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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學童對香港未來發展的啟示
青年 有話說 ＞＞＞
跨境學童人數有爆發性增長的其中
一個因素，是源於 「單非」和 「雙非」
家庭的出現。 「單非」是父親或母親有
居港權的子女，而 「雙非」則是本港出
生的內地家庭子女，這兩類家庭的子女
均可合法在香港讀書升學，直至 「零雙
非」政策啟動後，數字才急劇下降。

據了解，在2001年和2002年是雙非
學童出生的高峰期，教育局有數據顯示
2011至2012學年的跨境學童就讀幼稚園
的 人 數 為 5708 人 ， 就 讀 小 學 的 人 數 為
5276人；在2015至2016學年的跨境學童
就讀幼稚園的人數為10407人，就讀小學
的人數為14567人，這五年間跨境學童就
讀幼稚園和小學的總人數超過兩倍增長
。從數字上顯示，現時大約有三萬名跨
境學童在香港就學，這意味着過往香港
的學校需要將這三萬名學生編配到不同
地區的學校。
跨境學童在本港曾經歷一些風波，
衍生了一些以學校和慈善團體為主的關

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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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很多評論都在不同媒體中提到
，特首要履行政治大和解，減低對 「
佔
中」問題的追究，特別是在某些媒體的
評論中。其實，一直以來，由政府到警
方，再到一般升斗市民，我們對 「
佔中
」的最大爭議點，就是其表達手法。一
直都指出，找合適的對象表達和協商
不同觀點，是沒有問題的，但以衝擊
法 治的方式來表達訴求就是嚴重的問
題。

香港菁英會社會民生研究會副
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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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新增至850個，增幅接近五成，總體學
額由2715個增加至3064個，增幅達12.9%
。從上述數字推測，香港有不少學校已
預備好接收新一年度的跨境學童。惟今
年開始，深圳公立學校能接收 「雙非」
學童，令香港已預備好給予跨境學童的
學額有剩餘，資源需要從速調整。

應的資源去為香港未來的人口規劃作出
調整，在所難免會有資源錯配或未能盡
用的狀況，從今個學年跨境學童入學
比 率，便反映了人口政策和規劃的重要
性。
隨着交通網絡完善，內地的社會基
建和相對應的服務和產業亦會跟隨發展

人口政策規劃非常重要
在跨境學童 「迫爆」的時期，除了
輿論一面倒的負面批評跨境學童外，幾
乎甚少人關注這一批學童的未來。這些
學童隨着年齡增長，可以選擇在港繼續
升學或事業發展，由於他們均是在港出
生，均可享有基本社會福利的權利。可
是，過往有不少報道或社會上回響，表
示跨境學童在香港難以有歸屬感，不利
於香港的未來人才培養發展。故此，在
教育和社會福利服務資源規劃下，計劃
和預留多少相關資源，成為政策部門的
一大考驗。由於香港在上屆政府只是在
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中，處理過人口規
劃議題，而尚未有政策局去統籌協調相

泛政治化日益嚴重 港人生厭
香港近期的 「泛政治化」情況日益嚴重
，每天爭拗不斷，令香港本來可以發展得更
快、發展得更好的狀況也因而停滯不前，不
論什麼問題，包括許多本來純屬經濟或民生
領域的問題，都給反對者引入過分政治因素
，變成政治問題。整天為反而反、家嘈屋閉
，總愛把好事變壞事，已令不少港人生厭。
例如便商便民的 「一地兩檢」方案，對
促進經貿人員往來、拉動經濟增長具有巨大
效益，使香港更有效融入內地廣闊的大市場
，加快粵港澳大灣區的融合發展，但反對者
總愛為反而反，不斷抹黑醜化，大說什麼 「
『一地兩檢』違反基本法」、 「割地割讓」
、 「內地人員跨境執法」等歪理。
全國人大常委會表決通過《國歌法》規
定要按照草案表決稿附件所載的國歌歌詞和
曲譜，奏唱國歌，不得採取有損國歌尊嚴的

奏唱形式，亦規定在奏唱國歌時，要肅立、
舉止莊重，不得有不尊重國歌行為，法例將
於10月1日起實施。此後《國歌法》
，也將引入
香港。其實在任何國家中，國民尊重國歌也
天經地義的事，但也總有反對者上綱上線。

面對天災 應先救災救人
相信大家也剛經歷了風暴 「天鴿」的災
害，它為香港及澳門帶來的破壞，造成多處
水浸，香港多處地方也出現 「重災區」。更
令澳門慘受到重創，引發全市大停電，造成
多人死傷。天無情、人有愛，在這樣危急情
況下，中央批准駐澳解放軍出動救災、救自
己的人民，實是合情合理合法。但令筆者更
氣憤的是香港竟也有人把它政治化，稱這做
法破壞了 「一國兩制」，在他們彷彿政治才
是最重要的價值，其餘人命安危竟然淪為次

