手亦相對較高考生多，所以難
免令高考生感被忽略。 「而普遍文憑試考生認為，英
文是最困難的一科可以理解，入大學門檻要考獲三級
，但究竟多少人可以達標是未知之數。」

吳寶城提醒考生，高考中文在本周五舉行，而文

憑試的第一科亦在下周三展開，考生在應考前應熟讀
考生手冊，了解試場位置及所需交通時間，同時切忌
通宵達旦溫習。同時，家長應對子女的成績抱有合理
期望，過高的期望只會令他們壓力增加，他們需要的
是多鼓勵、多關心。（見附表）

越近開考，高考生越緊張
學友社高級社工郭文芳補充，專為學生而設的輔

導熱線由去年九月至今，分別收到一百三十七個及一
百四十五個高考和文憑試考生求助，其中，高考生個
案比前年同期多兩成。 「求助的考生主要是憂慮出路
及前途未明朗，不少人更擔心升不到大學。」

本報早前報道，學友社去年九至十二月接獲的高
考生來電較前年同期升近一成，換言之，越近開考，

高考生越緊張。
另一方面，學友社將在五月首辦高考及文憑試家

長工作坊，加上放榜講座、教師工作坊、放榜輔導熱
線及出版《出路指南》等。同時，為協助中三學生了
解高中資訊，學友社已印行六萬本《高中選科及升學
指南2012》，學生、家長及教師可免費取閱。

最後一屆高考及首屆文憑試在本月底
展開，學友社調查發現，受訪高考生平均
壓力指數接近八分，超越文憑試考生；同
時，近八成受訪高考生認為，多花一年學
習時間，但對跟文憑試考生同步升學感到
非常不公平。學友社呼籲，社會各界不要
將注意力只集中在文憑試上，高考生同樣
需要應試及升學資訊。

本報記者 李盛芝

【本報記者成野珠海十七日電】為慶
祝香港海員大罷工勝利九十周年，來自粵
、港、澳三地的五百二十名工會代表，齊
聚大罷工主要領導者蘇兆征、林偉民的家
鄉珠海。組織活動的香港工聯會理事長吳
秋北表示，工聯會將強化為社會和勞工服
務的信念，呼籲港人牢記歷史，發揚團結
愛國精神，致力維護勞工權益。

「海員大罷工九十周年──珠海參觀
團」活動由香港工聯會和香港海員工會主
辦，粵、澳兩地總工會參與。五百名團員
通過舉辦歷史講座、參觀領袖故居、粵港
澳工會聯歡等活動重溫歷史，緬懷先驅。
香港共有三百二十名工會及地區理幹事和
工作人員參加，八成年齡在四十歲以下，
包括海員、地鐵公司工會成員、地區服務
義工。

吳秋北致辭稱，香港海員大罷工，是
一次震驚中外的工人運動，引發全國工人
運動的第一個罷工高潮，對香港乃至整個
中國的歷史進程影響深遠。九十年前的海
員大罷工，既是 「反剝削求生存的鬥爭」
亦是 「反帝國主義、反殖民主義的鬥爭」
。香港人應該牢記歷史，勿忘工人運動先
驅們的奉獻精神。

吳秋北續指，是次活動的團員平均年
齡約三十歲， 「我們就是希望香港的年輕
人不要丟了歷史，從歷史中學習，然後在
工作裡實踐這種無私奉獻、團結一心的精
神」。他又說，維護工人權益是工聯會永
恒的宗旨。現在，勞資關係或許 「沒那麼
多矛盾」，但是工人保護權益的意識不應
減弱， 「工會的核心價值就是，一定要為
勞工爭取權益，為他們發聲」。

香港海員工會主席李志偉接受訪問時
說表示，當年海員們發動 「那麼具規模和
影響力的罷工」，其中艱難和危險可想而
知，然而， 「現問香港年輕人，海員大罷

工是什麼？好多人可能都不知道」。
兩天的活動中，五百名團員們不僅通

過講座，了解事件的來龍去脈和深遠影響
，更實地參觀工運先驅蘇兆征的故居，並
前往孫中山故居，進一步了解中國革命進
程。海事訓練學院的海員麥晉郗說，參加
活動之前，身為海員的她僅僅聽聞過海員
大罷工， 「不知道具體是什麼」。通過兩
天的參觀，直觀知悉 「前輩們的奮鬥」，
她為自己的職業感到很驕傲。

海員罷工是工人運動起點
大罷工事件為香港寫下歷史的一頁，

上世紀二十年代香港海員慘遭資方嚴重剝
削，收入不及白人海員的五分之一兼隨時
面臨被開除，一九二一年海員工會向英資
渣甸和太古等船務公司要求加薪被拒，但
外籍船員卻獲加薪一成半，到翌年一月十
二日，海員工會第三次加薪要求再遭拒絕。

終於，在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的蘇
兆征、林偉民領導下，香港海員舉行大罷
工。到一月底，罷工人數增至兩三萬人。
港英當局發戒嚴令，又封閉海員工會，在
禁止九廣鐵路行駛後射殺多名北上廣東的
香港工人，事件激起全港十萬人罷工，粵
港工人聯手反抗，罷工持續五十六天，最
終迫使港英當局答應撫恤鎮壓中死難的工
人，釋放被囚勞工，並提高海員薪水一成
半至三成，同時恢復原有工會。海員大罷
工為日後省港大罷工打下基礎，是中國工
人運動的起點。

港澳辦交流司副巡視員陳偉清、聯絡
司處長彭婕，廣東省總工會紀檢組長廖汝
捷，廣東省海員工會主席康盛忠，香港工
聯會理事長吳秋北、副會長林淑儀，香港
海員工會主席李志偉，澳門工會聯合總會
會長何雪卿、副會長劉潤輝，澳門海員工
會主席梁奕華等代表出席了活動。

五招助應考公開試
●熟讀考生手冊，避免犯上扣分項目

●了解試場位置，預早20分鐘到達試場

●完結每科考試後，勿再討論及查閱答案

●考生應對成績抱有合理期望，切忌期望過高令壓
力增加

●家長在子女應試期間，搜集各升學出路資訊，試
後與子女商討

資料來源：學友社

520名代表齊聚珠海重溫歷史

工聯會籲牢記海員大罷工

團員參觀蘇兆征紀念館團員參觀蘇兆征紀念館

◀吳寶城（右）
表示，社會關注
文憑試同時應多
對高考生提供應
試和面試技巧資
訊

本報記者
李盛芝攝

▲多間青年機構共同啟動2012大學生內地實習計
劃 實習記者程登輝攝

▲隨着小一適齡人口回升，加上大批跨境學童湧
港，本港殺校潮終告一段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