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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直資小學「來者不拒」教局：研加強監管
隨時付「雙倍學費」
K2跳班「未夠秤」

專家：跳升小一或成重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婷芝）早前表明會接受K2學
童申請入讀小一的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昨日截止報名，
今年該校共3,329人報名，當中135（人約4%）屬K2學
生，但該校至今未有取錄先例。另該校發言人又首次透
露，若升小K2生被教育局斷定不需要接受資助，學校
需要收取有關資助差額約4萬元，連同原由的4萬元學費
總額達8萬元，當學校正式取錄K2學生前，會清楚向家
長表明有關訊息。
男拔附小公關發言人回應時表示，今年直資小學受資

助額約4萬元，當教育局斷定學校取錄的學生不需要接
受資助，學校有需要收取資助差額；即是K2生入讀的
學費將由4萬元倍增至8萬元。

採彈性收生 不以年齡為限

發言人又指，學校會採彈性收生原則，向來不以年齡
為報考限制，而最終會否取錄視乎應考者成熟程度，校
方對所有申請者都是一視同仁，首輪面試會篩選出300
人進入次輪面試。校方強調，最重視學生面試表現，如
學生的表達能力、專注力、自信心、與人交往、閱讀、
父母平日教導等，至於課外活動及學術表現，只佔整體
要求5%。發言人又稱，學校至今從未取錄任何一位年
齡不足5歲零8個月或K2生，如有K2生獲取錄，學校會
因應其弱項提供適當支援，如輔導班等。

若失教局資助
男拔附小學費8萬

不愛酒管愛獸醫 港生赴台追夢　父母有沒告訴
你，你小時候有沒
有開過筆？如果
有，那替你開筆的
人又是誰呢？
開筆是老一輩的

傳統，小孩子到三
四歲時，就要準備
學寫字（中文），然

而這個時候孩子的「第一筆」，就要一
位知書識禮的長輩執 其手，寫出孩子
第一個字。這個儀式就是「開筆」。
時移世易，近廿年來都很少聽說有人

替孩子開筆了。現在的孩子可以靠學習
筆自己習字，不用長輩捉 其手，一橫
一棟一撇一點一斜地寫出每個中文字
來。因為寫字其實是一件艱辛的事，動
用不少手部肌肉。現在的幼稚園也會以
導師捉 學生們的小手起字，因為一般
小孩子在幼稚園的二年級（K2）開始學
習寫字，他們的小肢體肌肉還未掌握得
很好，也之所以幼稚園不會教導K1的小
學生寫字，因為會影響小朋友的自信
心，當然，亦有部分名校除外。

正宗執筆手勢 毋須過早學

有很多家長都為小朋友早作準備，甚至在小朋
友還未呱呱落地之時已經找了將來要上的幼稚
園，所以不少家長會開始教導未足兩歲的子女寫
字。筆者建議不要太早要求小朋友以非常正宗的
手勢執筆，一來小朋友的手還小，結構上未能以
正宗手勢拿筆。二來要拿起筆寫東西對他們來說
也是吃力的。三來太早以訓練方式習字，有機會
引起小朋友的抗拒感，甚至造成陰影，日後寫字
對他們來說就是一件苦差。

從畫畫開始感受筆

小朋友的天性喜歡畫圖畫，相信你我從前也
不例外。有見及此，筆者很鼓勵1歲至4歲的小
朋友隨意畫畫，有機會也可以給他們嘗試在其
他物料上畫圖畫。孩子一開始就拿起顏色筆繪
畫想畫的，享受畫圖畫的樂趣，表達自己的想
法，還可以先感受用筆的感覺，然後慢慢從畫
畫，到有條理地寫字，對日後他們練習寫字的
過程會有很大幫助，他們會更有心機寫好文字
來。
筆者當年是由外祖父替我開筆，然而我寫的第

一個字不是一個字，是一個圖畫：我畫了一隻
龜。 ■鄭雅迪

教育系統及品牌創辦人

電郵：andy@writer.hk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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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

第八屆「國際青年媒體高峰
會」早前在塞爾維亞舉行，
今年大會主題是「電影無國
界2013」，來自21個國家或地
區逾90名青年人及導演，就

種族主義、暴力、貧窮、青年賦權，婦女賦
權、健康及環境共7個指定主題討論，有關意見
會轉交聯合國及參與者的國家；另參加者分成7
組，就上述主題拍攝短片，以喚起全球的關
注。經常取得國際動畫獎項的順德聯誼總會翁
祐中學是次派出5名學生參加，該校校長蔡澤群
亦獲大會邀請，以嘉賓身份出席高峰會的董事
會議。

分享港數碼創意教學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學生李建樂、尹偉
霖、黃偉才、麥正風和張嘉勇，在該校3D電腦
動畫科負責老師陳嘉俊帶下，出席了是次的塞
爾維亞的高峰會。期間各人以英文介紹香港歷
史、該校自創的3D動畫教學課程等，作為推廣
香港數碼創意教學的成果，向出席者分享心
得。據了解，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亦有派代表出
席活動。
大會每年都會由出席者投票推舉表現良好的年

