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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圍香中年宵 40生實戰學營商

補習社侵大學 霸飯堂辦模擬試

出招助北區300童「回歸」 港爸媽歡喜跨境家長憂
各區剩額任挑選
研設跨境生校網 吳

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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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大金屬科研
獲「973計劃」列專案

因應天賦特徵
提供學習方法

本學年跨境生已接近1.7萬人，其中小學便佔去約
6,800人。北區學校因鄰近深圳首當其衝，跨境

童集中選報該區，學額競爭異常激烈，預計下學年將
欠1,400個小一學額，屆時將有約300名居於區內的學
童因而被派他區上學。教育局早前公布特別安排，小
一放榜後增加北區學額，焦點支援有關學生。吳克儉
昨日與傳媒午宴時表示，有信心透過改建及增建課
室，並讓部分學校增加每班人數，確保該300名學生
如有意「回歸」北區，均可獲安排於區內小學入學。

不過，由於有關學生均已獲派他區學額，「回歸」
北區時未必能再次選校，需由局方分配，但具體做法
待定。

吳克儉指，雖然政府已就雙非孕婦「截龍」，但至
2018年前，小一跨境童仍會持續增加，北區學額問題

持續，當局需積極探討2014年及之後的升小安排。他
引述有學界人士近日指，於現有36個小一校網外新設
立跨境生校網，值得當局「認真考慮」，「例如照顧
本區學生供求後，北區、大埔、屯門、元朗，以至沙
田、荃灣學校，都可撥出學額放進這校網。派位時，
跨境生及家長能從中選校排志願。」

跨部門商討 研合適安排

不過他亦表示，跨境生所住深圳分區、所選過境口
岸、交通等，均對校網及學位編配有影響。教育局將
與保安局、運輸署等進行跨部門商討，詳細研究合
理、合法及合適安排，減少北區生跨區上學問題。

本地家長讚減區內競爭

對新設專屬的跨境校網，北區家長教師會聯會主席
陳容珍指，此舉可令區內競爭減少，相信北區家長及
學生都會歡迎。不過她又稱，跨境生家長或對此有保
留，曾有跨境家長稱，來港就學是因為近；若新校網
不包括北區，或需派到更遠的學校，上學放學會很麻
煩。

跨境家長倡考慮深住址

深港跨境學童家長會主席黃菁葒指，擔心專屬跨境
校網令學生上學「跨得更遠」，例如居住在深圳西部
南山區的港童若被派到沙田，上學來回需5小時至6小
時。黃菁葒認為，政府可考慮按跨境生深圳住址再決
定所屬校網及派位情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國民教育家
長關注組日前在新書發布會「忽然爆料」，
指稱去年反國教集會期間，有自稱代表中聯
辦人士試圖與關注組接觸相約見面；但關注
組卻承認事件無法核實，有關言論似為新書
宣傳造勢。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昨日強調，並
不認識關注組所指人士，強調國教事件是特
區政府內部教育事宜，處理過程中並無遭受
任何外部干預。

吳：不識關注組提及人士

吳克儉表示，去年9月至10月期間，政府
因應社會意見，就國民教育作出新政策安
排，於肯定學校理所當然推動德育、國民及
公民領域教育的同時，並讓學校及辦學團體
全面自主進行，處理及進行決定均是政府內
部事宜，並無受任何干預。對於關注組提及
人士，他並不認識，也沒有任何接觸，無從
回應。

至於15年免費教育事宜，吳克儉指當局將
成立專責委員會，會設立5個工作小組，重
點討論幼師薪酬、免費幼稚園教育操作、資
助模式等，並提出切實可行做法，期望兩年
內完成建議。學界最關心的幼師薪級表事
宜，小組將商討全面且能推動專業發展的薪
酬管理機制，令幼師薪酬反映工作性質、責
任和資歷，並考慮就業市場及其他行業情
況，希望有足夠吸引力及激勵作用，以留住
人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由香港大學合成化學國
家重點實驗室主任支志明帶領，集合本地和內地近100
名科研人員研究項目「金屬配合物激發態的基礎與應
用研究」，獲國家科技部國家重點基礎研究發展計劃

