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事實上，家長對北區學額的競爭，由幼稚園一直
鬥到小學，昨有同樣位於上水區的屋 幼稚園

2014年招新生派表，出現逾千名家長排隊領表的
「盛況」。（見另稿）

憂分流「邊疆」 盼先取學額

北區小一學額近年持續不足，明年全港適齡升小
學童更達5.7萬名，較今年大增逾5,200人，情況更見
嚴峻。當局遂推出「跨境專網」修訂措施，讓北
區、元朗、屯門及大埔4區的小學各撥學額供跨境生
明年初作統一派位，以往較集中在北區的跨境生將
更平均分流至以上各區，以至有參與「專網」的東
涌或馬鞍山等學校。

不過，此舉卻令跨境家長大感憂慮，他們紛紛以
不同招數爭入北區校，不少人希望搶先於小一自行
收生階段取得一席，以免將來被派位至偏遠地區。
其中在上水惠州公立學校，昨晨8時許開始收表時已
有約40人排隊，以跨境家長佔絕大多數，排首位的
蔡先生更於凌晨4時多就到場等候。校長陳紹鴻指，
昨全日共接獲173份申請，比去年同期多一成；隨
新校網實行，他預計統一派位階段只有10個名額予
跨境生，來年跨境小一生將由現時約40位大幅下
調。另一所於上水的鳳溪第一小學，昨也收到100份
申請，比去年同期大增逾兩成半。

雙非母擬攜女寄住姊家

為增加子女入讀北區小學機會，有雙非家庭不惜
骨肉分離。育有兩女的吳先生指，為方便於香港出
世的幼女順利就讀北區學校，已每月花7,000多元租
住區內屋苑單位、以便用該地址申請統一派位；由
於長女於內地出生及就學，他們一家計劃要分開兩
地：妻子遷往香港照顧幼女，自己則與長女留在深
圳。現居於樟木頭的雙非家長丁小姐亦指，計劃與
女兒寄住於姊姊在上水的居所，以該地址申請派
位；丈夫則會留於內地工作養家。

雙非母親李小姐女兒現於上水的幼稚園上學，她
表示，擔心女兒升小後若上學及交通時間長，課外
活動增加，孩子會感吃力。她直言若有需要，會嘗
試說服現於內地養老的家翁回港申請公屋，讓女兒
回港居住方便上學。

港家長：若派大埔全家搬遷

雖然在「跨境專網」措施下，大致能保障北區學
童可就近入學，但亦有本地家長感擔心，育有一子
一女、任職工程師的施先生表示，已為學額不足問
題做好最壞打算；一旦女兒被跨區派到大埔的小
學，會整家遷到大埔居住，亦有報讀沙田區直資小
學作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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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統一派位上水租樓 一家四口「分居」港深
「自收」首日收表增25%
跨境童搶報北區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教育局數字顯
示，過去3個派位年度，虛報地址個案數目由8個增加
至16個，而本年度截至9月2日，則查獲14宗個案。昨
日有報道指，有地產代理在網上以3,000元出租「41名
校網信箱」，又教唆家長用假地址報名，以讓子女於
名校校網參加派位，行為猖狂。教育局表示，當局設
有查核機制，在學校和家長兩方面就住址進行抽查，
若證實虛報，有關小一入學申請將會作廢，獲派學位
亦會被取消。

證虛假失學位 最高監14年

有見有家長於名校網求租心切，個別地產代理亦推
出「物業信箱」和 房供家長租用，以取得假地址為
子女申請名校校網作派位之用。有關代理更教唆家長
可多申請一個固網電話，以增加可信性，並要將單位

布置出「家的感覺」以免教育局家訪時穿崩。
教育局發言人昨日回應指，當局十分重視家長是否

在小一入學申請表上填報正確的住址，故會循不同渠
道如小一入學申請參考資料、新聞公報、小一入學講
座等提醒家長。教育局指，當局還會招聘以兼職形式
工作的助理行動主任進行抽查，如派員到學校抽查家
長提交的住址證明文件；在家長方面則會隨機抽查及
核實其所填報的住址，當局可能會要求家長提供其他
相關文件和資料，或作出宣誓，如有需要，亦可能進
行家訪。另當局鼓勵市民利用學位分配組的熱線電話
2832 7700舉報懷疑個案。

按規定，若證實家長虛報住址，有關的小一入學申
請會作廢，而獲派的學位亦會被取消。此外，根據現
行的刑事條例，若家長製造虛假文書以申請小一入
學，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最高可處監禁14年。

假地址報名校 教局多招抽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環繞
土星的光環、太陽系以及銀河系轉動的
碟形盤狀，屬於太空中特殊的形狀結
構，被稱為「吸積盤」（Accretion disc），
天文學家一直渴望解開謎團。今屆邵逸
夫天文學獎兩位得主，發現宇宙之中磁

