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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園數年天與地
嘆
學位荒助元崗「翻生」 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元崗幼稚園
服務至今已有4年，呂麗紅處理過不少棘手
學生個案，其中一名「刁蠻公主」本身是下
午班學生，早上起來突然想上學，會勒令媽
媽即時送她到校。女孩絕口不提「黑色」，
也霸道地不准母親說這「忌諱之詞」，但母
親竟然千依百順，令呂麗紅無法插手幫忙，
終要退學求去。另有會計師家長把不受管束
的資優孩子送到該校，在校方循循善誘下最
終脫胎換骨。
近年「怪獸家長」出現兩極化，有家長強
迫子女練就「十八般武藝」；亦有家長放縱
子女任意妄為。呂麗紅表示，校內曾有一名
母親，聲稱不想抹煞女兒的快樂童年，故縱
容孩子愛上課才上課，結果開學兩周只上學
一天，還隱瞞事件，不讓爸爸知道。

臨倒閉變日接20家長索表 不愁生源硬件待「升呢」 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4年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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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00元「震撼月薪」接掌元朗元崗幼稚園校長
一職的呂麗紅，服務該校至今。昔日，全校只
有5名學生，但「受惠」於近日幼稚園的學位
荒，現時根本不愁生源，每日均接到約20名家
長查詢或索取申請表，更有村民預早一年提交
2015年申請。她的薪水絲毫未變，但從這間小
小的村校中，卻折射出幼稚園行業短短數年間

養
出
﹁
刁
蠻
公
主
﹂

翻天覆地的變化。
009年，呂麗紅加盟元崗幼稚園時，該校幾近倒閉，
只剩下5名學生，但現在該校已有60人，尚未計算10
名正輪候入讀的學生，學生人數大增11倍。她表示，目
前暫收到約50份表格，申請23個K1學額，反應較去年
踴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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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遠無校車 家長仍 表
無論是本地或雙非家長，均陷入無學位「恐慌」，
「學校一天接獲近20名家長查詢學位申請，一半以上是內
地家長，有人親自上門即場交表」
。有時家長為了孩子
有學位取錄，會顯得不太理智。呂麗紅透露，曾在電話
中回覆一名聲稱住在天水圍的家長，表明學校不設跨境
及校車服務，對方卻堅持親到錦上路校舍索取表格，當
時更一臉徬徨。她詳細解釋後，對方亦明白車程太遠，
不利孩子成長，才「死心」退回申請表，失望而回。
此外，有一批住在學校附近的本地村民，因擔心不能
入讀就近的元崗，已提早至今年遞交2015學年入學申請
表。看到家長憂心忡忡，呂麗紅非常諒解，於是決定收
下表格，適當時候再作跟進。

■呂麗紅計劃在校舍加建上蓋，增加學生活動空間，為擴
大收生作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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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共融 不拒非華語生特教生

校園重現生命力，但硬件問題仍然困擾該校。呂麗紅
憶述指，接辦學校之初，校舍百廢待興，牆壁破落、附
近農地野草叢生、蚊患嚴重。學校無固網電話、電器損
壞，廁所甚至連一道門也沒有。曾有義工幫助學校鑿水
渠去水，但由學校走廊到洗手間必經處，遇上大雨會水
浸，她和同工要不停清理積水，並需抱起學生到「對岸」
如廁。該校二手電腦器材亦追不上時代，故她打算動用
政府一次過津貼，加建地台和更換電腦。
隨 學生人數增加，校舍變得擠迫，空間不足限制了
學生活動。呂麗紅正計劃興建校舍上蓋，改建目前佔用
空間較大的洗手間，並增設多用途室，讓學生可進行運
動、美勞、音樂等活動。
不過，上述大計花費不菲。有修讀建築的IVE學生和
港大結構工程系學生為該校設計圖則，其中一部分涉及
加建升降機，已涉及約近300萬元及每月逾萬元的保養
費，學校無法負擔。至於另一個加建繞道連接地面及上
蓋的設計，則需150萬元，可行性較大，但需籌集資金。

堅持零學費 校長不加薪
過往學校成功申請利希慎基金贊助，以聘請教師、改
建課室和入則，現時餘款不足30萬元。她計劃向其他基
金申請資助，亦堅持「零學費」，自己繼續支薪4,500
元，無意加薪。

這名「刁蠻公主」一聽見媽媽提起「黑」
字，就會大發雷霆。媽媽為免惹怒「小霸
王」，「黑」字頓成禁忌。該女生本為下午
班學生，但早上起來指「想返學」，母便即
執行女兒「指令」，帶她上學。呂麗紅慨嘆
指，家長無底線的忍讓，只會令孩子變得自
我、任性和不講道理。她希望家長明白孩子
守規矩的重要性，示意家長與女兒「未準備
好」入讀幼稚園。家長經考慮後，最終決定
退學。
有些學生個案讓呂麗紅大感無奈，但亦有
不少令她大感鼓舞。她指有任職會計師的家
長對管教其資優兒子束手無策，主動向她求
助，希望改善兒子「太自我」的弊病。校方
終安排他在下學期插班入讀元崗K2，「後來
他變得很乖巧，現已升讀小一」
。