輕人，成為高峰會國際青年大使，該校學生黃偉
才獲選成為14位大使之一。

570中大生寰宇實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為鼓勵大學生善

用悠長暑假，中文大學的「寰宇暑期實習計劃」今
年派出了570名學生到24個國家及內地24個城市實
習，人數較去年上升一成多。有學生到陝西參與社
區工作，為農民提供培訓服務，並為留守兒童提供
功課輔導及社區活動；另有學生到馬來西亞檳城的
古跡保護公司實習，了解到當地的遺跡保育工作，
增加了對環境保護的認識。
中大自1997年起舉辦「寰宇暑期實習計劃」，學

生事務處處長梁汝照表示，為讓更多學生有機會到
海外或內地實習，今年實習名額較去年增加逾60
個，吸引了2,637名學生爭奪570個名額，實習期從
4個星期至14個星期不等。當中有29名學生到馬來
西亞、印度、新加坡等地實習。

赴陝參與公益 反思在港生活

中大社會學三年級生陳玉群，在陝西參與當地農
村社區的公益工作，在當地逗留了近兩個月。她指
留守兒童沒多少機會欣賞話劇，故她最難忘的是看
到孩子在欣賞由老師扮演的話劇時，表現十分投
入。話劇是講述一名性格差劣的村民將被村長趕出
村去，孩子竟然紛紛舉手，忘我地替「壞人」辯
解，勸「村長」不要趕走他，孩子的稚氣表現，既
純真又可愛，令她大為感動。

她指農村社會資源雖然匱乏，但清貧學生均珍惜
僅有的資源，認真學習，更會主動打理家務，「反
觀我們身在香港，生活幸福，卻欠缺他們的努力及
堅韌，實在值得反思」。

檳城古跡保護 建築生獲益多

中大建築碩士二年級生許闊，被安排到馬來西亞
檳城的一間古跡保護公司實習。當地的喬治市於
2008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遺產，當地政
府於3年前成立了喬治市世界古跡保護公司。許闊
主要負責市內遺產保護的相關專案，除了協助維修
翻新建築物外，也參與檳城的環境影響評估、審查
以及環境保育的推廣工作等。他指，這難得的實習
經驗，令他對保育工作有所反思，獲益良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婷芝）近日

有名牌直資小學校長表明接受幼稚園低

班（K2）學生報讀小一，本報的調查

進一步發現，全港21所直資小學中，

逾半數堅決拒絕K2生申請，但有近三

成對他們採取來者不拒的態度。有學校

更透露，因K2生入學時未足5歲8個月

的年齡要求，學校難獲教育局約4萬元

的直資津貼，家長首年或要付出雙倍學

費，以彌補政府資助差額。那意味一眾

爭取「跳級」的家長，除要賠上揠苗助

長、年幼子女承受過重壓力的風險外，

其學費支出也可能大增。

就「低齡生」所獲直資資助額，教育
局未有正面回應本報查詢，但強調

會探討是否有需要就津貼問題加強監管及
處理特殊狀況。
因應K2生爭取升小一情況，本報以家長

身份向全港21所直資小學查詢是否接受有
關申請，當中逾一半學校（12所）斬釘截
鐵拒絕，並解釋取錄不足5歲8個月的學
童，是違反教育局規定。但亦有近三成（6
所）學校傾向接受K2生申請，該些學校都
表示，家長可先行遞交申請表，並按面試
表現決定是否取錄，餘下3所學校則未有具
體回覆。另本報也向多所名牌私立小學作
同樣查詢，普遍對此有保留，但亦有個別
收取極高學費的小學稱會接受申請。

收雙倍學費 政府容許

其中一所願取錄K2生的直資小學職員表
示，不建議家長讓非適齡學童入讀，但如
果家長願意付多一倍「全費」學費，學校

會考慮有關申請。當追問收取雙倍學費的
原因時，該職員解釋，未足入學年齡入讀
直資校的學生按政府規定將不獲津貼，故
家長入讀要承擔多些學費，明言「政府容
許這樣做（收雙倍學費）」，而有關學生則
可如常申請獎助學金。

教局：收生需顧全人發展

對K2生直升小一，多名幼兒專家及學界
人士坦言會損害小孩心理、學習、社交等
方面，如非證實全面資優且配合家長支援
的學生，實不鼓勵入讀。教育局發言人則
重申，直資校受公帑資助，須向公眾及持
份者問責，以學生最佳利益為依歸，強調
學校有責任以專業規範制訂收生準則，並
必須顧及學童全人發展的需要。發言人又
表示，為避免引發家長過度催谷子女及揠
苗助長的風氣，勸籲學校收生程序及安排
必須避免對幼兒添加不必要的壓力。
直資學校議會外務秘書陳偉佳亦表示，直

資小學在正常情況下不應取錄K2學童，學
校需要用專業判斷及有充分的理據支持下作
出決定，並應通知教育局。對於有學校稱會
以雙倍學費取錄「跳級」K2生，他指由於
非適齡學生入讀直資校不獲政府資助，故學
校將相應成本轉嫁家長，但做法合理與否，
需視乎個別個案，不能一概而論。

