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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批雙非及跨境童湧港讀書，令本港
家長憂慮學位被瓜分，教育局估計北區將
有300名本地生被迫跨區到大埔上學。教
育局局長吳克儉決定，派位結果公布後，
將協助被迫跨區的港人學童原區升學。換
言之，局方將 「包底」 300個 「叩門位」
，供被迫跨區的學童原區上學。北區小學
校長估計，每班加派4人才可以接收所有北
區學童，有家長則希望，長遠派位機制應
研究原區學童優先派位，避免學童淪為 「
人球」 。

本報記者 劉家莉

北區學童或可原區升學
教局擬包底300個叩門位 每班加4人

內地高校冀校長推薦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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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香港城市大學專上學院斥資450萬，供學生
赴海外交流，並於全港首設學分轉移制度，交流期間的課程
學分將獲學院認受。

為提升學生英文水平，城大專院2013年將加碼海外遊學
以及交流資助，其中，海外遊學資助撥款由往年100萬元追
加本學年200萬元，另外將撥款400餘萬資助學生赴英國劍橋
大學、澳洲昆士蘭大學等海外院校，修讀短期課程。學院將
支付學生的全部學費和半數生活費。學生若IELTS考試達到
6.5，即可報名。

該校將開設本地課程助學生通過IELTS，語文及傳意
部高級講師Pauline Burton稱，暑期將會開設18個鐘頭的
預備班，所有課程均免費，只要學生成績積點達3.3，即
可參加。

同時，鑒於新制下，中學無中國文化科，僅有中文列為
必修。城大專上學院將了解中國，作為通識科的重要一環，
學生可於 「當代中國：挑戰和應對」、 「中國文化和當代生
活」兩個課程中二選一。該院副院長蔡耀權表示，認識中國
是學生未來發展必須面對的課題。

此外，學院今年欲邀請多位專業人士執教，其中，公共
領 導 與 本 港 社 會 變 化 （Public Leadership and Social
Change in HK），已確定由職業訓練局前執行幹事李鍔擔
綱。

應用學習是中五及中六的
高中選修科，第四屆的應用學
習課程（2013-15）將於本年
度九月開辦。如學生現時就讀
中四，並有意在下學年選修，
可以因應自己的興趣和意願，
向學校提出申請。

應用學習課程分為六個
學習範疇：（一）創意學習；（二）媒體及傳意；
（三）商業、管理及法律；（四）服務；（五）應
用科學；（六）工程及生產，共有三十七個課程可
供選擇（如：形象設計、珠寶藝術、食品製作、流
動及網上程式、戲劇、舞蹈等）。課程由教育局認
可的院校負責施教和評核。學生成功修畢後，其成
績會在香港中學文憑上匯報。在去年的首屆文憑試
中，近九成的學生取得達標（相當於香港中學文憑
第二級）或以上的成績；而取得達標並表現優異（
相當於第三級或以上成績）者，也接近兩成半。他
們當中，不少已獲本地大學錄取；有些正在修讀副
學位或高級文憑；也有一些學生獲內地、台灣及海
外大學錄取修讀相關學士課程。

應用學習課程十分多元化，不但可以照顧學生的
多樣性、興趣和能力，更讓學生有機會發揮所長。此
外，課程以職業範疇作為學習平台（如：酒店服務、
美容學、航空學、健康護理、中醫藥、國際商貿拓展
），讓學生從實踐中學習，這種邊做邊學的學習模式
，不但提高學生的興趣，也讓他們了解業界的實際運
作。如學生在畢業後選擇加入相關行業，也有一定優
勢。

值得一提的是，應用學習的成績已獲政府認可，
作為投考公務員的資歷。

如學生有興趣報讀應用學習課程，可透過就讀
中學申請，報名日期由二月十八日至四月八日。教
育局亦將於二月至三月間，舉辦應用學習課程展覽
，歡迎教師、學生、家長及各界人士蒞臨參觀。有
關詳情，請瀏覽教育局網頁 http://www.edb.gov.
hk/apl。

城大專院首設學分轉移

應用學習課程即將推出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應用學習組

北區小一生跨區就學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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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記者彩雯報道：中國教育留學交流（
香港）中心董事長李勝利表示，國家教育部目前正研
究以校長推薦計劃方式，吸納單科或某類學科成績異
常突出學生，通過內地免試招收香港學生計劃入讀內
地70間高校。