借名校戲服 助貧生表演
元崗帶給她的感動和回憶，還有很多。兩
年前的聖誕，她帶領十多名學生到某小學表
演跳舞，由於學校主要是基層學生，根本買
不起戲服，她於是向以前曾任職的名校入
手，向前同事借用戲服。當目睹自己的學生
在台上充滿自信地表演，她感到十分欣慰：
「雖然戲服是借來的，但我的學生一點也不
輸蝕。事實證明，他們只是欠一個機會。」

村校家長信學校 名校爸媽易功利

學校以往主要取錄基層學生，2010年取錄首位有特殊
教育需要（SEN）的學生，現時有8個特教生，當中有
語言遲緩、社交障礙、自閉等問題；非華語學生則有19
人，她希望學校可做到共融友愛。

校舍百廢待興缺資金

一提「黑」字 「公主」震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呂麗紅投身元崗幼稚
園之前，曾在名牌學校任教，接觸過不少「有趣」家
長。她發現部分接受過高等教育的中產家長往往最難
纏，曾有任職律師的家長，因子女被同學推撞而要求學
校把涉事同學調班不果，遂向學校發出律師信，與村校
家長信任學校的作風形成強烈對比。

■目前校園可再容納多14名學生，但學生人數增加，會令 ■元崗幼稚園不愁生源，每日均接到約2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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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崗幼稚園之所以能夠「起死回生」，少不
了熱心人士幫助。呂麗紅表示，有水果批發商
以行動支持該校，3年來無間斷每周贈送水
果，教會學生「分享的重要」。另一名退休歷
史博物館攝影師，凡有學校活動，總會風雨不
改到錦上路元崗校舍，替學生拍攝花絮。滴水
之恩，教呂麗紅感激不已。

運輸有阻滯 竟親自運貨
4年前毛遂自薦到元崗幼稚園，僅支月薪4,500元
的校長呂麗紅，挽救當時面臨結業的幼稚園，這故
事感動了不少市民。一名水果批發商黃先生，從電
視上了解到學校困境，於是開始每周免費向學校贈
送水果，從不間斷，有時更會送上日本王林梨、恐
龍蛋、雞蛋果、土耳奇柿等特別和名貴的水果，至
今已有3年。黃先生初送水果時，由於運輸有阻

指中產家長動輒發律師信

滯，竟然親自運貨到校。呂麗紅說：「當時，我感
動得抱 他大哭！」
臨近節日，黃先生會「加碼」送水果，讓呂麗紅
家訪時可送贈水果給學生家人慶節。有一次，他與
妻子再訪學校，並送上數十盒士多啤梨，盒上更附
有3名女兒親手寫上的祝福字句送給學生。呂麗紅
引述黃先生指，「貧窮不是罪過」
，他希望學生受
激勵下可增強自信，也希望自己的女兒明白與人分
享的喜悅。

退休攝影師 拒收車馬費
至於退休歷史博物館攝影師李先生，則以其專業
知識無條件義助學校。每次學校有活動，李先生義
不容辭為學生拍照，更拒收車馬費，「他勸我，如
果有錢剩，就用在小朋友身上！」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馮晉研

名校家長對學校要求很高，呂麗紅坦言，個別家長特
別功利，「感覺自己付出多少，學校就要付出多少給他
的小朋友」
，經常為小事投訴。曾有任職律師的中產家
長，因為獨子與同學數次推撞，認為有人針對兒子，故
要求學校把涉事學生調班。呂麗紅身為教師，遂向家長
解釋，剛入學的幼兒語言能力未成熟，可能會用推撞、
咬等野蠻行為向同學表達不滿，於過渡期屬平常事。但
家長不接受解釋，更因此向學校發出律師信，令家校關
係鬧僵，「以前（服務）的學校，一年至少收到5個至6
個相關個案，唯有出動律師應付」
。

幼園富「人情味」 物輕情意重
經過名校「洗禮」的呂麗紅，更感受到元崗幼稚園的
人情味。有家長回鄉仍惦記 她，自製無添加豆豉和梅
菜，感謝學校對子女的栽培，「這些禮物不算矜貴，但
我只有這些！」家長的心意，在她眼中，已是無價的禮
物。