（又稱「973計劃」）列為研究專案，並得到撥款3,400萬
元人民幣，支持實驗室未來5年研究工作。

支志明領導 解環境危機

項目啟動儀式和研討會昨日在深圳舉行，支志明及
「973計劃」顧問組專家中國科學院院士佟振合和陳小
明等參加啟動儀式。支志明領導的研究項目，將圍繞

「新功能材料的分子結構、電子結構與激發態性能相互
關係」等方面，開展與「清潔能源」、「節能環保」、

「資源利用」相關的前沿基礎研究；目的是利用金屬配
合物激發態材料，解決內地經濟可持續發展面臨的能
源短缺、環境污染等重大問題。

長壽命金屬配合物激發態研究，可應用於太陽能利
用、二氧化碳還原（資源利用）、磷光OLED（節能環
保）等多方面，與日常生活關係密切。在工業應用
上，研究將有助開發更廉價的金屬配合物材料，提升
分子基發光材料、光伏材料和光催化材料等功能應
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馮晉研）跨境學童人數持續上升，大批適齡學生集中在北區

升學，令該區小學連年「逼爆」，引發區內學生及家長不滿。教育局上星期公布，今年6月小

一放榜後推行特別措施，以增加北區學額，確保300名「被迫」派往他區的學生「回歸」該

區就學。局長吳克儉昨日再表明，有意研究2014/15學年起，能否另外增設「跨境生校網」，

把北區、大埔、元朗、屯門等各較接近深圳的校網部分小一學額編配其中；此舉既能讓跨境

生按本身情況選校排志願，亦可更好地平衡各區學額供求。北區家長會對措施表示歡迎；但

跨境家長擔心最終所派學校太遠，認為當局應考慮學童深圳住址才決定派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政府有意研究增設跨境校
網，但多名學界人士均指，新做法可能衍生多項技術問題。
例如各區學校或會擔心遭標籤「收生不足」，未必願意向新
校網交出剩餘學額。另外，由於新校網由各區校網剩餘學額
組成，居於港島或九龍區的家長亦可能有相同期望（擇其他
校網學校），憂慮做法令人感到不公平。

倘影響他區 校巴須配合

身兼北區小學校長會主席的上水惠州公立學校校長陳紹鴻
表示，擔心跨境校網安排引起標籤效應，因為有剩餘學額交
出，意味其不太受本區家長歡迎，學校或憂慮產生負面形
象，未必願意參與。他又表示，現時不少跨境家長已「自動
分流」，按住址為子女選校網，如居於深圳西部者，多經深
圳灣口岸來港，當局應更仔細考慮深圳分區及交通狀況，否

則措施未必有效。而如果此舉令其他地區跨境童數目上升，
當局也需要進一步考慮跨境校巴如何配合。

未顧港九家長恐惹不公

聖公會天水圍靈愛小學校長、跨境學童入學關注組召集人
孔偉成指，歡迎當局認真考慮新設跨境校網做法。不過他亦
指，跨境校網包含多區學校，選擇或比其他地區更多。港島
或九龍家長也可能期望從多個校網選校，憂慮做法或衍生不
公平問題。他又認為，當局亦可考慮按跨境生深圳住址決定
所屬升小派位校網，並積極跟深圳部門溝通研究。

張宇人倡向深港人子女校買位

另外，自由黨昨日與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會面，討論北區學
額不足問題。立法會議員張宇人在會後指，明白跨境家長心
儀香港學習和語言環境，建議當局可考慮於深圳兩所港人子
女學校「買位」，提供師資及課程支援，讓部分人留在深圳
上學。

學校憂遭標籤 或拒交出剩額

上期提到，「天賦學習模
式」可分為圖像性、文字性
和邏輯性3種記憶。而美國
每年都在紐約曼哈頓舉行記
憶錦標賽，參賽者被稱為

「精神運動員」。淘汰制賽事
中，選手須接受多關嚴格考
驗，例如把99個名字與99張
臉對上號，以及要順次序背

誦打亂了的撲克牌。上一年決賽中，一名參賽
者於數字隨性記憶環節，以短短5分鐘記住303
個數字正確順序，刷新大會紀錄，亦贏得決賽
總冠軍。這名勝利者彰顯了其超卓的邏輯性記
憶。

適合己專長 背誦更輕鬆

學習過程中，相較其他媒介，有些人以文字
或語言記憶會較深刻，例如部分小朋友對詩詞
容易朗朗上口，在學校背誦課文駕輕就熟。筆
者則屬圖像性記憶，所以求學時期會不經意把
信息轉化為圖像或圖表，令記憶較深刻、容
易，甚至背誦課文時立刻聯想起課文畫面、文
字排列位置等，然後自然而然想起課文內容。

