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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中申請人數跌一成
減派措施初見成效

寫Apps行業招募新血
【本報訊】記者胡家齊報道：由香

港貿易發展局主辦的第23屆教育及職業
博覽將於下周四至周日在香港會議展覽
中心舉行，超過730個來自20個國家及
地區的教育機構及企業將提供最新的升
學就業資訊。除了傳統行業，Apps程式
設計等新興行業的業內人士現身推介，
招募新血。

近年，智能電話發展迅速，令業界
對Apps程式設計員需求大增。將於下周
六 的 展 覽 會 主 持 「如 何 加 入 Moblie
Apps程式設計員行列」講座的講者，
Innopage Ltd創辦人李勁華表示，科網
泡沫爆破後，資訊科技人才出現斷層，
因此業界對有技術、有創意的年輕人求
才若渴。他續稱，Apps程式設計員薪酬
不輸於其他行業，由於是一個新興行業
，因此員工的晉升機會亦高。

一連四天的展覽會將舉行超過100
場活動，包括升學及行業研究會、求職
工作坊、名人分享會等。大會設 「教育
」及 「職業」兩大展區，每日重點介紹

一個熱門留學地點及行業。主題職業日
依次為 「銀行及金融日」、 「供應鏈及
物流日」、 「市場推廣及管理日」、 「
政府及公營機構日」，香港證券及投資
學會、香港物流協會、香港消防處等專
業學會及公、私營機構將派出業界人士
分析行業現況及前景，講解入行路線與
職業分布。部分政府部門如警務處，私
營機構如嘉里物流等會即場接受求職申
請。

首日為內地教育日
教育方面，首日展覽將以 「中國內

地教育日」為頭炮。去年，有971名香
港學生透過首屆 「內地部分高校免試招
收香港學生計劃」獲內地大學錄取。中
國教育留學交流（香港）中心董事長李
勝利表示，本年參與收生的內地大學由
63間增至70間，且不硬性規定學生面試
，又新設報考藝術、體育類專業考生的
錄取標準，希望為港生提供更多升學機
會。

緊接 「中國內地教育日」的有 「澳
洲教育日」、 「歐洲教育日」、 「美國
教育日」，各機構代表將介紹各國的留
學資訊，包括中學至大專院校的申請入
讀方法、預備事項、校園生活、地方文
化等。

此外，針對高中生考畢文憑試後將
面臨出路選擇，貿發局特別邀請教育局
助理秘書長陳尚文主持 「新學制下的多
元出路」講座。香港輔導教師協會主席
何玉芬亦將主持 「HKDSE升學講座」
，講解中學文憑試的升學策略。

【本報訊】記者彩雯報道：香港中文大學語言
學及現代語言學系手語及聾人研究中心獲港府勞工
及福利局撥款21萬6千元，推出全港首個集大成網上
香港手語資料庫。該瀏覽器亦是亞洲首個涉及手語
變體的 「香港手語瀏覽器」。研究中心主任鄧慧蘭
表示： 「手語變體在手語研究中非常重要，關係到
聾人之間的溝通及手語的推廣。」

手語瀏覽器收集本港逾1100個手語詞藻，還在
整理中的則六至七百個。瀏覽器以常用手語詞彙為

主，設有中文筆畫數目及手語起首手形兩種索引目
錄，並以不同顏色標籤的形式，列舉同一含義的不
同手語表達變體。

面對有聾人特殊學校只教讀唇語而忽略手語，
甚至禁止學生用手語，鄧主任認為，只要有聾人存
在，手語就有其存在的必要性。聾啞人士、亦是中
心研究員的蔡偉雄就表示，聾啞人的語文水平普遍
較低，但手語就有助於聾啞人提升語言水平。且一
些詞彙如粵語的 「蘋果」、 「明愛」、 「邊個」、

