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年度小一統一派位本月19日展開
。由於適齡學童回升及跨境學童急升，令
多個校網出現空前的借位潮，數額超過一
千個。毗鄰深圳灣口岸的屯門東（71網）
去年毋須向外借位，今年要由屯門西（70
網）借調247個學額。北區更要由粉嶺、
沙頭角及大埔三個校網借219個學額，比
去年勁升約18%。對熱衷名校的家長來說
，隨時出現報讀九龍塘名校但派往黃大仙
草根小學的情況。

本報記者 劉家莉

小一派位混亂現借位潮
學童報九龍塘 或派黃大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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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小一自行派位機制規定，現
有學生的弟妹報讀必須取錄，如自行學額不
足，可用統一派位學額取錄，此舉被轟造就
「世襲」名校學位，今年近200校出現超額

，合共 「蠶食」約1200個統一派位學額，令
家長透過派位入讀心儀學校難度大增。

其中，油麻地天主教小學，整體提供
150個小一學額，自行派位階段已取錄101名
「世襲生」，超額取錄26人，令該校統一派

位學額僅餘49個，葵涌的聖公會仁立小學亦
超額取錄26人。九龍塘名校喇沙小學，超額
取錄6名 「世襲生」，統一派位學額由90個
減少至84個。

雖然部分名校超額收生，但今年亦有38
所小學在自行派位階段未能達到取錄至少16
人的保險線，必須於統一派位階段達標，否
則會跌入 「殺校」名單，元朗通德學校僅收
到4人，成為最高危小學。此外，截至去年
12月底，教育局證實1宗虛報住址個案。

僱主籲大學生面試前多閱報
【本報訊】記者成野報道：大學畢業生求職困難重重，

Manpower Group（萬寶盛華集團）大中華區董事總經理徐
玉珊昨日於城市大學 「探討本地大學畢業生持續競爭力」活
動中表示，大學生應增加社會經驗和溝通能力。不少畢業生
不僅 「簡歷充斥錯別字」，甚至面試時 「不敢和人握手」，
影響求職機會。她亦教畢業生搵工，包括面試前多看報紙，
以免被突如其來的時事題考起。

根據大型招聘網站JobsDB去年進行網上調查，僅有半
數受訪企業會增聘人手。徐玉珊表示，大學畢業生月薪由過
去平均一萬四，跌至近年的一萬一，不再是搶手的天之驕子
。她建議畢業生不要過於計較人工高低，先入職再圖發展。
除人工會隨資歷增長外，積累的工作經驗也可為跳槽謀得
好身價。 「轉工的話，人工平均會增加百分之五到一成」。

簡歷是求職的敲門磚，徐玉珊認為不少畢業生卻沒有意
識到其重要性。她時常發現應聘者的簡歷居然出現錯別字，
「老闆會覺得如果連這麼重要的資料都有錯別字，你一定不

會是細心的人」。她亦不贊成求職者將一份簡歷投予多個職
位，而應該針對不同職位有針對性地投遞， 「有的注重社會
經驗，有的注重成績，你的簡歷就可以重新擺放順序」。

針對面試環節，徐玉珊建議畢業生做好功課。首先必須
了解公司的背景資料， 「我有遇到求職者，對公司一點都不
了解，我會覺得他缺乏誠意」。現在不少公司都喜歡通過時
事話題，了解應聘者的知識面和表達能力，因此畢業生應該
在應聘前看看近期的報紙，以免語塞。在面試前一天，應聘
者應該進行幾次模擬面試， 「對鏡練習都得，要自己講給自
己聽」，而入場之後，首要做的就是關閉手機。

徐玉珊續稱，現在大學生的溝通能力應該加強，在面試
時，要學會 「把自己的缺點包裝成優點」。她說，如果在面
試時要求分析自己的優缺點，以遲到為例，大可和考官說我
的缺點是遲到，但我現在正在改進。並把改正的方法與考官
分享， 「讓考官覺得你既誠懇，又有方法，好過說自己沒有
缺點」。

全港今年有49914名學童申請9月入讀官津學校小
一，較去年增加約4200人，當中21599人循自行分配
學位階段獲派心儀學校，其餘學童可於本月19日及20
日申請參加統一派位。

跨網派位增至1390個
教育局昨公布《小一學校網選校名冊》，顯示部

分校網學額供求失衡，須向鄰近校網借調以應急，全
港跨網派位學額由去年的835個增至1390個，當中屬
屯門東（71校）網最嚴重，去年毋須向外借位，但今
年須由同屬屯門東（70網）的13所小學借247個學額
；元朗（74網）亦須向天水圍（72網）外借逾270個
學額。

