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曹晨）三

餐溫飽是基層市民最基本的生活

需求，本港2011年有超過115萬貧

窮人士，佔全港人口17%。東華

三院為紓解貧困家庭的困難，開

展一系列膳食補助服務，其中於

今年6月投入使用的大角咀「善

膳軒」社區飯堂，合資格人士只

需10元便能享受市價30元的膳

食，幾個月共提供超過15,500份

熱食。昨日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

建宗為飯堂揭幕，認為飯堂的有

創意有愛心，充滿正面意義。

短短四月供逾15,500份熱食

張建宗表示，扶貧是當局的首

要任務之一，當局推出食物銀

行，3年先後造福10萬餘人，這

些人群中，低收入及失業人士佔

多數。他表示，貧困人士及家庭

生活艱辛，如果能為其提供價格

適宜的餐食服務，則可很大程度

上紓解他們的困難，因此社區飯

堂的推出，是一項極有創意的

事，充滿正面意義。

東華三院主席陳文綺慧表示，

位於大角咀的「善膳軒」社區飯

堂，於今年6月底投入服務，合

資格的人士，經社工轉介後，可

以10元的價格，享用市價30元的

「有 有湯有飯」膳食服務，至

10月底已提供超過15,500份熱

食。

來港已12年的Ada，全家4口倚

靠地盤散工丈夫每月萬餘元的收

入生活。她表示，因香港生活開

銷十分大，入不敷支，生活十分

艱難。「經東華三院社工轉介到

善膳軒，每個月節省了千餘元，

終於有錢可以自由支配了，十分

感謝社區飯堂」，說到此，Ada不

禁感動落淚。

「善膳軒」擬推廣至白田

陳文綺慧表示，有鑒於大角咀

「善膳軒」的成功經驗，未來東

華三院計劃在貧困家庭聚居的地

區，推廣社區飯堂，她表示，已

有計劃下一步於深水 白田 ，

開展社區飯堂服務。

21,599人獲派學位 近半靠「世襲」
2013年度9月入學的小一自行收生將於下周一放榜，

教育局數據顯示，共有49,914人申請全港官立及資助小
學的自行分配學位，但只有43.3%即21,599人獲派學
位，當中屬於有兄長或姊姊在該校就讀或者父母在該校
任職的「世襲位」佔10,211人，餘下11,388人則按「計

分辦法準則」分配。前者比去年大增731個，為近年首
次破萬。
而今年派出的小一自行收生學位雖然比去年微增約

800個，但由於申請者大增約4,200人，令成功率被拖
低，比上年度的45.5%大跌2.2個百分點，亦是連續6年
下跌，更創下近15年新低的紀錄。

為入心儀校「賭運氣」靠抽籤
津貼小學議會主席冼儉偉表示，成功率下跌與年前出

生率回升，有關學童紛紛適齡升讀小學相關。他亦表
示，在自行收生階段不少家長心態較「博」，因為在機
制下，小學雖會按「計分辦法準則」選取分數較高的學
童，而同分者則以抽籤定奪學位誰屬，部分家長為讓子
女入讀心儀校，不惜「賭運氣」希望靠抽籤抽中。冼

儉偉稱，因不少學童未獲自行學位，要參與明年初進
行的分區統一派位，他提醒家長在填報選校時要調整
策略，除首志願可保留最心儀學校外，於符合子女個
性為選校原則下，次選則應較為保守，才可增加獲取
錄的機會。

家長狂報傳統名校爭崩頭
資助小學校長會主席梁兆棠則指，除人口回升外，今

年升小自行收生選校期正值國教爭議期間，部分地區名
校被波及，令不少家長集中報讀傳統名校，影響成功
率。此外，由於跨境童和「雙非童」急增，他們比較集
中報讀北區學位，同一學校因而接獲大量學生申請，也
會令整體成功率降低。
教育局發言人指，家長可於下周一或周二前往所申請

的小學查閱結果；獲得自行分配學位的兒童，其家長須
於下周三或四學校辦公時間內，攜帶所需文件，前往所
申請的小學辦理註冊手續，否則將視作放棄該學位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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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大城市天氣預測
城 市 最低 最高 預測