「勉強」的口語發音及口型都很類似，很難幫助聾
啞人靠讀唇語溝通。

港欠手語傳譯員
不過，手語學習不普遍，手語傳譯的專業人員

在本港也屬少數。蔡偉雄就經歷看牙醫時，因醫生
不能看懂手語而無法溝通的尷尬局面。他表示，用
寫的方式非常慢，最後醫生都不耐煩，只好請一個
健聽的手語翻譯一起看牙醫。出於衛生的原因，醫
生還是拒絕讓翻譯進入診室。鄧慧蘭呼籲社會對聾
啞人士使用手語有更多理解。 「手語並非聾啞人士
的身體表演，而是一種有效的溝通語言。」

同樣為聾啞人士的余煒琳，父母也是聾啞人士
而從小學習手語表達。但進入真鐸啟喑學校（聾啞
特殊學校）後，主要學習唇語。不過，因為特殊學
校課程相對淺顯，校長建議她中學入讀普通學校。
起初她覺得會讀唇語，入讀主流學校學習應該不成
問題，但沒想到老師說話不會為了遷就聾啞學生而
放慢語速。已經習慣特殊學校老師語速的她，學習
非常吃力，每天放學都要抓住父母和姐姐問功課，
然後再自己溫書。課下學習的時間多過普通學生兩
倍以上，終於在自己的努力下通過會考。

余煒琳在特殊學校一直學習書面語的唇語，這
讓她在與普通同學交流中發聲困難。直到中三，她
才意識到原來有不同於書面語的粵語發音，並花一
兩年的時間重新學習廣東話發音。2003年恰逢沙士
襲港，人人以口罩遮面，這就難倒需要看唇形溝通
的余煒琳。好在中學兩位好友，因為她而學到手語
溝通，並在特殊時期為她做翻譯。

中大推首個手語資料庫

教育及職業博覽下周四舉行

【本報訊】記者劉家莉報道：雙非學童湧
港讀書，令北區小一學額嚴重不足，不少本港
父母恐怕子女被迫跨區上學而怨聲載道。民建
聯成員昨日聯同數十名北區家長到立法會請願
（見上圖），要求政府正視跨境學童急增帶來
的問題，以及推行改善措施並協助本地學童原
區就讀。

上水欠800個學額
北區區議員劉國勳指出，區內校長估計上

水（80校網）尚欠最少800個學額。鑑於雙非
學童人數逐年增加，因此要求 「本地優先，原
區就讀」，以及復辦村校及跨境分流等，紓緩
北區小學學位緊張的情況。

有北區校長亦表示，未來數年是跨境學童
來港入學的高峰期，認為教育局應做好長遠規
劃，紓緩本地學童跨區上學問題。劉國勳則補
充，教育局必需盡快制定跨境分流機制，並於
下一收生年度實施，並促請教育局官員盡快到
區議會交代及商討對策。

另外，教育局計劃多招應付北區學額嚴重
不足，包括跨區借學額、擴建4村校、加班、
增加每班人數等。不過，部分村校擴建工程恐
怕未能趕及9月完成，其中上水的東莞學校指
出，籃球場、電腦室和校務處會拆卸，興建一
幢兩層高教學樓，並會有六個課室和兩個特別
室，但工程延誤，下學年要在草地搭建五個臨
時課室， 「最初計劃在2012年底完成，但因為
地契轉換要一段時間，拖拖拉拉現在才剛完成
地契轉換，料趕不及九月使用。」

2013年9月入學的中一自行分配學位
階段昨日結束。全港升中學生大約59700
人，較本學年的65100人大減5400人，鑑
於中一學童未來四年累積下跌1.1萬名，
教育局遂推行 「211」及 「111」減派方
案。

全港學額減3000個
減派效應，令全港中一學額減少約

3000個，當中約90所英文中學、削減約
600個英中學額。部分受歡迎官立中學可
獲豁免，包括皇仁書院、英皇書院及庇理
羅士女子中學等。不過，老牌官立名校皇
仁書院本年自收生學額維持43個，收到約
600份申請，仍較去年微跌約10份，平均
14人爭1學額。同樣不減派的官中名校庇
理羅士女子中學，接獲約五百個申請。

至於受歡迎的地區名校，港島民生
書院接獲473份申請，申請人數較去年下
跌近百人，跌幅逾16%。校方解釋，學
校採用 「隔年減班」，中一級由5班縮為
4班，自行收生學額減少13個，令不少家
長卻步，不過競爭仍然激烈，平均11人
爭1學額。