性物質的不穩定性，引致物質旋轉外移，出
現旋渦盤狀結構，破解天體物理學「吸積盤」
形成過程之謎。有關成果更有助解釋宇宙其

他星體及至黑洞的形成過程，提供實在的理
論機制，為未來天文研究的重大突破奠基。

磁場影響「吸積盤」氣體旋動
兩位獲獎的天文學家包括牛津大學Savilian

天文學講座教授史蒂芬．拜爾巴斯，及維吉
尼亞大學VITA講座教授兼天文學系主任約
翰．霍利，自上世紀90年代已致力研究星體
及黑洞的形成及運作機制，他們更發表上述

的「磁性旋轉不穩定性（MRI）」，解釋了
「吸積盤」中的物質如何受磁場效應影響，
令外圍氣體因新增的「角動量」外移，內團
氣體則因失去「角動量」而旋進中心，形成
各大星球，也破解了學界一直以來的疑惑。
拜爾巴斯指，在太空中的磁場幾乎微不足
道，過往也很少人深入探討，所以他們的研
究最困難的就是踏出第一步從磁場入手，否
則後來也難以引申出相關的理論。

拜爾巴斯於理論層面提出「磁性旋轉不穩
定性」及運作機制，而霍利則負責為「磁性
旋轉不穩定性」進行電腦模擬，更進而印證

黑洞不穩定性的特徵。在2000年初，霍利進
行的一次黑洞運作模擬，令兩人成功以多角
度解構物質被捲入黑洞的現象，為宇宙研究
帶來突破性的發現。

受父兄薰陶 啟發星空夢
兩人自小對天文學便有厚濃的興趣，拜爾

巴斯受物理學家父親的啟蒙，而霍利則受到
哥哥的影響，「哥哥是太空人，曾執行5次
太空任務；當我還在襁褓中時，他已有望遠
鏡，我長大後也得到那望遠鏡，承接了他對
天文學的興趣」。

「星空裡萬物在轉」天文學家解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奕虹）除小一外，北區
爭奪學位的「戰幔」同時出現於區內屋 幼稚園。
位於上水天平 的東華三院徐展堂幼稚園，亦於昨
日派發2014年新生入學表格，校方於早上9時開始派
表，但到10時仍有逾千名家長圍繞屋苑外圍排隊，
場面墟 。該校明年只提供96個新生學額，但至昨
午4時已派發逾1,600份申請表，較去年激增一倍以
上。

本地家長陳小姐於昨早6時已到達，當時已聚集了
約200名家長，她同時亦心儀區內惠州公立幼稚園，
已有心理準備再要早起戰排隊人潮，直言如非必要
都不希望女兒入讀較遠的粉嶺區幼稚園；家長徐小
姐則特意捨棄居所附近學校，主力申請競爭較小的
粉嶺區幼稚園，望增加兒子入讀心儀校的機會。另
一本地家長施先生昨與妻子兵分兩路，分別為升小
的女兒及升幼稚園的幼子交表及領表，兩邊競爭都
極大，對此感受特別深，他批評政府應及時回應社
會對學額需求，擔心幾年後女兒升中又要再面對相
同煩惱。

育有兩女的雙非家長林小姐則表示，早前曾到6所
幼稚園為幼女索取表格，「排長龍」情況普遍，有
近半數排隊領表都有數百至近千人。

幼園千人排隊領表 增逾倍

本 內容：文匯教育 神州大地 副刊 娛樂新聞 體育新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奕虹）升小學
生人數大增，除北區學額「爭崩頭」外，
傳統名校昨亦照舊吸引大量家長申請小一
自行收生學位。其中喇沙小學昨晨約7時
已有家長排隊遞表，部分人每月花費達1
萬元培訓兒子，更有透過投資移民從內地
來港、原信佛的母親，為爭取自行收生時
的5分「宗教分」，不惜改信基督教，形容
此舉「有好大犧牲」。不過，她最心儀的
喇沙小學卻屬天主教背景，其「宗教轉會」
對兒子沒甚幫助。

任職管理層的高太，昨抽空為明年升小
的幼子到喇沙交表。她指長子現就讀喇沙
中學，但因不是喇小畢業生，自行收生計
分並沒太大得益。為增加幼子入學優勢，
她每月花近1萬元培養其語言、運動、音
樂等技能，今年4月又舉家搬到九龍塘區
居住，爭取派位機會，同時有報了近10所
直資校作「保險」。育有兩子的蔡太亦已
為幼子報讀8所直資校，並直言長子已讀
直資校要交學費，希望幼子能入讀喇沙，
以減輕經濟負擔。

棄佛改奉基督 選天主教校

至於前兩年藉投資移民從江西來港定居
的程太，每月亦花近1萬元讓兒子參加英
語、繪畫及數學班等，希望為長子爭入喇
沙。她指若與學校辦學團體宗教信仰相
同，對孩子入學計分有幫助，遂由原本所
信佛教改為基督教，直言此舉「有好大犧
牲」。當得悉喇沙為天主教學校時，她即