亞洲
曼　　谷 26℃ 35℃ 雷暴
河　　內 28℃ 34℃ 密雲
雅 加 達 23℃ 31℃ 多雲
吉 隆 坡 24℃ 32℃ 雷暴

馬 尼 拉 26℃ 32℃ 密雲
新 德 里 28℃ 38℃ 多雲
首　　爾 24℃ 29℃ 多雲
新 加 坡 25℃ 31℃ 雷暴
東　　京 26℃ 32℃ 多雲

澳洲
墨 爾 本 9℃ 14℃ 驟雨

悉　　尼 9℃ 19℃ 多雲
歐洲

阿姆斯特丹 14℃ 21℃ 有雨
雅　　典 25℃ 36℃ 天晴
法蘭克福 15℃ 22℃ 多雲
日 內 瓦 11℃ 25℃ 天晴
里 斯 本 25℃ 38℃ 天晴

倫　　敦 15℃ 22℃ 多雲
馬 德 里 20℃ 36℃ 天晴
莫 斯 科 12℃ 21℃ 天晴
巴　　黎 15℃ 24℃ 密雲
羅　　馬 18℃ 28℃ 多雲

美洲
芝 加 哥 24℃ 38℃ 天晴

檀 香 山 23℃ 31℃ 天晴
洛 杉 磯 16℃ 23℃ 毛毛雨
紐　　約 22℃ 35℃ 多雲
三 藩 市 13℃ 18℃ 毛毛雨
多 倫 多 25℃ 37℃ 天晴
溫 哥 華 17℃ 24℃ 天晴
華 盛 頓 25℃ 37℃ 天晴

世界各大城市天氣預測
城 市 最低 最高 預測

亞洲
曼　　谷 26℃ 33℃ 雷暴
河　　內 28℃ 36℃ 驟雨
雅 加 達 25℃ 34℃ 薄霧
吉 隆 坡 25℃ 34℃ 驟雨

馬 尼 拉 24℃ 31℃ 多雲
新 德 里 32℃ 45℃ 天晴
首　　爾 20℃ 32℃ 多雲
新 加 坡 26℃ 32℃ 多雲
東　　京 21℃ 26℃ 有雨

澳洲
墨 爾 本 8℃ 15℃ 驟雨

悉　　尼 8℃ 19℃ 天晴
歐洲

阿姆斯特丹 11℃ 22℃ 雷暴
雅　　典 24℃ 34℃ 天晴
法蘭克福 14℃ 28℃ 多雲
日 內 瓦 16℃ 29℃ 天晴
里 斯 本 17℃ 23℃ 多雲

倫　　敦 12℃ 20℃ 明朗
馬 德 里 18℃ 33℃ 多雲
莫 斯 科 12℃ 23℃ 有雨
巴　　黎 14℃ 21℃ 有雨
羅　　馬 15℃ 28℃ 多雲

美洲
芝 加 哥 21℃ 36℃ 大風

檀 香 山 23℃ 29℃ 大風
洛 杉 磯 16℃ 26℃ 多雲
紐　　約 14℃ 24℃ 多雲
三 藩 市 13℃ 18℃ 多雲
多 倫 多 19℃ 28℃ 多雲
溫 哥 華 12℃ 17℃ 多雲
華 盛 頓 16℃ 25℃ 多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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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多雲，有一兩陣雨。早上天氣較涼
氣溫：18℃-21℃ 濕度：75%-90%
潮漲：05:29(1.8m) 18:43(2.0m)
潮退：11:17(1.1m) －
日出：06:41 日落：17:39

25/11(星期日) 26/11(星期一) 27/11(星期二)

空氣污染指數

0-25 輕微

26-50 中等

51-100 偏高

101-200 甚高

201-500 嚴重

一般監測站#

污染指數：15－45
空氣指數：輕微至中等

路邊監測站*
污染指數：50－85
空氣指數：中等至偏高

# 設 於 中 西
區、葵涌、觀
塘、深水 、
沙田、大埔、
荃灣及元朗。
*設於銅鑼灣
及旺角。

查詢天氣：1878200 查詢時差：10013或1000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
28/11(星期三)

中國各大城市天氣預測
城 市 最低 最高 預測
北　　京 -2℃ 7℃ 多雲
長　　春-10℃ -5℃ 天晴
長　　沙 9℃ 12℃ 有雨
成　　都 4℃ 9℃ 有雨
重　　慶 8℃ 10℃ 有雨