要。 「救災救人」、 「人命關天」。在全球
面對任何天災，全部人也是會以救災救人行
先，更何況今次受災的澳門全是中國人，他
們是我們的同胞！
正所謂 「應反得反 不應為反而反」，
其實很多香港人也是明理的，和筆者一樣，
他們十分討厭這過分 「泛政治化」局面，熱
切希望香港這 「泛政治化」的鬧劇可以有停
止的一天，還港人一片清靜，還香港一個生
機。

香港在一帶一路發展中的因緣際會
談到 「一帶一路」倡議的發展，很自然
的讓我想到多年前亞洲電視所攝製的一部紀
錄片《尋找他鄉的故事》，製片人去到中亞
、中東、南美、非洲等地，錄製港人在當地
居住、經商情況，我亦是在當時看了有關節
目，第一次認識到 「一帶一路」的區域與國
家。亦同時在媒體報道中了解到上世紀八、
九十年代，有港商到中東迪拜做黃金、珠寶
生意而暴富。
我個人是從事物流業，我九九年入行時
，我們就有很多貨物寄送到阿塞拜疆、俄羅
斯、波蘭等東歐國家，所以提到香港是 「一
帶一路」倡議的 「超級聯繫人」，這個角色
對於香港來說是極為恰當。一些南美、非洲
小國駐港的領事館，均由港人擔任名譽領事
，處理香港與這些國家和區域的外交及經貿
關係。我最近亦看到香港鳳凰衛視播出的《
龍行天下》欄目，了解到內地企業 「走出去
」，發展的情況。最開始 「走出去」的，屬

於大型國有企業和央企，緊接的是大型民企
，涉及製造業與基礎建設為主，總體來說：
「一帶一路」倡議是從內地走出去及全球化
發展，必不可缺的方向。

堅持下來亦會是巨大機遇
在這條路走下去時，儘管會遇到各種挑
戰，但堅持下來，亦將是巨大的機遇，猶如
在十、二十年前，我們很難會發現互聯網企
業原來這麼值錢，而這些科網企業，走到今
天已是獨角獸的巨企，比房地產企業更具價
值。時至今日 「一帶一路」沿途很多項目，
都吸引內地、港澳台等大中華資本的追逐
， 很多金融機構都希望爭取到自己的一定
份額。
這亦說明， 「一帶一路」沿途商機無限
，在生意角度上，愈欠發達的地方，對發展
的需求愈甚，這亦是業務增長最快速的地方
，是非常適合創業者拓進。反而過於發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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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上飄零多時都 「大志未酬」，日前眼
見柯文哲人氣旺旺，宋楚瑜兩度親口邀
請，要與柯文哲組 「務實民主大聯盟」
，但遭柯文哲一句 「大家喝喝茶就好」
完美KO。同樣向柯文哲伸出橄欖枝的還
有民進黨，呂秀蓮更揚言民進黨應該支
持 「正宗的候選人」，暗指柯文哲若不
歸邊，將不獲 「綠色祝福」，但柯文哲
仍不為所動。
又或者，這正是其聰明之處，當今
台灣政壇上，無一旗幟讓柯文哲放在眼
裏。因為他在台北市的各種民調均保持
在60%至70%以上支持度，基本可以 「鐵

口直斷」他將成功連任2018台北市長的
選舉，甚至已有聲音認為他可擊敗蔡英
文。無論藍綠，與其說要 「邀請」柯文
哲，倒不如說要 「求救」於柯文哲來壯
大聲勢，說白了，也不過是選舉的策略
性考量。
台灣明年的 「九合一」選舉，包括
台北市在內的六都市長選舉是當中的 「
重頭戲」。民進黨在上次選舉中，六都
佔其四，也在基隆、新竹等地 「將藍天
變綠地」，可謂 「威到盡」。但蔡英文
執政一年多以來，已將當時的神力消耗
得一乾二淨，這是民進黨急於要與柯文

黃

香港菁英會理事、香港跨境電
子商務協會名譽會長、富達會
常委兼副會長
地方，供應過甚，進而競爭激烈，從而使生
意失敗機會升高。現時 「一帶一路」的戰略
發展中，仍處於建設期，就如八十年代的深
圳特區，未來二、三十年將是高速發展期。
深圳特區在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中，是極
為推崇，沿線國家亦了解到，香港在深圳成
長中發揮的作用。所以港商港資在此是頗受
歡迎，我們因此更應好好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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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郝龍斌時代的計劃。身在其位的柯
文哲沒有藍綠概念，硬將世大運變成為
八面威風的政績，連國際大學運動總會
主席也讚許為最好賽事之一！這一份化
腐朽為神奇的政治魄力，在當今台灣政
壇中絕無僅有，但他的成功，卻正是藍
、綠的失敗。
從近期國民黨、民進黨的人事調整
可見，明年的 「九合一」選舉，藍綠惡
鬥仍將是主旋律。今天的台灣政壇在藍
、綠仍為主要成分的政治調色盤上，任
何顏色放上來都難免迷失原本的顏色。
「不老傳說」宋楚瑜的橘旗，在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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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菁英會社會民生研究會主席、
音樂堂慈善基金會創會主席、城市
智庫成員