雙非童求學難 父擱生意母失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子優）一張幼稚園入學申請表、一個
學位，令無數家長多日通宵「 街」爭取，當中不少雙非家長更
從老家長途跋涉來港，為子女「教育事業」張羅。來自河南的王
先生，9月初已抵 ，至今已近1個月。他為了孩子擱下內地物流
生意，損失逾10萬元。這趟「求學之旅」令他心身疲憊，妻子更
曾擔心至落淚、困擾至失眠。兩人均後悔當初來港產子，目前全
家唯一希望，就是在稍後取錄名單中，看到兒子的名字。

河南搬深圳 住酒店備戰
王先生在河南經商，9月初抵港至今，已為2歲多的兒子報讀了
10多間北區、天水圍及屯門幼稚園。他與妻子事前已在上網調查
無數幼稚園面試資訊，了解面試技巧。王太更全力在家與孩子模
擬面試，並以簡單英語對答。

由於無法長期留港進行面試，王氏一家提早搬往深圳，租住酒
店。夫婦「兵分兩路」
，丈夫負責排隊取表，當得悉面試要用廣
東話，立刻致電暫居深圳的老婆，讓孩子多看電視學廣東話，又
託請深圳酒店服務員教小孩廣東話。無奈孩子對此十分抗拒，父
母也束手無策。

後悔港產子 嘆無路可退
為處理兒子入學事宜，王氏夫婦從深圳來回跑了五六趟，身心
俱疲。王先生坦言：「感到孤立無援，心理壓力大得很，受不
了！」遇上面試日，早上5時便要起床出發，前後要花上數小
時，「孩子才2歲多，會不辛苦嗎？我們也很揪心」
。他們直言，
無意跟港童爭學位，但兒子港人的身份令他們無路可退，只能在
香港就讀。

難查內地入息 幼師爆家長呃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除了學券計
劃外，學生資助辦事處向來設有「幼稚園及幼兒
中心學費減免計劃」，向有需要的家庭提供津
助。有幼稚園教師揭發，由於內地資產難以審
查，部分家境不錯、在內地工作的家長，透過虛
報入息騙取津貼，並指有關情況只是「冰山一
角」。學資處則表示，該處會不時抽查申請個
案，去年就發現了3宗申請人或配偶漏報內地收

入個案，前年亦有1宗。

學資處抽查 去年揭3宗
學生資助辦事處數據顯示，「幼稚園及幼兒中
心學費減免計劃」上學年就有逾3.8萬宗申請獲
批，涉款近4.5億元，津貼總額較2010/11年增加
近九成。商業電台昨日報道指，計劃有審查漏
洞，並有幼稚園教師現身說法，指有在內地工作

上水「睇樓」 月租難負擔
本港近日公布幼稚園原區優先取錄港童的新政策，王氏夫婦旋
即到上水「睇樓」。他指租住一個400呎單位，月租也需1.5萬元
至2萬元，「但我家洗手間也等於這裡一間房子的大小」
，故至今
仍未物色到心儀房子。若孩子獲安排學位，王家打算在深圳租
屋，孩子則由太太全職照顧。面對社會輿論壓力，加上孩子能否
獲得學位，仍是未知之數，王太曾擔心得落淚，近日更受失眠困
擾，後悔當初來港產子。
居於深圳的家長鄧先生指，若兒子順利獲港校取錄，會在港置
業，兼聘請菲傭，主力由太太每周來港照顧，假日回深圳簽注後
再返港。不過，聘請菲傭手續並不簡單，鄧先生指，會請香港親
戚幫忙，但凡此種種，已叫他忙得團團轉。

的家長，「家庭背景都不俗，父母做醫生，偶然
也會去旅行」，但也申請學費減免。她坦言，校
內同事亦認為內地入息、住址難查，只能「填幾
多就信幾多」
，有關情況只是「冰山一角」
。
學資處則表示，該處會不時抽查申請個案，去
年就發現了3宗申請人或配偶漏報內地收入，前
年亦有1宗。
該處又指，已提醒申請學費減免的家長須提供
境外工作收入證明，如果家庭入息不足以維持生
計，就需要作進一步解釋。如果發現漏報、虛
報，會追討款項。

■來自河南的王先生為了安
排在香港出生的兒子明年入
讀幼稚園，已從深圳來回奔
波了五六趟。 受訪者供圖

中大周四頒5榮譽博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中大將於本周四50周年校慶日，頒授
榮譽博士學位予5位傑出人士，表揚他們對社會的貢獻。
東亞銀行主席兼行政總裁李國寶、前巿政局議員及立法局議員杜葉
錫恩，將獲頒榮譽社會科學博士學位。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得主
Barry James Marshall、著名呼吸病學專家及中國工程院院士鍾南山，將
獲授榮譽理學博士學位。前律政司司長黃仁龍獲頒授榮譽法學博士學
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