大　　連 2℃ 6℃ 多雲
廣　　州 16℃ 20℃ 有雨
貴　　陽 6℃ 11℃ 有雨
海　　口 21℃ 25℃ 有雨
杭　　州 7℃ 11℃ 有雨
哈 爾 濱-10℃ -4℃ 天晴
合　　肥 7℃ 11℃ 有雨

呼和浩特 -7℃ 0℃ 多雲
濟　　南 2℃ 11℃ 有雨
昆　　明 9℃ 21℃ 多雲
蘭　　州 -4℃ 4℃ 有雪
拉　　薩 -2℃ 14℃ 多雲
南　　昌 8℃ 13℃ 有雨
南　　京 7℃ 11℃ 驟雨

南　　寧 15℃ 19℃ 有雨
上　　海 9℃ 12℃ 有雨
瀋　　陽 -5℃ 3℃ 天晴
石 家 莊 -1℃ 9℃ 密雲
台　　北 17℃ 20℃ 有雨
太　　原 -4℃ 6℃ 多雲
天　　津 -2℃ 7℃ 多雲

烏魯木齊-11℃ -2℃ 天晴
武　　漢 7℃ 12℃ 有雨
西　　安 5℃ 10℃ 有雨
廈　　門 15℃ 19℃ 密雲
西　　寧-12℃ 8℃ 有雪
銀　　川 -4℃ 5℃ 多雲
鄭　　州 4℃ 11℃ 有雨

氣溫：19℃-24℃

濕度：75%-95%

大致多雲 有幾陣雨
初時能見度頗低

氣溫：18℃-21℃

濕度：70%-90%

大致多雲

氣溫：20℃-24℃

濕度：75%-90%

大致多雲

氣溫：20℃-25℃

濕度：80%-95%

大致多雲 有薄霧
初時有一兩陣雨

世界各大城市天氣預測
城 市 最低 最高 預測

亞洲
曼　　谷 27℃ 34℃ 雷暴
河　　內 22℃ 25℃ 密雲
雅 加 達 24℃ 32℃ 有雨
吉 隆 坡 24℃ 32℃ 雷暴

馬 尼 拉 25℃ 32℃ 多雲
新 德 里 10℃ 26℃ 多雲
首　　爾 -3℃ 6℃ 天晴
新 加 坡 24℃ 31℃ 雷暴
東　　京 8℃ 14℃ 多雲

澳洲
墨 爾 本 15℃ 32℃ 多雲

悉　　尼 16℃ 26℃ 多雲
歐洲

阿姆斯特丹 6℃ 9℃ 有雨
雅　　典 11℃ 17℃ 多雲
法蘭克福 3℃ 9℃ 多雲
日 內 瓦 4℃ 12℃ 多雲
里 斯 本 8℃ 15℃ 多雲

倫　　敦 6℃ 10℃ 明朗
馬 德 里 7℃ 15℃ 多雲
莫 斯 科 0℃ 1℃ 天晴
巴　　黎 6℃ 10℃ 有雨
羅　　馬 9℃ 19℃ 有雨

美洲
芝 加 哥 0℃ 2℃ 有雪

檀 香 山 20℃ 27℃ 多雲
洛 杉 磯 12℃ 27℃ 天晴
紐　　約 6℃ 14℃ 多雲
三 藩 市 11℃ 19℃ 天晴
多 倫 多 9℃ 10℃ 驟雨
溫 哥 華 6℃ 9℃ 有雨
華 盛 頓 4℃ 16℃ 多雲

報名學童增4,200名拖累 校長倡統一派位變招
小一自行收生成功率15年新低

近年小一自行收生成功率
入學年度 申請人數 獲派學位人數 成功率

2013年 49,914 21,599 43.3%

2012年 45,715 20,795 45.5%

2011年 43,051 20,456 47.5%

2010年 41,554 20,416 49.2%

2009年 42,189 20,848 49.4%

資料來源：教育局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馮晉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香港出生率

