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人獲5校取錄選「最愛」雙非報15校「全炒」續「頻撲」

幼園統一註冊
首日有喜有憂

■責任編輯：吳漢傑、李逸燊文匯教育 透 視 眼2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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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升中
人口下降再度引起關注。教育局局長吳克
儉昨日書面回覆立法會議員質詢時表示，
未來5年中一學額將維持於5.23萬個，明
年升中人口將減少至 5.1 萬人，將有約
2,600個學位過剩，當局亦正在研究是否禁
制學校以留班位收叩門生。另中一人口至
2016年將會跌至低谷4.8萬人，令問題加
劇，但至2018年則會回升，屆時反而會出
現學額供不應求的情況。
面對明年學額過多，再度引起殺校危

機，教育局表示，會參考學界建議，針對
不可用留班位取錄已獲派其他學校的學
生，與各持份者溝通。此外，當局亦會按
年落實「211」和「111」減派方案，在明
年讓有關學校每班減派1名學生。
不過，學生人數於2017年回升，並於
2018年升至5.52萬人，屆時將有11區欠
6,000個原區學位，當中以觀塘和西貢最為
嚴重，分別欠1,200個和 1,300個原區學
位，全港亦欠近3,000個學額。

空置校擬重新分配教育用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指

過去10年至今，共有106所空置校舍，其中87所公營小
學因未能符合小一收生的最低人數被停辦，局方會按其
面積、地點和樓宇狀況，考慮有關校舍是否適宜重新分
配作學校或其他教育用途。另一方面，截至本月，全港
共有17幅預留作學校的用地，已有具體建校計劃。
吳克儉以書面回應立法會議員查詢時表示，17幅預留

作學校的用地，分別有8幅、4幅、5幅用作小學、中學
及特殊學校用途。其中，2幅位於九龍城啟德的土地於
2012/13立法年度獲財委會批准撥款並已展開建校工程，
另當局於本立法年度就九龍城、觀塘及粉嶺的3幅土地向
財委會申請撥款並計劃於明年下旬展開建校工程。

台院校推保名制吸港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本地大學學額供不

應求，不少學生都要到其他地方另謀出路。台灣2014年
秋季入學個人申請報名至今開放不足一個月，已有逾
2,500人於網上報名。為進一步招攬港生到台升學，約15
所台灣院校已與約40所香港中學結盟，並推出「保障名
額制」，每校有2個名額，只要有校長推薦、資格符
合，不論成績如何都可以升學。

與40港中學結盟
據「海外招生聯合會」資料，台灣2014年秋季入學個

人申請方面，有110所院校提供1,505個校系共6,893個
學額，較上年的4,413個大幅增長，並包括了受港生歡迎
的體育休閒、建築與設計、醫藥衛生等專業。去年香港
就有1,595人經個人申請赴台升學，較前年687人大增逾
倍。今年的個人申請將於本月31日截止。
雖然有更多港生赴台升學，但當地院校仍然希望更多

地招攬港生。據了解，約15所院校已和約40所香港中學
結盟，推出「保障名額制」，每所結盟院校將向各中學
提供2個名額。海華服務基金主任李志文表示，學生只
要經校長推薦，只要資格符合，不論成績均可入讀結盟
的院校，「不過，中學要自己挑選學生，以免學生太多
選擇，結果放棄台灣的錄取而浪費學額」。他認為，文
憑試考獲16分者，算是比較理想的人選，可讓入不到心
儀院校的學生多一個機會。
除了「個人申請」外，港生亦可透過「聯合分發」報

讀台灣院校，報名時間為明年2月25日至3月28日。

電腦更新校舍翻新
90%教師挺投資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教聯會昨公布「教師
期望來年增加經費的教育措施」意見調查，結果顯示，
逾九成受訪教師支持政府為學校更新電腦和網絡設施、
校舍維修和翻新工程，及將資訊科技技術員納入常額編
制，支援教師推行電子學習。教聯會促請政府回應教育
界的訴求。
教聯會指出，近年政府投放在教育的開支不斷減少，

由2008/09年度佔政府開支總額的24.1%，下跌至本年
度的17.5%。為了解教育工作者對教育開支的看法，該
會於上月底向全港中小幼學校發出問卷，收到306份有
效回覆。
調查又發現，有四成半教師希望政府立即落實在中小

學增加一個行政主任職位，另四成認為政府應優先「增
加中小學學位教席」。教聯會副主席胡少偉建議，教育
局盡快落實「一校一行政」，安排行政人員專門統籌校
內行政工作，以減輕教師的非教學工作量，及將中學教
師全面學位化，小學非學位教師的編制應由現時的
50%，壓縮為25%，以緩和教師不滿現時中小學學位教
師同工不同酬的情況。

香港能有今日的經濟成果，全
賴港人肯搏肯捱的精神。有調查
顯示，本港有70萬名上班族，
平均每周工作60小時以上，即
每日工作10小時至12小時，若
與澳洲、法國、日本和新加坡等

