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區小一學額爭崩頭
一千學童須跨區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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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度小一自行派位昨日放榜，今年全港有
49,914 名準小一生參加，但只有 21,599 人循自行收生
階段獲派學位，成功率創 15 年新低，落選的 2 萬多人
須於明年 1 月參加統一派位。不少家長忐忑不安地去
到心儀學校查看派位結果，位於上水的惠州公立學校
提供 75 個自行收生學額，校長陳紹鴻指出， 「跨境及
本區學童數字增加，今年收到 287 份申請，當中逾
40%為跨境學童，較去年增加逾 10%，令競爭更為劇
烈。」

雙非童憑 「世襲」 入讀
居於深圳羅湖的雙非學童家長彭太，昨為幼女到學

校查看結果。她分別於06及07年花了數萬元來港到私
家醫院，先後誕下兩名女兒，取得香港居民身份證，並
安排女兒來港就讀幼稚園，長女現讀惠州公立學校，故
幼女可憑 「世襲」制順利入讀。

彭太說，自己與丈夫均非香港居民，但 「香港教育
質素較好，例如教學靈活，用英文教學等，希望女兒可
留港讀書。」對於被指雙非學童到上水搶學額，她說，
「女兒在港出生，有權在港享受免費教育，加上派位是

由政府負責，是公平競爭，不存在 『搶學位』的問題，
希望兩地家長可互相包容。」

不過，有北區家長要求優先讓他們的子女入讀區內
小學，跨境童則乘搭校巴時再搭遠一點，往大埔小學上
學。家住上水的王先生表示，幸好自己是校友，按計分
法可獲加 10 分，是致勝關鍵，令兒子能順利入讀。他
說，區內跨境童已佔多達一半，學額競爭非常激烈，擔
心子女要跨區上學，希望本地生和跨境生分開派位，優
先取錄本地生，餘下學額才取錄跨境童，保障本地生就
近入學權利。

另一家長陳小姐坦言，十分擔心子女被派到大埔區
上學，為鋪路入心儀學校，幼女除了學跳舞畫畫外，更
已學了小一中英數及常識的課程。

跨境學童困擾北區
對於跨境學童問題多年來困擾北區，身兼北區小學

校長會主席的陳紹鴻表示，跨境童集中到上水、粉嶺上
學，導致學額嚴重短缺，初步估計整體約3,000學童申
請明年 9 月入讀北區小學，預料至少 1,000 名學童無法
原區升讀，令跨區上學情況更為嚴峻，有區內家長已十
分擔心子女需跨區到大埔，甚至是沙田升學，憂慮年幼
子女上學安排等。

陳校長指出，暫未確實跨境童數字，但預計北區學
額短缺問題嚴重，學校亦難以再改建課室用途，若然每
班再增加人數的話，亦違背小班教學的原則，相信無法
再提高每班人數，將約見教育局商討對策，要求將停辦
的校舍 「活化」，物盡其用。

為解決北區小一學額不足問題，打鼓嶺嶺英公立學
校、東莞學校、山咀公立學校及金錢村何東學校四間村
校，正增建課室，或將特別室改建成課室。

教育局發言人表示，有關設計經已完成，現正進行
地基工程招標工作，預計明年初動工，以期在13/14學
年前落成。陳紹鴻補充，北區將增建一間全新小學，預
料最快2016年落成啟用。

適齡學童回升，加上以千計跨境學童湧
港，令北區及傳統名校小一學額 「爭崩頭」
。其中，鄰近深圳的北區小學估計欠缺約
1000個學額，預期來年學童須跨區至大埔，
甚至沙田上學。有本地家長要求，本地生和
跨境生分開派位，保障本地生就近入學權利
；相反，有雙非學童憑 「世襲」 制順利入讀
心儀學校，成為派位 「贏家」 。

本報記者 劉家莉

【本報訊】香港浸會大學兒童發
展研究中心將於明年 2 月 14 日至 16
日舉辦超級數學課程，通過數學王國
嘉年華活動，促進兒童的數學及創意
思維，並培養他們的團隊合作精神，
歡迎小一及小二學生參加。

該課程以數學王國嘉年華為切入
點。數學王國將舉行遊藝嘉年華，雖
說是數學王國的首領，國王對數學卻
摸不頭腦，大臣們為了幫助他，決
議準備以下物件來協助他籌備這次嘉
年華：（一）運用七彩繽紛的 「數學
運算」工具，提升國王計算速度及準
確率；（二）以 「多邊形」的概念，
製作與球類有關的遊戲攤位；（三）
透過 「數學解難」及 「倍數概念」，