回升，加上愈來愈多跨境童適齡升讀小學，令

學童爭入心儀名校的競爭大幅加劇。教育局昨

公布入學小一自行分配學位統計資料，今年申

請的學童達49,914人，比去年大增4,200名，但

卻只有21,599人獲派學位，成功率僅43.3%，

明顯下降2.2個百分點，創近15年新低。而供兄

姊在讀或父母在職學生的「世襲位」，則比去

年大增700多個，屬近年最高。小學校長提

醒，家長在明年「統一派位」填選學校志願時

憑調整策略，除首選外其他志願也要較「保

守」，以增入讀心儀校機會。

聯校素質檢討會研改善超收 張建宗讚社區飯堂 10蚊飯助基層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熙）多所
大學轄下的自資副學位院校今年屢爆出
超額收生醜聞，引起各界批評。8大校
長會屬下專門負責監察8大院校自資副
學位課程質素的「聯校素質檢討委員會」
昨亦首度開腔回應，承認事件對學生造
成不良影響，又稱因有院校規劃「雙軌
年」收生時，因欠缺先例參考，導致過
分樂觀，未能趕及在開學時調撥資源應
付。委員會並將於各校逐一進行「院校
檢討」，希望能找出收生安排的問題所
在，並集中處理改善機制。不過學界質
疑委員會言論是企圖淡化事件，認為政
府應盡快成立獨立監管自資課程機構，
保障學生利益。
聯校素質檢討委員會主席傅浩堅昨

指，正深入了解各院校自資副學位課程
的收生情況，據委員會調查，各成員校
今學生收生時均有按正常程序，部分增
加了招生名額，同時也增聘全職和兼職
教師，又添置額外資源如電腦支援學
生。
因應院校超收情況，委員會稱「雙軌

年」學生人數大增，且約七成文憑試生
達入讀副學位要求，一些自資院校遂改
變計劃增加原定收生額，但其安排的資
源卻未能趕及在開學時投入使用，致使
出現意想不同的情況，對學生造成不良
影響。傅浩堅未有嚴厲批評超收，只形
容有關院校「沒有先例或經驗可循」、
規劃時「過分樂觀」，及「凡事都有改
善空間」，不過他亦指委員會將開始第
二輪「院校檢討」，以找出問題所在，
進一步改善質素保證。

「院校檢討」成效遭質疑
關注副學位大聯盟召集人及教協會長

馮偉華質疑是企圖淡化事件，又稱委員
會與副學士社區學院同為8大之下，屬
「自己查自己」，而有關「院校檢討」並
不設約束力，成效存疑。他又批評，委
員會「(雙軌年)沒有先例」說法不合理，
「單是自資副學士已運作10年，收生策
略、預計數目等數據一早有齊！要監管
豈會沒有先例參考？」促請政府盡快成
立獨立的監管機構，保障學生利益。

理大明年初增3飯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理

工大學校長唐偉章昨日應邀出席該校學
生會主辦的公開論壇，與一眾學生共商
校政。有見今年學生人數增多，校園設
施供不應求，理大校方表示，明年初將
會有3個新飯堂落成，提供最多350個座
位，希望可解決飯堂不足的問題。

校方續向當局爭取宿位
昨日論壇吸引不少理大生到場，飯堂

不足為他們最關注的議題之一。校方透
露，明年初將會增加3個新飯堂，分別
座落於李兆基樓、邵逸夫樓及即將落
成的第八期校園，總共提供350個位
置。至於學生宿位不足的問題，唐偉
章回應指，理大現有兩組宿舍可分別

提供3,000個及1,600個宿位，但根據教
資會指引，理大目前尚欠2,000個宿
位，校方將再努力向當局爭取。另
外，他亦就宿位分配、舍堂文化等方
面與學生作出交流。

校方支持出色教學人員升遷
就副校長徐林倩麗被指管理失當的報

道，唐偉章強調校方已正進行調查，希
望外界耐心等待調查報告，而非在調查
階段加以干涉。另關於大學學術自由及
教學人員升遷，他表明，理大絕對會保
障學術自由及言論自由，絕不會以資源
分配作打壓手段；而教學人員只要表現
出色，即使沒有優異研究表現，校方亦
會支持其升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昂坪360纜車下月7日起加
價8%至9.7%，但本港居民明年6月底前則可享有9折優惠。
加價後，成人單程車票將由現時的86元加至94元，加幅為
9.3%；來回票價則現時125元加至135元，加幅為8%。小童
來回單程票價由44元加至48元；來回票價則由62元加至68
元，加幅分別為9.1%及9.7%；長者票價則維持不變。至於
乘坐水晶車廂的搭客，單程收費需每位另加55元，來回則
每位另加78元。
此外，持香港身份證的居民明年6月底前到纜車站購票，