結果7月9日公布
同樣 「隔年減班」的北區名校道教

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接獲約350份申請
，較去年下跌約50份，跌幅12.5%。校長
劉志遠分析， 「由於北區升中生減少約
200人，加上校方採用 『隔年減班』及 『
111減派』，學額減少數十個，聽聞不少
有意入讀的家長特別緊張，擔心措施將
影響子女入讀機會，故改變選校策略，
跨區去大埔、沙田報讀英中，相信是看
準沙田區英中學額較多，但適齡學童少
的優勢。」

沙田崇真中學校長張文偉表示，預料
接獲申請較去年少約50份，該校所處的沙
田區，是學生人數下跌重災區之一，料入

學競爭較前減低，家長毋須憂慮，區內不
少中學亦表明不接受報讀 「叩門位」。

此外，不少家長趨向報讀學額較多的
學校，9月將由4班中一擴至5班的張祝珊
英文中學，中一總學額將增加30多個，不
少家長熱捧，收表數目由去年約440份增
至470多份，平均9人爭一席，但由於該校
學額增幅仍較申請增幅多，故競爭情況較
去年的10人爭一席而有所放緩。

九月新學年自行分配學位結果，將連
同統一派位，一併於7月9日公布。

【本報訊】記者成野報道：作為歐洲創意課堂提升
計劃的一環，香港大學昨日舉辦教改成敗之關鍵研討會
，來自歐亞各國的多位專家分享各國教育改革計劃，電
子教學成發展重頭戲，其中，歐盟力推etwinning電子
教學計劃，已覆蓋一千六百萬學生。

多個國家自九十年代推行教育改革計劃。歐盟委員
會未來科技研究學院高級科學家Yves Punnie表示，電
子教學為歐盟教育革新的趨勢。未來歐盟將致力達到每
個學生一台電腦的目標（1:1 learning plan）他說，進
入數字時代，電腦到處都是，而教室沒有，豈不荒唐。
目前，歐盟已經有六萬間學校加入電子教學計劃。

可激活社會資源
中國內地、日本、韓國均於未來教育發展規劃中提

及電子教學。內地將致力於改善電子教學東西部和城鄉
差別。日本則將加強電子教學，日本學者Yu Kameoka
表示，發展電子教學的目的，是提升教學質素、分享教
育資源、便於數據分析，更可激活社會資源，讓更多的
資本流入教育。

另外，教育公平亦為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另一力點
，馬來西亞學者Sen Thanson介紹，將致力將適齡學童
小學入學率提升至百分之百，更要縮小五成不同性別、
城鄉受教育差異。作為一個多民族國家，馬來西亞將推
行融合型教育，令校內學生多元化。

與會的香港教育局副秘書長陳嘉琪表示，香港經歷
了長期教改，教改的目標是提升教學質素和效率，否則
就是失敗。又說，現在的改革與以往不同，每個人都可
以查看到教育的計劃和成果，而不是說什麼就是什麼。
各國教改都在說培養二十一世紀的人才，現在必須要做
的是，弄清楚二十一世紀究竟要什麼樣的人才。她認為
，包括學習、溝通能力，亦有自我實現和貢獻社會的能
力。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副院長羅陸慧英表示，教育需要
短期目標，亦需要長期視野，沒有百分之百成功的教育
改革，重要的是從中獲取與分享經驗。

適齡升中生大減5400人，令不少中學接獲申請九月入讀的人數大
跌10%。有中學校長估計，雖然教育局推行 「減派」 措施，但學生人
數減幅仍高於學額降幅，預料入讀心儀校競爭程度大大放緩。不過，
爭取 「隔年減班」 的東區名校張祝珊英文中學，將由4班中一擴至5班
，受到家長熱捧，申請人數 「逆市上升」 約6%。

本報記者 劉家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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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中學中一自行收生情況
學校