準備嘉年華開幕大食會。
孩子將透過不同的數學遊戲逐一

解決以上的問題。透過找尋線索，練
習多思考、多觀察、多發問，從而發
掘數學思維的不同可能性。

「超級數學初小篇 2013─數
學王國嘉年華」課程將於明年2月14
日至16日上午10時至中午12時舉行
，每節為二小時（共三節）。對象為
就讀小一及小二學生，非會員收費為
港幣1,500元、會員費用為港幣1,380
元正。報名截止日期為 2013 年 1 月
19 日。詳見兒童發展研究中心網頁
http://ccd.hkbu.edu.hk 或 與 致 電 ：
3411 5164

浸大辦兒童數學課程

【本報訊】香港理工大學開辦不計學分的 「輔學課
程」，仿效興趣班的形式讓學生自由選讀，於11/12學
年就收到28,043個申請，爭八千多個學額。不過，近日
有學生不滿 「輔學課程」擬於2015/16學年全面停辦，
同時不滿課程只供舊制學生報讀，要求讓4年制的學生
亦可申請。

學分課程外，理大亦提供多個 「輔學課程」，讓同
學在免除考試測驗壓力的輕鬆環境下，因應自己的發展
需要和興趣，選修不設學分的短期課程。課程包涵外語
、文化藝術、商業管理、傳播及健康護理等，校方亦會
邀請各界人士擔任導師，例如律師、脊醫、DNA鑑證
師、樹藝師、攝影師、品酒師、營養師、多媒體作家、
演員等等。

近日有理大學生於民主牆反映， 「輔學課程」可修
讀興趣科目，加上學費便宜，希望校方可保留課程，以
及讓4年制學生同時申請。

理大發言人昨表示，理大明白由學生事務處提供的
輔學課程一向受同學歡迎，而三年制的同學可以繼續報
讀，但新學制的課程內已加入不同元素，以切合同學各
方面的發展，至於有關其他非必修科目／興趣班應該以
什麼形式推行，輔學課程諮詢委員會仍在探討中。

【本報訊】教育局昨日向全港中、小學發出通告，
邀請師生報名參加 「同根同心」內地交流計劃，為學生
提供交流經驗，加深認識廣東省的歷史文化、風俗特色
、城鄉建設等各方面的發展，並讓學生體會粵港兩地的
關係。

「同根同心」計劃自 2008 年起舉辦，資助本港初
中及高小學生到內地作短期交流，但近日有報道指出，
因受國教風波影響，計劃的行程大幅減少。教育局昨指
出，透過公開招標委託機構承辦六條交流行程，每團師
生人數最少88人，最多220人，教育局會資助團費70%
，參加者只須繳付約216至330元不等。

資料顯示，今年共有六個交流行程，行程為期二或
三天，考察地點包括廣州、惠州、連南、肇慶、開平及
佛山和新會，主要由港京管理人才交流中心及教育工作
者聯會承辦。各學校可參考交流行程資料，並因應學生
的學習需要及回港後的延展活動，如分享會、專題研習
或活動報告等，編制學習材料。

【本報訊】獲派自行分配學位的學童，其家長
須於明日（11月28日）或星期四（29日）學校辦公
時間內，前往所申請的小學辦理註冊手續。教育局
發言人提醒家長，若要事未能於上述期間辦理註冊
手續，須與學校聯絡，否則將視作放棄該學位論。

另外，根據小一入學統籌辦法，所有官立及資
助小學的自行分配學額約小一學額的50%，餘下的
50%將留待稍後統一派位階段時分派。自行收生階
段落空的家長，可於明年 1 月 19 日或 20 日前往指
定的統一派位中心，辦理選校手續，參加統一派位。

【本報訊】香港中文大學將於12月6
日（下星期四）舉行的第七十二屆大會上
頒授榮譽博士學位予美國耶魯大學校長
Richard Charles Levin、美國匹茲堡大學
音 樂 系 榮 休 教 授 榮 鴻 曾 、 耶 穌 會 士
Alfred J. Deignan三位傑出人士。