第23屆教育及職業博覽，首次設展台的內地免試
招收香港學生計劃展台，頗多港生前來詢問免試收生
計劃收生要求。來自聖芳濟各書院中五的王同學預期
理科成績能達到5**，但文科成績就難達2級成績，原
本心儀四川大學的他，憂慮免試升讀內地高校的可能
性。對此，李勝利表示，教育部對免試收生 「3322」
分數線劃定非常慎重，雖然現正研究是否能以校長推
薦計劃，取錄某些科目異常突出的學生入讀，但正式
文件尚未下達。

分數線規定科目成績
計劃升讀內地高校的本港學生通常可通過內地高

校免試招收香港學生計劃、港澳台聯招考試及院校獨

立招生三種途徑申讀。免試收生計劃以學生文憑試成
績劃定核心科目 「3322」取錄線。但該分數線明確規
定科目成績致使有些 「偏科」學生，即使某些科目成
績突出，亦無法升學。港澳台聯招主要參照內地課程
設置及內地高考制度，分數線的劃定是以學生所有考
試科目成績總和為準，而非每一科目有固定成績要求
。這樣一些 「偏科」學生可以以優勢科目，彌補不足
科目，仍有機會升讀心儀院校。

內地高校招收內地特長學生的方式主要有保送
生和自主招生兩種。保送生是指某方面突出的高中
生不必參加大專或大學入學考試，直接獲得高等院
校錄取資格的制度。一般根據學校不同，對保送生
的資格要求不同。但大都要經過學生所在學校推薦
，並通過大學組織的專家評定。取得保送資格的學
生通常在中學期間獲得省級優秀學生、全國中學生
學科奧林匹克競賽全國決賽中獲得一、二、三等獎
等，才有機會取得學校推薦並獲院校免試或降低分
數線取錄。

常說港澳一家，儘管
大家知道不可能什麼都一
樣，偏偏許多方面香港不
如澳門，例如人均GDP澳

門是亞洲第一（當然這是拜賭業昌盛所致），回
歸幾年，澳門全面實施了十五年免費教育。香港
回歸快十六年了，十五年免費教育依然是遙遠的
夢，當局甚至退而求其次，提出什麼為幼師訂最
低工資。

讀書人總喜歡引用屈原的名句：路漫漫其修
長兮，吾將上下而求索。追求優質教育、爭取免
費幼兒教育，都是香港學界的追求，十五年免費
教育更寫入特首參選人的政綱，相信必已就此多
方徵求意見以至有實施方案的時間表和路線圖，
否則不會輕易提出以至寫在猶如政治期票的政綱
上。

當前的現實是，當局會設立一個什麼委員會
，去研究、探討免費幼兒教育的可行性和推行細
節，十五年免費教育的期票似乎隱沒了，而三年
免費幼教最快也要四年後才有望落實。換言之，
可能在香港實施普選的那一年，十五年免費教育
還不知能否推，免費幼教是不是去馬？

幾十間幼園退出學券
與此同時，當局對推行第六年的幼兒學券似

乎未有全面檢討和擴展的打算，仍然堅持只限非
牟利幼稚園才有資格參加，入讀非牟利幼稚園的
學生才會受資助。幼兒學券的作用不容否定，推
行五年來政府累計斥資八十億，受惠的幼園和幼
童高達八成，免付學費的超過十二萬。這樣的德
政，值得肯定，更值得普及化，但當局不為所動
，就算走訪了大大小小的幼園學校、約晤了四方
八面的幼師團體，在九月新學年的學券幼園，私
營的依然榜上無名。相反，五年來退出學券的幼
園，超過幾十間。就算不是兩面不討好，也說明

了現行學券的不完善。
為何當局不思改進或者擴大學券，反而提出

一個無關痛癢甚至是添煩添亂的幼師最低工資？
相信普遍家長和幼師都百思不得其解。

另一方面，教育施政公布前後，學界除了關
注十五年免費教育，更發出擴大幼兒學券制的呼
聲。資深幼兒教育工作者徐秀瓊藉本報呼籲將學
券推至所有幼園，讓中產家長也受惠。

平心而論，上述建議都是實在而可取的，真
不明白當局似乎不理不睬，又將擱置五年的幼師
薪級表再擱置，反而提出什麼幼師最低工資。對
於幼師薪級表，學界叫好之聲不多，質疑和否定
的卻非少數，最新一位是全港有數的私營幼稚園
「維多利亞教育機構」總校長孔美琪。