專家：成本轉嫁家長有爭議

本報向教育局查詢K2生及「低齡生」直
資資助額是否與適齡學童一樣，但局方未
有正面回應，只表示「原則上會就合資格
入讀直資校的學生，向學校提供直資津
貼」，發言人並指會檢視相關發展，探討是
否有需要加強監管和處理特殊狀況。而就
有直資校擬向K2生家長收取較高學費，發
言人稱根據《教育規例》，學校必須根據當
局發出的證明書收取學費，凡未經教育局
常任秘書長批准，學校不得更改證明書上
的學費總額。

逢星期三見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奕虹）本港
大學名額競爭激烈，故不少港生都會考
慮離港升學，其中台灣的大學學科較香
港多樣化，且收生條件較寬鬆，近年越
來越受港生歡迎；有同學甚至放棄香港
中文大學學士課程的取錄，毅然前往台
灣追尋獸醫夢。有意赴台升學的學生，
可參加本周六起一連三天在香港培正中
學舉行的「台灣高等教育展2013」，屆
時將有63所台灣大學院校來港參展，並
解答同學的查詢。

台高教展63校參加創新高

「台灣高等教育展」由台北經濟文化
辦事處、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香港中
文中學聯會及香港培正中學共同舉辦。
本年香港有110間中學與53所台灣高等
院校簽訂了「台港學校合作協議」意向
書，當中包括不少英文中學。台北經濟
文化辦事處處長嚴重光表示，大會已是
第三次舉辦教育展，而此次參展的台灣
院校數量亦為歷年來最多。

台灣海外
聯合招生委
員會副總幹
事 李 信 指
出，港生報
讀台灣院校
的人數有上
升 趨 勢 ，
「由當初每
年只有三四
百人報名，
到近兩年每
年均有三四
千 人 申
請」。根據數字，本年度台灣聯招共收
到4,153份入學申請，最後大學取錄名額
為4,059個，取錄比率為97.7%
蕭明慧是2010年的高考考生，高考成

績不俗的她，經香港的大學聯招分派中
大酒店管理學課程，但由於她自幼就非
常喜歡小動物，但香港院校沒有開辦獸
醫學相關課程，所以最後決定放棄本地

大學的取錄，前往台灣的大學修讀獸醫
學。
今年升讀大學四年級的她表示，現時

於本港執業的獸醫有近半數都是於台灣
院校獲得其獸醫學學位，課程專業備受
業界認可、不擔心認受性的問題。她又
指，每年學費約6萬元、每月生活花費
約5千元，遠較到外國升學便宜。

港生可循3途徑報台校

香港中文中學聯會主席譚日旭表示，
有意報讀台灣高等院校的港生主要可從
3個途徑報名，包括個人申請、聯合分
發及為副學位學生升學而設的「二年制
學士班」；不同申請途徑的截止及公布
結果的日期有別，提醒同學要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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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K2生成功「跳級」升讀男拔附小小一，須較一般學生多付4萬元學費。圖為男拔

附小家長簡介會情況。 資料圖片

■蔡國光：清楚考慮「跳級」原

因。 資料圖片

■唐少勳：學童不應勉強「跳

級」。 資料圖片

■甘秀雲：由K2升小不普遍。

資料圖片

■左起：譚日旭、嚴重光及李信昨介紹台灣高等教育展詳情。 蔡奕虹 攝

■中大「寰宇暑期實習計劃」今年派了570名學生到

24個國家以及內地24個城市實習。 鄭伊莎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婷芝）許多家長均希望子女
能「贏在起跑線」，早在K2幼兒階段已「博一博」為其
爭取「跳級」升小一，但幼兒專家直言應該三思，特別
是兒童自理能力、社交技巧等若未成熟，有可能弄巧成
拙，甚至影響自我形象和價值觀，承受不必要的沉重心
理壓力。

社交未成熟 容易受欺凌

非牟利幼兒教育機構議會主席甘秀雲表示，由K2直
升小學情況絕不普遍，除非是經專業評估為全面資優而
且獲充足家長支援的學生，否則不應該「跳級」。她
指，「跳級生」社交技巧未成熟，有機會不能融入群體
而被排斥，甚至受欺凌；亦有可能追不上學習進度，而
影響自我形象和價值觀，要承受心理壓力，不利成長。
幼稚園協會會長唐少勳同樣表示，如學童在智能、自

理、認知等方面未成熟，不應勉強「跳級」、「K2學童
雖目前表現理想，但難保未能應付升小一的生活。」
教育評議會主席蔡國光則指，家長望子成龍，眼見子

女特別出眾便以為提早入讀心儀學校有利其將來發展，
想法情有可原。不過，他提醒家長，小一與幼稚園學習
模式截然不同，家長應更全面掌握孩子成長進度，清楚
考慮爭取「跳級」原因。

■蕭明慧前往台灣修讀

獸醫學。 蔡奕虹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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