與此同時，隨跨境學童數目不斷上升，北區上
水（80網）自2008年學額已供不應求，今年更要由粉
嶺（81網）、沙頭角（83網）及大埔（84網）三個校
網，共16所小學借取219個小一學額，借位比率比去
年上升約18%，料區內將更多學生被 「外放」上學。
北區小學校長會主席陳紹鴻指出，跨境生每年遞增，
局方希望每班小一再加派2人，但學界則期望可復用
一至兩所北區的空置校舍辦臨時小一，應付學額不足
，避免跨區派位情況惡化。

北區家教聯會會長張淑娟表示，由於跨境生有增
無減，不少區內學生被迫跨到大埔上學，但大埔不少
學校並不鄰近鐵路，每月校巴費高達1000元，鑑於區
內學額難求，不少家長索性搬到沙田、黃大仙等地區
，避開與跨境生競爭學額。

九龍城學額嚴重不足
此外，名校林立而備受家長追捧的九龍城區（41

網），每年亦有家長豪遷名校網，只求子女入讀心儀
學校，但該區學額亦嚴重不足，今年須向黃大仙區（
43網）借用216個學額，即學生隨時被派至黃大仙草
根小學，令部分家長名校夢碎。

教育局發言人表示，個別校網內小一學位的供求
情況每年可能會因應許多因素而變動，例如人口搬遷
、家長選擇等，或會出現小一學位不足的情況。在小
一派位機制下，為應付個別校網年與年之間的小一學
位需求變化時，向鄰近校網調撥學位（俗稱 「借位」
）是一貫行之有效的措施，有關安排適用於全港各
區。

發言人補充，一直密切留意北區小一學位的供求
情況，行之有效的安排包括向鄰近仍有剩餘學額的校
網調配學位、使用網內學校的空置課室或轉變其他房
間用途成為課室，以便增加網內小一學位的數目。局
方亦會在有需要時每班多派學生，以應付需求。為應
付北區在13/14學年預計小一學位的需求，正在北區
四所小學加建共24個課室，現正進行地基工程招標工
作，本年初動工，以期在13/14學年前落成。

【本報訊】實習記者朱永瀟報
道：東華三院德育課程顧問黃浩潮
表示，爭取兩年內完成設計涵蓋小
一至中三的 「東華三院德育課程」
，並於2015年正式推行。

東華三院昨日舉行聯校專業發
展日研討會。黃浩潮透露，東華三

院去年開始醞釀具特色的 「東華三
院德育課程」，擬涵蓋小一至中三
，今年將繼續試行，爭取兩年內
完成課程設計，並於2015年推出。

東華三院教育發展顧問黃詩麗
表示，推行「德育課程」，有助於學
生在成長過程中找到自己的價值。

【本報訊】實習
記者周涵報道：雖然
香港人熱衷賽馬，但
香港並無出產賽馬，
懂得純種馬匹的護理
與繁育配種人才也不
多。有見及此，沙特
阿拉伯國王轄下的達
利純種馬公司（Darley
）特別開辦純種馬實
習課程，培育愛馬、
願意學習純種馬匹日
常護理等知識的大專
生。被錄取的學員將
獲得全額獎學金，並
可赴迪拜等國家進行
為期10個月的實習。

香港科技大學理
學院生物化學系畢業
生譚文熙，是從750個
申請人中脫穎而出的
16個幸運兒之一。他
說自己從小喜歡馬，中學時就已經開始留意賽馬。無論是在
農場工作，還是在英國參加馬匹的拍賣會，他都覺得好有趣
。而他具備生物學和化學等理科背景，對於進入純血馬這個
行業、學習純種馬的護理與配種等有優勢。去年九月，他先
到北京兩星期，然後轉往英國實習兩個月。他希望完成課程
之後，繼續學習馬匹選種的知識。

【本報訊】全港八大公營大學有五萬
六千人申請入住資助宿位，但只得三萬二
千人如願，落空者超過二萬三千人。教育
局局長吳克儉回覆立法會議員，就八校宿
位不足問題，教資會會根據現行政策及計
算準則，提供資助給院校。