Richard Charles Levin 現為美國
耶 魯 大 學 校 長 及 Frederick William
Beinecke經濟學講座教授。他於1993
年獲委任為校長，是任職時間最長的
長春藤大學校長。他被公認為美國高
等教育領導人之一。耶魯大學與中大
有長達數十年的關係，兩校在 1991
年設立 「耶魯大學及中大中國研究計
劃」，又分別與新亞書院及崇基學院
開展學生交流與學術合作計劃；兩校

於工程學、人文學科和自然科學等範疇均
有合作項目，成果豐碩。

中大還將頒授各科博士學位共346人
。Richard Charles Levin 未克蒞港出席典
禮，屆時播放其演講錄像。

【本報記者王一梅深圳電】經國家人力資源和社會
保障部批准，深圳大學新獲設立 「理論經濟學」和 「信
息與通信工程」兩個一級學科博士後流動站。

自建立博士後流動站以來，深圳大學共招收博士後
85名。其中，在站博士後41名，出站44名，出站留校
工作17名，1人晉升為正高級職稱，9人晉升為副高級
職稱。博士後在站期間，共發表論文190篇，其中SCI/
EI/ISTP 收錄 153 篇。在站博士後還獲得各類科研項目
59項，項目經費368萬元，其中獲得中國博士後科學基
金 32 項，國家自然科學基金 9 項。博士後研究人員已
成為深圳大學一支重要科研力量，也是深圳大學優秀教
師隊伍的重要來源。

深圳大學理論經濟學學科建設有一級學科博士點，
2012年獲批准設立 「理論經濟學博士後流動站」。

【本報訊】記者彩雯報道：九龍塘名校喇沙小學和
瑪利諾修院學校一早有家長查看取錄名單，有獲取錄家
長喜稱： 「高興過中六合彩。」未獲取錄家長亦 「多買
保險」，同時申請了超過十間的直資、私校甚至國際學
校。

早上不到九點，瑪利諾修院學校門口就堆起大批家
長在等候查詢結果。關太除了報讀該校，還報了十幾間
直資、私立學校。雖競爭激烈，但她表示沒為女兒特別
準備： 「面試十幾間學校已經很辛苦，不想再給她太多
壓力。」儘管手握20分，女兒仍然未獲取錄。 「20分
不算高了， 『世襲制』和 『計分制』比例上的確有不公
平。」

家住新界的汪太為了女兒升讀小學，為她報名參加
六種課外活動，平均每月至少花費七八千，但仍未能入
讀心儀的瑪利諾。她坦言並不後悔為女兒報讀課外課程
， 「學習不論何時都有用」。除了瑪利諾，汪太還買了
六間私立學校 「保險」。 「不考慮報讀官立小學，因為
國教風波，現時
教育制度變化太
快」。

亦有家長對
無獲取錄 「如釋
重負」。王太為
女兒報讀兩間國
際學校，已經獲
其中一間心儀學
校取錄。 「所以
不是很失望，因
為如果入讀瑪利
諾畢竟小朋友比
較辛苦。計劃女
兒中一就升讀加
拿大中學」。

【本報訊】記者彩雯報道：相比起報讀直資、私校
甚至國際學校的家長，一心只報官立、津貼學校的家長
選擇相對簡單。同在九龍區的九龍塘官立小學，今年同
以往一樣自行派位取錄兩班學生共 56 人，候補名單還
有20人。

溫先生家住清水灣，特意趕在返工前來九龍塘官立
小學查看名單，沒見兒子的名字出現在名單上，非常失
望。 「報了三間九龍區的官校，只進了一間學校的候補
名單，唔知點算好！」溫先生表示，曾考慮將軍澳區的
小學，但相比九龍區差距大，希望兒子有好的教育。

方太見自己女兒名字在取錄名單中，剛面露喜色，
細看才知只是候補名單，頓失所望。家住九龍區的她表
示，除了這一間並未報讀其他學校。因為自己是該校畢
業的校友，她認為官立學校師資亦有不錯的，所以希望
女兒也能入讀， 「出年一月還會報讀這間小學」。面對
巨大競爭壓力，今年家長反而希望子女 「冇壓力」。方
太雖沒告訴女兒升學情況，但女兒反而督促她到學校查
看取錄情況， 「可能在大人傾偈時候聽到的，壓力好大
，自己都講希望能入讀表姐就讀的學校（九龍塘官立小
學）」。

九龍塘官立小學校務處人員表示，到明年現時取錄
的學生入讀，全校都將是小班教學。今年取錄人數沒變
，但申請適齡學童增加，所以競爭激烈，且去年取錄的
學生中沒有退出的，所以候補學生機會較小。