可享9折優惠，並獲發一張9折優惠券；昂坪360又會推出全
年無限次乘坐的車票，票價為450元；明年7至8月，購買成
人門票的香港居民，同行的1名小童可免費乘坐纜車。

昂坪360下月加價 港客「除笨有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廖穎琪）「母愛
無價，但不是無價值！」身為人母的天
水圍社區發展網絡主席鍾婉儀批評，港
府對支援兒童照顧者的政策已近20年沒
有檢討，不論是經濟或精神的支援均嚴
重不足。她指出，自子女出世開始，母
親便要無下班、無休息照顧子女，身心
疲累，但社會對母親貢獻未予肯定，以
「母愛偉大」為藉口，抹殺母親的付
出，促請政府設立「全民照顧兒童津
貼」。

不審查月發1,090元 涉公帑120億
香港婦女中心協會和天水圍社區發展

網絡委託城市大學，就「照顧兒童的支
援計劃」進行研究，於今年6月至9月以
聚焦小組形式，訪問45名兒童照顧者，
結果顯示，現行政策對照顧者在經濟和
精神上均嚴重缺乏支援，期望政府增加
支援。逾40%受訪者認為最需要增設
「全民照顧兒童津貼」，其次是「特殊照
顧者津貼」。前者是按子女數目每人每
月發放1,090元津貼，不設資產審查；後
者是供有特殊照顧或殘障兒童等的照顧
者申請，每月津貼3,200元。團體估計，
設立「全民照顧兒童津貼」每年涉及公
帑約120億。

缺乏社區支援 託管額不足
鍾婉儀指出，現時社區服務支援嚴重

缺乏，例如託管額不足，每區只有一至
兩個緊急託管名額，即使有急病等，亦
難以找人代為照顧年幼子女，以及服務
時間缺乏彈性等。她舉例，有四口家庭
的父親月入約萬元，扣除交通、水電煤
等必要支出後僅餘數千元，即每日 錢
不足百元，「做媽媽的連買支鮮奶畀子
女也不捨得」，但由於託管費用昂貴，
令母親未能外出工作，但子女未予體
諒，「錢是爸爸給你的」，傷盡母親的
心。

團體促設全民照顧兒童津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為慶祝成立30周

年，職業訓練局昨日舉辦「滿漢新滋澤桃李」籌款晚

宴，筵開10席，35年來首次將「滿漢全席」於香港重

現。大會又安排賓客穿上清裝，並有穿上宮女裝及太

監裝的職訓局學生負責招待，務求令宴會充滿「穿越

感」。

整晚宴會提供15道菜式，當中「雁塔題名」(見

圖)，製作出與傳統一式一樣的拼盤；亦有為不傷害

瀕危動物而折中製作的「踏雪鱘龍」，以法國鱘龍魚

柳代替野生鱘龍魚；打造出新派的滿漢全席。

「滿漢全席」重現職訓局晚宴「滿漢全席」重現職訓局晚宴「滿漢全席」重現職訓局晚宴「滿漢全席」重現職訓局晚宴「滿漢全席」重現職訓局晚宴「滿漢全席」重現職訓局晚宴「滿漢全席」重現職訓局晚宴「滿漢全席」重現職訓局晚宴「滿漢全席」重現職訓局晚宴「滿漢全席」重現職訓局晚宴「滿漢全席」重現職訓局晚宴「滿漢全席」重現職訓局晚宴「滿漢全席」重現職訓局晚宴「滿漢全席」重現職訓局晚宴「滿漢全席」重現職訓局晚宴「滿漢全席」重現職訓局晚宴「滿漢全席」重現職訓局晚宴「滿漢全席」重現職訓局晚宴「滿漢全席」重現職訓局晚宴「滿漢全席」重現職訓局晚宴「滿漢全席」重現職訓局晚宴「滿漢全席」重現職訓局晚宴「滿漢全席」重現職訓局晚宴「滿漢全席」重現職訓局晚宴「滿漢全席」重現職訓局晚宴「滿漢全席」重現職訓局晚宴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中）前往東華三院善膳軒社區飯堂視

察。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鍾婉儀批評港府對兒童照顧者的支援

嚴重不足。 香港文匯報記者廖穎琪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