吳克儉稱，政府有需要時會在院校範

圍外找尋合適土地，建學生宿舍應付額外
需求。剛竣工和興建中的宿舍，以及7項
規劃預計可分別提供約1733個及4820個公
帑資助宿位。政府亦鼓勵院校在校園內選
擇合適地點興建宿舍，或把校園內現有建
築物改建為宿舍，政府亦鼓勵租用私人住
宅單位以應付宿位需求。

訪問章教授當天，正值瑪雅人所預言的2012年 「世界末日」。儘
管天青雲淡，坊間 「末日」話題也大多流於戲謔和調侃，但 「末日熱
」本身，就昭示了人們對危機的好奇與關注。章典笑言，關於何時為
末日，歷史上已經提過很多次了，每次都落空， 「我不相信末日論，
但我相信古人說的天命，天命是什麼，就是氣候」。

章教授正在做的研究，將氣候變化和人類的危機（例如戰爭，傳
染病，饑荒，糧食歉收，自然災害，農產品價格上漲，人口銳減）對
比，通過觀察時間序列中數據的頻率，以及這些頻率會隨時間而發
生變化，從而助於我們進一步了解全球氣候變化下的未來前景。

戰爭常發生在寒冷期
在繁雜數據比對中，很有意思的話題逐一浮現出來。 「我們發現

，戰爭時常發生在人類歷史上比較寒冷的時期」。例如，十七世紀中
國正值改朝換代征戰不斷，而這個時間恰巧是 「小冰期」。太陽黑子

活動減弱，氣候的寒冷直接導致北方水草不足，遊牧民族自然要南下
攻城略地。 「我查閱史料發現，當時清兵南下，都是攜家帶口，來了
就不打算走」。

另一項比對則發現，人體平均身高在16世紀末下降了0.8英寸。不
謀而合的是，在歐洲1560-1660的寒冷時期，持續的低溫顯著地縮短
農作物的生長時間及減少農地面積，而農業生產的萎縮導致糧價上漲
了三倍。產生變化的主因是，氣候變化導致糧食產量降低，從而攝取
的營養水平不同。作為國際上首項全面剖析氣候與災難的因果關係的
研究報告，研究的部分結論在社會科學最權威的刊物《美國國家科學
院院刊》發表。更被挑選為封面研究報告刊登。

古代征戰是資源之爭
能從研究中得出的話題是無窮無盡的。章教授表示， 「現在關於

氣候的熱門探討，都是人類今後怎樣應對氣候變化，其實可以試試從
歷史找經驗，在已有的經驗中，不要讓人類摔倒第二次」。研究者能
夠發現，古代的征戰其實就是資源之爭，至於後工業時代，人類社會
對氣候的依賴看似不再那麼強烈。但全球仍有大半人口依賴農業過活
，氣候的變化直接影響收成。在何種氣候下社會容易動亂，瘟疫容易
爆發，歷史都將提供啟示。另外，人類現今資源爭奪形式，主要圍繞
能源爭端展開， 「億萬年積累下來的煤、石油、天然氣，都遭遇到透

支性的開採和使用」，當因能源而起的戰爭發動，世界末日或將真正
到來。

相比不少學者在一個課題中鑽研很長時間，章典笑言自己永遠喜
歡新的東西。時常處於多個課題並行的狀態，思考永不止歇。 「一般
每個研究只會開展三年的時間，我們會發表一些文章，然後馬上轉到
新的課題裡，這樣才能夠永遠保持在最前沿」。是次獲得人文及社會
科學學科傑出學者的獎項，章典將獲得研究資助局七十萬經費聘請代
課教師。除了全力投入科研，他笑言自己會去遊學，除了翻閱史料、
收集龐雜數據做分析，他最鍾意的，還是 「在行走中尋找靈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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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歷史找經驗應對氣候變化

章典：末日因爭奪能源
封建社會的王朝興替，是必然還是偶然？歷史上引發戰爭的原因，

是政權主觀選擇還是客觀形勢所逼？本屆研究資助局傑出社會科學獲獎
學者、香港大學地理系教授章典通過研究告訴人們，這一切看似戲劇化
的演變，幕後都有一個相同的推手─氣候變化。

本報記者 成 野

傳媒應善盡中立監督天職（上）
教育工作者 陳雪儀

堂堂正正談國教

編者按：本版逢星期三設立 「堂
堂正正談國教」 專欄，歡迎教育界和
社會人士來稿，圍繞國民教育的原則
、形式、內容和取材各抒己見。來稿
請寄：北角健康東街39號柯達大廈2期
3 樓 大 公 報 教 育 版 ， 或 傳 真 ：
28345104。