地每天7小時至8小時工時比較，相距甚遠。上一代
習慣了長工時，甚至認為每天工作10小時實屬正常，
不過，新世代卻更着重工作與生活之間的平衡，彼此
對工時的態度有異，遂引起了不少衝突。
新世代堅持每天準時下班，即使手上有急件要完
成，也抱着「長命工夫長命做」的心態，第二天回來

才繼續努力。上司則覺得，有工夫要趕，同事必須完
成才能下班，才算負責。另一方面，在老闆心目中，
肯加班才是好員工，而上司與年輕一代為此爭論了多
次，最後新世代敵不過上司的嘮叨，主動辭職離去。
新世代告訴筆者，並非不重視工作，只是不覺得勤

力就一定能成功；而且人生應該是工作與生活並重，
而非只有工作。若偶有需要，他們願意配合；但長期
如此，是侵佔其私人時間，也是上司在分配工作量上
的失當。

工時過長 損創意減生產力
工作與生活的平衡，是世界大潮流，不少專家已提

出，過長工時會導致生產力及創造力下降，也損耗身
心健康。其實老闆的舊式心態，已不合時宜，現在大
家也不再是工作的奴隸，故不能以工時長短來定義員
工的好壞，效率才是釐定指標。
另一方面，我們不應一竹竿打一船人。筆者認識許

多新世代，為了做好工作，也願意在公司埋頭苦幹至
夜深。要解決加班問題，大家可一人讓一步：在工作
忙碌時，上司可作出特別安排，讓同事先加班，後再
補假，而新世代亦應體諒公司的難處而作出遷就。
(標題與小題為編輯所加)

■高峰進修學院訓練顧問楊偉良博士
(筆者為VTC附屬出版社「新人才文

化」書籍《做個Y世代超讚的上司》的
作者）
（高峰進修學院為VTC機構成員）

不做工作奴隸 新世代多拒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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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殺泥術」助古巴平價淨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由香港科技大學研

發、全球首創的「殺泥技術」（SANI Process）污水處
理法，將會衝出香港，引入到水資源特別匱乏的古
巴。科大昨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水教育學院簽署研發
合作協議，作為期3年的節省用水研究，在古巴引入科
大的創新城市水管理系統，估計可縮減的污水處理成
本及節水量均高達三成。另沙田污水處理廠亦將於明
年中進行殺泥技術大型測試，預計平均每天可處理
1,000立方米污水。
香港以海水沖廁，雖可減少使用珍貴的淡水，但在

污水處理過程中卻會產生不少污泥。科大土木及環境
工程學系教授陳光浩遂於2004年研究利用「硫酸鹽還
原菌」分解及淨化污水，被稱為「殺泥技術」。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水教育學院環境工程與水科技學
系主任Damir Brdjanovic表示，全球氣候變化使水資源
短缺日趨嚴重，現率先在古巴哈瓦那的一間酒店引入
科大創新城市水管理系統，包括建立海水沖廁系統、
利用經處理的污水灌溉，及使用殺泥技術處理污水，
相信有助紓緩當地水資源短缺的問題。科大團隊將於

明年首季到當地完成系統設計工作，並於下半年開展
工程及進行測試至2016年。
科大副校長(研發及研究生教育)李行偉指，除了在古

巴引入「殺泥技術」，雙方亦協議合辦水資源與環境
的研究生課程、設立培訓水務專業人才的教育培訓中
心等。

■胡少偉建議，教育局盡快落實「一校一行政」，以減
輕教師的非教學工作量。 受訪者供圖

■陳光浩指，「殺泥技術」可減少90%污泥量、
50%的污水處理成本和佔地面積，並減少排放
35%溫室氣體。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為避免家長一人霸佔多個學位，教育局