柯文哲未來影響力不可輕視
本周台灣的新聞焦點都
在賴清德身上，不少新聞與
觀察均談及2018 「九合一」
選舉，顯示台灣社會又將進
入選舉思維。正因如此，我堅持柯文哲
更有討論價值，因為他將是左右未來
台灣大局的重要角色，也是各方政治
光 譜 極力連結的「人氣王」。但其實，柯
文 哲 最 特 別 的 地 方 ， 就 是 他 「不 藍 不
綠」！
柯文哲最近因世界大學生運動會而
成為新聞人物，這是一場在事前之 「四
面楚歌」的國際盛會，那是因為這是奠

而提升，香港仍然擁有完善法制，在大
灣區和 「一帶一路」有着相當角色。我
身為香港土生土長的八十後，相信跨境
學童現象是未來兩地人流互動交往的雛
形，若能夠通過此契機做好兩地人民交
往的基礎建設，對於日後的經濟和人文
互動定必有建設性的貢獻。

鵬

佔中」問題中，表達政治訴求是政治問
題，錯誤的表達手法是違反法治的問題
這類的討論在前幾年的歐美日和香 。同一件事不只有一個定性，兩者不能
港的影視作品中，也探討過不少，相信 混為一談。因此，法庭的判決是針對他
各位朋友也會有印象。例如，2010年無 們行為的法治懲處，而不是針對他們政
綫節目巡禮劇集《刑警》中的黃日華， 治訴求的所謂 「政治檢控」。
日本動漫死亡筆記中的夜神月等。在這
而當他們決定做違法事情的那一刻
些影視作品中，有些人在承受長期心理 起，他們已經等同在執行私刑的夜神月
不平衡之後，踏入了執行私刑的成魔之 了：縱然理由有多冠冕堂皇，他們都在
路。其實，這些主角就是 「
佔中」人士 犯法。
的影子。不論你爭取的權益有多高尚，
有人指犯法的都是年輕人，但這不
當你以犧牲他人權益來爭取時，當你以 是減刑的理由。黑社會也有大量年輕人
犧牲法治的方式來爭取時，其實你已經 在犯法，他們犯事都是要受到法律制裁
入魔了。只是，現實中大多數入了魔的 ，為何這一批年輕人犯事就不受制裁呢
人還有機會重新選擇，而戲劇中為了在 ？難道黑社會那批不是年輕人，這一批
最短時間來突顯出戲劇效果，所以入了 才是年輕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
魔的人都沒得選，結果都下場悽慘。
論你是以什麼理由，犯法就是犯法。只
而作為 「
佔中」的領頭人，既然推 能怪那批搞事的發起人和法律專家，以
動了別人以錯誤的方式來表達訴求，自 錯誤的 「違法達義」觀念，來推他們出
然就要承受自己犯下罪行的惡果。在 「 來送死。

須承受自己犯下的惡果

香港菁英會秘書長、香港五邑總會副理事長

松傑

違法達義推年輕人送死

梁

跨
▼境學童每天都要用較長時間來回兩地

跨境學童專用校網緩「迫爆」

注組、壓力團體或組織、政黨互相針鋒
相對的議題，甚至媒體炒作的事件。香
港乃法治社會，單非和雙非學童有權享
有在香港升學的權利以及在港生活相對
應福利，這是沒有爭議空間。從現實上
去分析一些持份者對跨境學童的爭議，
主要為地區性學額不足，社區設施和服
務未有適時配套，以及較受家長歡迎的
學童入學競爭增加等因素。從教育產業
發展而言，愈多學生來港升學對於發展
是有利，不但可以讓教學產業多元化，
還可以吸引更多辦學團體在香港投資。
教育產業發展和免費教育的結合在
香港尚未成熟，結果大部分跨境學童都
集中於深圳過境沿線的新界西、北地區
的校網報考。故此，上屆政府的教育局
設計跨境學童專用校網，希望能紓緩有
學校 「迫爆」的壓力，同時又可以讓收
生尚有空間的學校吸收跨境學童，使資
源得以善用。有資料顯示，2017年跨境
學童專網學額有明顯增長。例如東涌原
本由225個學額增加至2017年的450個學
額，增幅達100%，而葵青區則從575個學

秉堅

早前有報道表示，有些學校因跨境學童未有在開學日 「報到」 ，因而有剩餘學位令學校資源
和行政受到直接影響。有學校表示只有三分一跨境學童來港，需要修訂老師課堂安排，同時擔心
日後收生的數量，變相影響到學校所獲得的資源。

城市智庫 「就是敢言」 計劃成員、
傳媒工作者
哲聯盟的主要原因。
只不過，柯文哲所到之處，民眾簇
擁邀自拍，人氣旺旺的他何需聯盟？這
一幕看在藍、綠眼裏，當然不是滋味。
只是，在冷言冷語之後，藍綠都該自省
，為何人民的掌聲不給你，而是給了柯
文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