過往傳媒崇高有道德操守及中立的形象，
為社會的不公義發表言論，平衡各方訴求。可
是，近年傳媒只是由大報變小報，新聞娛樂化
政治化，最終受害仍然是我們無權無勢的升斗
小市民！

在國際上，傳媒大亨梅鐸的竊聽醜聞，至
近日他旗下的美國《紐約郵報》以頭版刊出一
名韓裔男子在紐約地鐵站，懷疑被患有精神病
的疑兇推下月台，那種生死一瞬間，為什麼攝
影師只顧 「攞料」不去救人？最後那名韓裔男
子活活被列車輾碎，該報卻大字標題： 「這男
子被人推到路軌，要死了，要死了。」這種泯
滅人性的意識，不單令人髮指，更荼毒青少年
價值觀！此外，兩名澳洲悉尼2DayFM電台節目
主持，愛搞惡作劇，曾分別佯裝英女王及查爾

斯王子致電因妊娠反應入院的太子妃凱特，資
深護士薩爾達尼亞將電話轉駁到病房，另一名
護士將凱特的情況告知兩人，有關對話錄音翌
日被傳媒廣為報道，48小時後薩氏被發現自殺
身亡。在事件中，即使DJ本身或允許錄音 「出
街」的電台管理階層無違法，卻斷送一條人命
。傳媒懂得走法律縫隙，受盡凌辱卻是廣大市
民。

傳媒報道手法煽情
在本港曾有報章以 「癲人出沒」為頭版大

標題，報道有關精神病患者的新聞，並配合一
幅持刀者美術插圖，涉嫌煽動社會大眾對精神
病患者的反感。平機會主席林煥光指出： 「傳
媒以煽情及誇張手法報道精神病，不但加深公
眾對患者的誤解及負面感覺，亦會使患者不敢
求助，阻礙康復。」因此事平機會已接獲逾130
宗投訴，表示將展開調查。也根據《殘疾歧視
條例》，凡基於某人的殘疾而歧視、騷擾或中

傷該人，即屬違法。
今天，很多傳媒對於支持政府的人士、官

員及議員都以失實、否定、嘲弄或揶揄方式去
報道。首先，社會上對於中央政策組角色有不
同的意見，媒體要求 「中策組政治中立」，傳
媒找來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出來炮轟中策組
首席顧問邵善波，她不滿邵善波指中策組顧問
不屬於公務員體制，毋須保持政治中立。她表
示： 「中策組顧問雖然以非公務員合約方式聘
任，但並不影響應該要保持中立的原則。」陳
太更以 「淪落」來質疑政府 「到底是用人唯才
，還是用自己人？」近日，她與傳媒茶敘時認
為市民覺得新任的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局長劉
江華的 「人格差」。她批評他人時說得非常動
聽和漂亮，可是她自己又如何？陳方安生與黎
智英、李柱銘及陳日君經常與香港美國總領事
館互通消息，政壇的 「港版四人幫」已經是公
開的秘密，並且她也曾先後獲取黎智英130萬元
的政治獻金。請問陳方安生的公信力何在？請

她謹記，香港已經回歸十五年了，屬於中國的
一部分。她經常與美國互通政治消息，對特區
政府說三道四，不知居心何在？

其實我們沒有興趣去了解她的一言一行是
「淪落」或 「人格差」。奇怪的是傳媒竟然找

來一個極有政治背景的人物來評論有關政治中
立的問題，傳媒質疑在元旦部分 「支持政府」
的遊行人士是收了報酬，但為什麼沒有傳媒要
求陳方安生交代收取了的政治金錢？反國教的
家長關注組發起人陳惜姿曾是壹週刊的副總編
輯，與生果報教主有千絲萬縷的關係，為什麼
沒有傳媒跟進？很多傳媒本身就不是 「政治中
立」及甘願 「蘋果化」，他們其身不正，何以
正人呢？聖經馬太福音第七章3節： 「為什麼看
見你弟兄眼中有刺，卻不想自己眼中有樑木呢
？」從中可以清楚照到一些妖魔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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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冀2015年推德育課

科大生讀純種馬實習課

大學生宿位欠二萬三千個▲香港科技大學學生譚文熙獲達
利純種馬公司的實習課程全額獎
學金

▲北區上水今年要由粉嶺、沙頭角及大埔三個校
網，共16所小學借取219個小一學額 資料圖片

▲章典笑言不相信末日論，但相信古人說的天命，天命是什麼，
就是氣候 本報記者成野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