孔校長指出，適逢研究十五年免費教育的同
時，是否應該研究重設幼師薪酬表？而不是對幼
師薪酬作最低收入的保障呢？筆者補充一句，既
然學券推行以來出現月薪6500元的幼師，當局應該
是追問孰令致之，尋求給予整體幼師合理薪酬，
而不是勞師動眾去訂可能只適用於新入行幼師的
最基本工資。如此本末倒置，主次不分，簡直是
笑話。

再者，全港萬多名幼師，按總平均薪酬一萬
元計算，訂最低工資為八千元，相信無多大意
義，那似乎比普遍保安、清潔等基層員工看齊
。如此，幼師讀的那些書，受的那些教育，到
底所為何事？這麼顯淺的道理，相信普羅市民
都會明白。

在當今文明世界，免費教育是人民的權利，
人人皆可享。人無兩度再童年，既然學券讓八成
幼童受惠，當局何不盡快讓其餘兩成幼童也享用
，讓每一個香港孩子在同一天空下共享讀書樂。
人為的設限，既無效又兩面不討好，早應撤銷。
至於幼師最低工資，費盡九牛二虎之力訂了，恐
怕也是徒勞無功，與其如此，索性不做！

特稿

幼師最低工資 根本無意義
本報記者 呂少群

北區分為上水（80網）、粉嶺（81網）及沙頭角
（83網）三個校網，由於大批跨境學童湧入北區小學
，教育局估計北區三個校網共欠1,400個小一學位，
創歷年新高，初步推算今年統一派位將約有300名北
區學童被派往大埔，較去年150人倍增。

吳克儉昨日宣布，於6月1日統一派位結果公布後
，若已申報居住地址為北區學童，他們被派往大埔區
小學，將可向教育局求助，局方會透過增加區內小一
學額，編配予港人學生原區就讀。他強調，當局會以
就近入學為原則，亦透過村校改建及增建班房，以及
每班加派學生等措施，並相信有關工程可如期完成，
會保證增加北區學額，照顧原區上學的意願。

增加區內小一學額
教育局亦會優化2014/15年的分配學額安排，優

先照顧北區學童的意願，希望大幅減少由於跨境學童
增加而被迫跨區入學的學生數目，局方亦會與其他政
策局及部門攜手改善跨境配套，希望分流跨境學童到
其他地區。

教育局副局長楊潤雄昨日下午與北區校長會代表
開會，北區小學校長會主席陳紹鴻批評政府安排不妥
善，認為政府應該先預計有多少學生需要跨區，相應
增加學額，並非派位後才安排他們原區就讀，無止境
增加北區學位的方法不妥善。

增聘更多教師
陳紹鴻估計，每班要加派至少4人，才可以接收

所有北區學童，當局亦需要增加資源配合，例如聘請
更多教師。他認為，局方應呼籲跨境學童父母，考慮

改到屯門、天水圍讀書，紓緩北區學額緊張問題，希
望政府在2014至15學年，可加強學生分流和交通配套
，改善北區嚴重學額不足情況。

北區家長教師會聯會永久會長張淑娟認為，政府
有責任保障本地生就近入學權利，長遠政府應研究改
善派位機制，優先處理原區學童需要。她說，北區多
達60%為跨境學童，局方只是保障不足40%的原區學
童權利， 「跨境學童反正都是坐校巴，跨區上學只不
過坐多個站。」她又說，去年約有150名學童被迫派
到大埔，雖然上水去大埔看似很近，但大埔很多小學
都是鐵路沿線，每月校巴費高達1000元，去年派位後
北區各小學 「叩門」人數激增，幸得北區校長利用 「
叩門」位及派人數，取錄原區學童， 「跨境學童年年
增加，但政府多年來無視問題，處理手法不當。」

【本報訊】毋須眨眼，一晃二十年。獲香港科技大學長
期服務獎頒獎的該校工學院院長李德富、工業工程及物流管
理學系教員陳靜嫻。二十年間見證了科大的 「亞洲第一」，
而科大亦見證了他們的青歲月。獎狀僅有一張，故事卻無
窮無盡。

祖籍北非的李德富說，回憶與科大的情緣，不免從二十
年前的一場滂沱大雨開始講起。1993年，他放棄澳洲墨爾本
大學的職位，拿剛剛成立的科技大學一紙聘書來港發展。
迎接他的不是清水灣的碧海藍天，而是酒店外的八號風球。
人生地不熟，他全然不知遇上八號風球可以延遲報到，懷
尾生抱柱的誠實心態，頂風冒雨奪門而出。巴士、出租車全
部停開，艱難行至彩虹，已全身濕透狼狽不堪，掙扎良久還
是折返酒店。這或許就是好事多磨？