今年於北區和大埔區首推幼稚園統一收生安排，昨日起一連4天為統一登記

日。有本身已手握兩個他區學額的家長，昨繼續到上水的學校登記，打算

稍後才3選1，決定「心中最愛」；另有雙非家長報了15校，卻全軍覆沒，

要繼續為學額而頻撲，可謂「有人歡喜有人愁」。

昨早在上水鳳溪幼稚園，子女獲取錄的家
長陸續到校登記，其間秩序良好。本地

家長梁太表示，早前排了兩晚通宵，報讀了
4所幼稚園，心情本來很忐忑不安，現獲鳳
溪取錄，頓感安心，並隨即主動致電另一所
學校放棄學位。

單非：騰出學位可幫別人
為女兒報讀了七八所學校的單非家長蘇先
生，至今獲四五所學校取錄，包括北區及馬
鞍山的學校。他昨日到鳳溪登記後表示，已
在不受統一收生安排影響的馬鞍山2所學校
交了留位費，即有3個學位在手。他指由於
太太居於深圳，自己在內地工作，但在馬鞍
山有居所，現要在事業與孩子上學之間求取
平衡，開學前會決定入讀哪一區的學校。他
指，統一收生措施對他沒幫助，但認為「騰
出的學位，可以幫那些無位的小朋友」。
有學位的家長可以放下心頭大石，但部分
落空的家長則要出動到校查詢，是否有空缺
可以頂上。雙非家長黃先生，為女兒報讀了
約5校，只獲一個候補位置，故昨日要到校
查詢學額情況，並再作部署。他表示，孩子
在港出生，沒可能回內地讀書，加上香港的
教育接軌較好，故堅持送孩子來港升學。他
又指，近年學位競爭激烈，無學位是預期之
內，他亦沒有埋怨「原區優先」的做法，
「在生活的區域有優先權是常識」，認為自
己的女兒年紀尚小，計劃明年再戰港校。
另一雙非家長陳先生，申請了15校，未獲

一校取錄，昨與兒子查詢後補學位。他引述
校方指，暫時不公布任何消息，失望之情溢

於言表。
鳳溪辦學團體行政總裁馬紹良表示，首個

小時已有約40名家長到校註冊，預計2天內
所有家長會完成註冊程序，故會將原定註冊
日提早至今天結束。他相信，只有少數獲取
錄家長未能及時完成註冊，校方會協調及處
理。

鳳溪：暫難辨地址真偽
馬紹良又指，鳳溪新學年共有240個K1學

額，約有七成家長以本地住址申請入讀，但
現階段難辨地址真偽，要待開學後安排保姆
車時才能確定有多少跨境學童。另該校發現
有個別學生一人交2份申請表，相信是家長
太緊張學位，屬一片「苦心」，不會取消其
申請資格。
至於上水惠州幼稚園(分校)於新學年會取消

一班全日班，改為開辦上下午班各一班，以增
加30個學額，令學額總數達120個。學校昨
午起接受註冊，校長黃淑珍表示，約33%獲
取錄學童以內地住址申請，較去年一半為少，
估計與本地出生率近年上升有關。她又指，為
了增加獲取錄機會，有數十名家長寫自薦信，
有人找區議員推薦，冀獲學校青睞。
教育局發言人表示，鑑於公眾及家長對大

埔和北區幼稚園2014/15年幼兒班收生的關
注，當局已按特事特辦原則，與區內幼稚園
界別取得共識，採取6項特別臨時措施，致
力完善區內幼稚園的招生程序，其中包括推
行「統一收生安排」以避免學童同時保留多
個學位。學校可選擇於整個程序完成後方一
併提交資料給教育局核對。

若再推無限派表 明年校網難負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

受龍年效應影響，明年北區幼稚園學
額競爭將較今年激烈。有家長提早一
年為兒子報讀北區幼稚園並喜獲取
錄，成功避開明年更嚴峻的學額爭奪
戰。有幼稚園校長相信，學位競爭會
持續至2016年，若明年續推網上無
限派表的措施，擔心校網難以負荷，
希望教育局提供相關支援。

校長料爭位2016年後「復常」
本地家長胡太表示，為避開龍年

效應，特地提早一年為明年開學將
滿2年零8個月的兒子報讀幼稚園，
「來年(學童)數字驚人，政府顯示的
出生率雖然差不多，但仍要視乎地
區，覺得在北區有壓力」。結果她
一擊即中，現在心情輕鬆不少。對
於政府推出統一收生安排，她認為

家長和學校更容易掌握學位分配，
可減少混亂。
未來兩年學位競爭仍然激烈，上

水惠州幼稚園(分校)校長黃淑珍表
示，預計「零雙非」政策實施幾年
後，即約2016後，報讀幼稚園情況
會回復正常。她表示，學校已無擴
建空間，學位有限，故雖然今年
「一人一位」措施暫時推行順暢，
但若明年再推行網上無限派表，擔
心學校網絡負擔和技術不足，冀當
局明年能提供支援，如設立報名平
台，指示派表和交表等運作流程。
鳳溪辦學團體行政總裁馬紹良則

表示，校舍空間有限，計劃2015/16
學年將維持240個K1學額，但會視
乎明年情況增派表格，由今年的
2,000張加至2,500張，避免造成排
長龍的混亂情況。

■子女獲取錄的家長陸續到鳳溪幼園註冊。 梁祖彝攝

■昨幼園首天統一註冊日，家長忙於辦理登記。 梁祖彝攝

■蘇先生手握 3 個學
位，正考慮入讀北區，
還是入讀馬鞍山學校。

記者馮晉研攝
■梁太選定鳳溪感到心安，已主動致電另一校放
棄學位。 香港文匯報記者馮晉研攝

■馬紹良表
示，明年派
表數量增至
2,500 張，
避免造成排
隊混亂。
梁祖彝攝

■黃淑珍表
示，倘明年
再推網上無
限派表，冀
當局支援。
馮晉研攝

■科大昨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簽署研發合作協議。梁祖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