不減派

皇仁書院

「211」減派

張祝珊英文中學*

港島民生書院*

沙田崇真中學

中華傳道會劉永
生中學

馬錦明慈善基金
馬可賓紀念中學

迦密中學

中華基督教會蒙
民偉書院

「111」減派

道教聯合會鄧顯
紀念中學*

風采中學

註： 「*」 有關學校採用 「隔年減班」 ，9月只有張祝珊中學
擴班

收表數目
（去年）

約600（約610）

約470（約440）

473（564）

約630-650
（約680）

472（約530）

470（518）

461（540）

427（457）

約350（400）

387（約400）

自行收生學額
（去年）

43（43）

51（43）

41（54）

51（54）

30（30）

41（43）

41（43）

41（43）

42（54）

42（43）

競爭率

14：1

9.2：1

11.5：1

12.7：1

15.7：1

11.5：1

11：1

10.4：1

8.3：1

9：1 ▲老牌官立名校皇仁書院本年自行收生學額維持43個
，收到約600份申請，仍較去年微跌約10份，平均14
人爭1學額 資料圖片

▶中大推出全
港首個 「香港
手語瀏覽器」
。手語及聾人
研究中心主任
鄧慧蘭（左一）
、研究助理蔡
偉雄（右一）及
余煒琳（右四）
對提供手語詞
彙及變體的團
體表感謝

本報記者
彩雯攝

「讓我閃耀 讓我閃耀 讓
我發出光輝將個世界照」，對許
多中上家庭的子弟來說閃耀不難
，起碼不會輸在起跑線。但對長

在大嶼山東涌屋的何家俊來說，父親失業多年，媽媽
要照顧幾個子女，一家開支全靠綜援，哪來閒錢讓他買
心愛的球衣、球鞋？更不用說像偶像林書豪那樣躋身
NBA新星之列了。

十二歲的家俊，身兼大嶼山和離島區小學足球隊長
，以及教聯會黃楚標學校籃球、田徑和羽毛球校隊成員
。各項運動每星期都有操練，佔去不少時間，一回到家
就得溫習，一來功課多，二來主要得靠自己，因為父母
都是聾啞人士，彼此溝通只能靠手語，自己又是哥哥，
全家收入不多。不努力，真不行。

功夫不負有心人，家俊的付出，受到學校和同伴的
欣賞，也得到資優教育基金的讚許。這個由前教育署長
李越挺擔任主席的基金，經過評審，肯定了家俊的運動
才華，並提供實質支持協助他踏出實踐夢想的第一步。
身兼香港大學校董的恆隆地產代表關則輝，昨天把五千
元的支票和獎杯送到家俊手上。有了這筆獎學金，家俊
表示將用來報讀英語課程，買足球裝備，兼且弟弟也可
受惠，他承諾加倍努力，踢好足球，與大家一起發揮團
隊精神，朝鋼門之路進發。

體育講求群體合作，也需要有力領隊，立志成為板
球運動員的哈斯（Hafeez Amjad）深明此理。同樣是十
二歲的六年級小學生，這個就讀油麻地街坊會學校的巴
基斯坦裔學生，醉心於田徑和板球，這個高人一等的小
子，四五年級以來屢獲香港板球總會乙組冠軍，未來希
望像澳洲板球手那樣名揚四方，他昨天也獲得關則輝嘉
許。

除了何家俊，哈斯，昨天還有十九位小學四至六年
級的學生，獲得閃耀之星殊榮。位於沙頭角禁區的打鼓
嶺嶺英公立小學的曾家威，是最年輕的得獎者，更與校
長朱國強一同合奏結他娛眾，校長說家威的結他技藝贏
得區內以至全港小學界一個個獎項，以至如今全校小一
至小四學生，人人每周必有一課彈結他。身為單非（父
為港人，母在內地）孩子的陳采怡，小小年級就奏得出
專家級的葫蘆絲和木笛等音樂才華，同樣受到肯定。北
區育賢學校的孫詠琳，也是六年級，一手漂亮的書法和
硬筆字，令在場師生，家長和嘉賓一同誇獎。

東涌小子盼做林書豪第二

特寫

▲李勝利於教育及職業博覽新聞簡報會介紹 「內地部分高校免試招收香港學
生」 計劃 本報記者胡家齊攝

本報記者 呂少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