2009年，李德富開始擔任工學院院長。二十年，科大工
學院像一個孩子，在他的注目下，從蹣跚學步到現今6個學
系都躋身全球20；二十年，他的寶貝女兒，亦從咿呀學語至
科大畢業，恰巧，女兒畢業正值09年。

未來，李德富創建的 「工程教育創新中心」將於今年3
月至4月落成，逾50名學院教職員將擔任學生的人生導師，
以人生閱歷親述人生，這可能也是他的創舉吧。

另一得獎者陳靜嫻，當年應該為工業工程及物流管理學
系的 「首席」行政助理，之所以首席，是因為有且僅有她一
個。時光如白駒過隙，看到現在這個師生逾百名的大家庭，
她深感欣慰。

在香港科技大學昨近日舉行的教職員長期服務獎頒獎典
禮上，校方嘉許了和李德富、陳靜嫻一樣，在科大奉獻了20
年青春的 「老」員工，其實所謂老，應該是一種愈陳愈深的
情結─科大如家，歲月如畫。

【本報訊】農曆新年將至， 「十大再生勇士」兼香港展
能藝術家楊小芳昨日以足代手，於港灣豪庭廣場首次在九個
鼓面創作代表萬象更新的水墨畫，並親筆題字勉勵時下青少
年，帶出正面人生訊息，迎接愉快及充滿希望的新一年。

是次小芳為創作九幅作品，特別選擇春天的花草樹木為
主題，希望帶出新年伊始、萬象更新的氣氛。她笑說： 「花
和樹充滿了生命，也帶出了春節是喜慶、快樂和生命的希望
。」整體作品的創作中心點為 「福」字，當中構思是字中有
畫，畫中有字。 「福」字以樹幹及桃花為創作基礎，福字裡
有一家人放風箏及相聚融洽情景，帶出新年是一個重要的節
日，好好把握一家人團聚遊樂為一件 「幸福」的事情。而圍
繞 「福」字的水墨畫包括盛放的牡丹、桃花及太陽花等則象
徵花開富貴及生生不息的意思；竹、梅含意竹梅雙喜等，其
中一幅作品則是柳樹下泛舟河上，逍遙寫意，寓意人生種種
樂事，展示幸福人生及夢想的追求。

楊小芳九歲時因誤觸高壓電，失去雙臂，然而肢體障
礙無阻她努力創造豐盛人生，她以足代手揮 「看不見的
翅膀」繪畫山水畫，抒發內心世界，獲獎無數，更成為游
泳健將，實現種種看似 「不可能任務」，並獲頒 「十大再
生勇士」。

【本報訊】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近日舉行中學
生模擬法庭比賽工作坊及入學講座。模擬法庭比賽工作
坊由城大法學院的國際模擬法庭比賽隊伍成員主持，與
40位來自本地及國際學校的中學生分享辯論技巧，分析
致勝秘技。

工作坊的目的乃為加強學生的辯論及寫作能力，並增
加他們對香港司法制度的認識，從而推廣法律知識教育。
是次活動分為兩部分︰模擬法庭比賽及入學講座。模擬法
庭比賽工作坊開始時，先由城大法學院的國際模擬法庭比
賽隊伍成員分享辯論技巧，並從不同角度作個案分析。

進行了模擬法庭比賽示範後，緊接的就是中學生模
擬法庭比賽，是次比賽題目為：成衣出口商與製衣商的合
約糾紛。參賽的同學進行分組討論，並擔任不同案件的控
辯雙方律師，於模擬法庭環境進行訴訟。參與是次比賽的
德望學校黃皓琳同學及藍田聖保祿中學蔡阡晏同學憑良
好表達和分析能力，勇奪冠軍。

模擬法庭中心總監羅俊旭表示： 「城大首次為中學生
舉行模擬法庭比賽工作坊，同學反應熱烈，反映中學生對
法律培訓教育有一定需求。城大作為本港司法人才搖籃之
一，除致力提升學生的專業法律知識和國際視野外，亦不
遺餘力向大眾社群推廣法律知識，學院冀望中學生能透過
是次工作坊，親身體驗律師工作，並了解到法律知識並非
一定遙不可及。」

再生勇士以足繪畫勉青年

城大辦中學生模擬法庭賽

老員工見證科大二十年

▲由於大批跨境學童湧入北區小學，教育局估計
北區三個校網共欠1,400個小一學位

▲第23屆教育及職業博覽，首次設展台的內地免
試招收香港學生計劃展台 本報記者蔡文豪攝

▲香港科技大學近日舉行教職員長期服務獎頒獎典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