深大設兩個博士後流動站

理大生不滿輔學課程停辦

耶魯校長等獲中大榮譽博士

教局邀師生同根同心

家長：高興過中六合彩

報讀官小競爭激烈

家長須明起辦註冊手續小資料

▲2013年度小一自行派位昨日放榜，不少家長懷忐忑不安的心情到心儀學校查看派位結果
本報記者劉家莉攝

▲家住上水的王先生表示，區內跨境童已佔多達
一半，令學額競爭非常激烈，希望優先取錄本地
生 本報記者劉家莉攝

▲居於深圳羅湖的雙非學童家長彭太，幼女憑「世
襲」制順利入讀心儀學校 本報記者劉家莉攝

鑑於中一入學人數的下降，教育
局提出了 「一一一」或 「二一一」方
案，已為中學校長會所接受，但教協
堅持中學須全面實行小班教學。

對於小班教學，要作具體分析，
全盤肯定或否定，都不妥當。

相對於大班教學，小班教學似乎
更令人嚮往。不過，這只是表面的認
識。

由於班級人數顯著減少（目前小
學每班減至二十五人左右），教師批
改習作和試卷的工作量當然相應減輕
，課堂紀律亦較易維持，此乃小班教
學的吸引力。這就不難理解，為什麼
有些教師對它趨之若鶩。

小班提高教學質素
僅從這種角度認識是不足的。因

為小班教學有其專業性的特徵。既然

是小班，教學便須深入細緻，教師除
了精心備課之外，還要加強對學生的
個別輔導，這樣才能達到小班教學的
目的─提高教學質素。為此需要
減少目前過多的擔課節數以及過繁的
非教學行政負擔。既減 「班」又減
「節」，經費太多，目前恐難實現。

眾所周知，教師工作量最大的
是擔課節數，而提高教學質素的關
鍵則在於備課。如不將目前每周上
課三十餘節減至二十餘節，即使實
行小班教學，教師工作量仍然過重
，更遑論提高教學質素。觀乎此，
與其減輕班級人數，不如先減少教
師的擔課節數。

香港教師擔課節數之多，世上罕
見，較之於每班三十餘人，缺陷更大
。教師因擔課量減少而能充分備課，
即使多教幾個學生，也能應付裕如。

特別對於那些學生質素較佳的班級，
教學效果尤為顯著。內地教師的擔課
量僅及香港之半，不少班級人數都超
過四十，教師如常上課，乃因工作負
擔明顯減輕，具有充足時間和精力進
行教研和備課。香港中學的那些質素
中等以上的班級，維持每班三十餘人
，問題不大，不必一律削減至二十餘
人，以免浪費公帑。

推行視乎實際需要
如要在中學實行小班教學，可

考慮在特殊需要的班級和科目鋪開
。例如屬於第三組別（學生資質較
差）班級，確實需要較多的個別輔
導，由於班級人數較少，教師控制
課堂的難度亦相應減低。有些科目
，例如語文和通識科，需要較多的
視聽教學和課堂討論，實行小班教

學，別具優越性。
由此可見，中學應否實施小班教

學，視乎實際需要，不應一刀切地全
面推行。若再顧及中一入學人數的可
塑性─幾年後數目可能上升，更
不宜輕率從事。教育局提出未來幾年
的減班方案，既能避免殺校之苦，又
可保障教師 「飯碗」，更兼伸縮的彈
性，不失為對症下藥的一，只要做
好解釋工作，可望獲得多數中學教師
的支持。

教協堅持己見，鼓動教師和家
長支持其小班教學一刀切的主張，
卻沒有對小班教學的得失進行全面
、客觀和專業性的評估。更有甚者
，竟然作出威嚇，聲言當局如不採
納其意見，便實行不合作的種種抗
議行動。煞有介事，顯出幾分霸氣
。該會少數上層人物，動輒以教協
名義行事，鮮能徵集大多數會員的
意見，莫非要玩弄眾多教師於股掌
之上？凡事要講理性求協商。裝腔
作勢，盛氣凌人，謙卑不足，霸道
有餘，就能服眾嗎？

中學小班不宜全面推行
資深教育工作者 桂 松

教學觀點

▲中文大學將於12月6日舉行畢業禮

▲九龍塘名校瑪利諾修院學校昨晨
有家長排隊看取錄名單 彩雯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