時表現得一臉茫然，但隨後她補充指，香港亦有很
多基督教學校，不認同自己「信錯教」。

盲目改信仰失誠信 成反面身教

香港家庭教育學院總監狄志遠表示，近年不少家
長為了鋪排子女入讀心儀學校，盲目地改信仰、報
假地址等，動機雖是為子女前途 想，但這些不擇
手段的舉動，子女均會看在心裡，他們看到父母失
去原則、誠信，絕對是「反面的道德教育」；即使
日後子女能入讀家長心儀的學校，家長的「身教」
也未必能補償這些負面影響。他建議家長深刻反
思，勿鋌而走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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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奕虹）為應對北區學額不足，教育局將於稍後的統一派位階段實

施跨境專屬校網，跨境生獲派北區學位機會勢將大減。大量跨境家長擔心子女在派位時失

利，被迫分流至偏遠地區，於是各出奇招，包括在昨日展開、不限住址的小一自行收生階段

搶報上水學校，令區內小學首日收表數大增一成至兩成半；有雙非家庭則計劃將一家四口分

為兩組，月花7,000多元租住上水單位，由母親在港照顧升小幼女，父親與長女留在深圳；

亦有雙非媽打算與孩子寄住在其姊的上水居所，爭取香港地址作派位用。

小一自行收生首日收表概況
學校 收生學額 今年首日 去年首日

收表數字 收表數字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75 173 155

鳳溪第一小學 60 100 70至80

東華三院馬錦燦紀念小學 50 逾100 不詳

聖公會柴灣聖米迦勒小學 60 95 120

鮮魚行學校 25 22 19

資料來源：上述小學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伊莎

◆
邵
逸
夫
獎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 生管理學院創校校
長崔康常去年底提早解約，今年初校方啟動新校長遴選
程序，進行全球招聘，校方昨日宣布委任現任澳門大學
副校長（學術）何順文為新一任校長，明年3月履新，
任期為5年。何表示，有決心將學院發展成為具領導地
位的私立大學，上任後會與各持份者溝通，及推廣學院
辦學理念，以爭取社會支持。

繼日前舉行校長候選人見面會與校內持份者交流後，
生管理學院校董會及校務議會於昨天舉行特別聯合會

議，一致通過委任何順文為新任校長。學院昨午召開記
者會公布消息，校董會及校務議會主席李慧敏表示，相
信何順文能帶領學院，達致學院訂下的策略性目標，培

育以商管教育為基礎，輔以廣博人文視野的年輕一代。

企管經驗豐 曾掌中大會計學院

何順文曾擔任浸大工商管理學院院長兼公司管治研究
中心主任，及中大會計學院院長。他在2008年獲美國亞
斯平學院頒發被《金融時報》譽為商學院界的奧斯卡獎
的「學者先鋒獎」，同年成為首位華人獲環球商業道德
與反貪污機構「Ethisphere」評選為全球100名在商業倫
理最具影響力人物。

何順文昨表示， 管作為本港唯一以商業管理為主導
的私立大專，扮演重要和獨特的高等教育角色，該校有
決心成為具領導地位的私立大學。他期望將學院「六合

一」博雅及專業的教學模式，包括通識、管理能力、主
修、實習、公民及學習服務、環球跨文化經驗，發揚光
大。

資助研究任省政協 未考慮辭職

就有學生擔心何順文身兼河南省政協委員一職，其政
治取向或影響學校管治。他強調，自己無任何政治傾
向，未來會盡量開放自由給學生，確保學校自主性、學
術獨立性和言論自由。他解釋，河南省政協委員身份源
自他是河南大學名譽教授，經常出資進行研究，不過

「省政協不談全國性問題，亦不會談政治問題。我每年
只去開一次會，只談教育、環保和文化有關的議題。我

自己作為一個獨立的學者，好多時發表意見均以獨立角
度出發，故與此身份無衝突」，他暫時無考慮辭掉政協
委員。

管委澳大何順文接任校長

■2014年度小一自行分配學額階段由昨日起至下周一（30 日）接受申請，家長

不受校網限制為子女報讀一校。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天平 東華三院徐展堂幼園昨派發新學年新生入學申請表格，有逾千名家長排

隊。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佛教徒程

太為助子入

學，改信基

督教，但她

最心儀的喇

沙小學，實

為天主教學

校。

■雙非家長李小姐。

梁祖彝 攝

■居於樟木頭的雙非家

長丁小姐。 梁祖彝 攝

■ 生管理

學院宣布委

任現任澳門

大學副校長

（ 學 術 ） 何

順文(右)為

新 一 任 校

長 ， 明 年 3

月履新，任

期5年。

莫雪芝 攝

■邵逸夫天文學獎兩位得主，左起：

約翰．霍利和史蒂芬．拜爾巴斯 。

黃偉邦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