勿先入為主 逼子女改變

總結這4篇文章所談及的「天賦學習模式」，
就是體現「天賦智能」與「學習過程」的關
係，包括「先天學習類型」、「學習導向」、

「專注力持久度」、「記憶力」及「語文力」。
以上各項結果，均源自8大智能之間關係比較
而得出。家長評估子女「天賦學習模式」，不
要誤以為要根據評估結果來強迫他們改變；而
是因應他們的天賦特徵提供讓他們易於發揮的
學習方法。很多家長價值觀都錯了，把事情分
了「好」和「壞」，然後因應自己的喜好讓子
女跟隨，「以英文作為母語較好」、「右手寫
字不夠聰明，要改用左手」、「文科沒前途，
一定要讀理科」等。最後呢？可能父母辛勤培
育子女20多年，有些目的達到了，有些卻失望
了；更有甚者，令子女悔恨了！
■鄭雅迪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andy.cheng@athenaintellects.com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鳴）香港考試文化濃厚，造就
龐大補習商機。樹仁大學最新一期《仁聞報》報道指，
有補習網站與大學生合作，聯手「侵佔」大學校園課室
等學校設施，安排學生前往作補習場地，實行「無本生
利」大搞補習生意。有城大學生更透露，最誇張時見過
有人在飯堂舉行「40人模擬試」，情況令人譁然。法律界
人士指出，《教育條例》已規定，若有人同時向8人或以
上提供教育課程，必須向教育局申請註冊，上述行為已
有違法之嫌，或面臨罰款甚至監禁後果。

查教局網頁 機構無記錄

據《仁聞報》透露，facebook專頁「DSE 資訊傳播站」
發現一個沒有名稱的神秘網頁「dseecon」（其用戶名
稱），聲稱由「高考及大學奪A生和FB過萬讚好網頁創辦
人開辦」的補習班，可提供「1對1」至最多15人小班補
習，主要是商科補習。場地除了城大外，學生也可選擇
往港大、中大上課。網站未有提及補習班名稱及學校註
冊編號。而香港文匯報嘗試以「dseecon」翻查教育局網
頁，發現並無記錄。

城大生當導師 教學零成本

該報記者放蛇後發現，有城大工商管理學學生是導師
之一，一個3小時精讀班收費390元，平均每小時獲利130
元，導師每星期平均任教15小時。「燈油火蠟零成本」
的情況下，近2,000元純利「袋袋平安」。有城大學生表
示，不少同學會在校內開設私人補習班，部分導師更不
是城大學生，學生只要隨便編個理由即可向校方借用課
室。

城大三年級學生林靖雅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查詢時表

示，她曾在早上回校發現有人在城大飯堂舉行「40人集
體模擬試」，相信舉辦者熟知學校繁忙時間。大律師陸偉
雄及律師黃國桐均表示，如果有人同時向8人或以上提供
教育課程，必須向教育局申請註冊，否則會觸犯《教育
條例》，犯事者包括導師及機構，或面對罰款甚至牢獄之
災。陸偉雄補充指，不論溫習或考試均屬教學行為，上
述「40人集體模擬試」情況，或已干犯《教育條例》。

有補習名師城大「起家」

從事補習行業的李先生（化名）稱，上述情況普遍，
因為城大交通方便、安全又「可以坐好耐」。他透露，近

年有補習社名師便是在城大「起家」，因私人補習而被
「挖角」至大型補習社，相信這會成為更多大學生在城大
做補習導師的誘因。

校方將巡查 會勸喻離開

城大發言人強調，城大絕不容許學生利用校內設施如
課室、交流區等作商業用途，如開設小組補習班，這是
違反大學設施使用守則，校方將會跟進事件並加強巡
查。發言人指，學校目前有保安員不時巡查課室和交流
區，並要求使用者提供證件，如未能提供會被勸喻離
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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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宇人建議當局考慮買位，解決北區學

額不足問題。 馮晉研 攝

■有城大學生稱，曾在飯堂見到有人舉行「40人集體模擬試」。圖為城大飯堂。 香港文匯報記者陳鳴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天水圍香島中學一年
一度年宵活動，2月4日至10日（大年初一）清晨舉
行，地點是元朗東頭工業 。校方表示，活動主要
由學生會成員及「企會財」學生組成團隊，總參與
學生人數超過40人。他們分別輪更擔任銷售、財
政、宣傳及倉務工作。

天水圍香島中學已是第三屆舉辦年宵活動，每屆
年宵攤位候選委員均須通過小組面試才能成為委
員。當選委員後須參與競投攤位、往廣州採購貨
品、籌備會議等程序，培養學生嚴謹認真及承擔責
任能力。

倘創造利潤 撥捐公益金

活動負責老師沈振業表示，營商不能紙上談兵，
必須從實戰經驗獲得知識。他期望透過是次活動，
令學生得到商業知識，並能幫助學校培訓領袖。若
年宵攤位能創造利潤，將撥捐公益金回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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