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增黃大仙東涌馬鞍山6校 北區僅300位料爭叩門

擴專網供3000學額
納2800跨境小一生

■責任編輯：吳漢傑、李逸燊文匯教育 透 視 眼25A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教育局因應

跨境學童急增而推出的小一統一派位「跨境專

網」昨日公布學額詳情。副局長楊潤雄透露，

完成不分地區的的自行分配學位階段過後，預

計下學年有2,800名跨境生參與統一派位；而

除之前提出從北區、大埔、屯門、元朗8個校

網每班撥出的2個基本學額外，北區、屯門和

元朗的學校都有空置班房可額外「加班」騰出

學額，連同來自黃大仙、東涌和馬鞍山6所學

校，專網將可合共提供3,000個學額，供跨境

生派位之用。不過，一直最受跨境生歡迎的北

區，只有300小一額供派位，北區小學校長會

直言，獲派較遠地區的學生家長很可能會藉

「叩門」再爭入北區校，預料「叩門潮」會越

演越烈。

「跨境專網」旨在將跨境生分流至其他有學額空
缺地區的學校，紓緩北區學額迫爆問題。教

育局昨早與一直跟進問題的民建聯開會討論「專網」運
作情況，副局長楊潤雄並於會後進一步公布專網的學額
資料，他表示，預計下學年將有2,800名跨境學童參與
小學統一派位，而他們將納入合共提供3,000個學額的
「跨境專網」中，相信可有效達至分流作用。

空置課室「加班」添1,850學額
除了包括8個鄰近邊境校網內的學校，每班提供2個共

950個的「基本學額」外，「專網」亦包括北區、屯門和
元朗分別利用空置課室額外提供的100個、900個和850
個學額，以及來自黃大仙、東涌和馬鞍山3區共6校提供
200個學額。而按分區計屯門及元朗學額最多，分別有
1,200及1,150個，而北區則共300個。據了解，今年以空
置校舍取錄「返回機制」學生的鳳溪第一附屬小學，下學
年亦會向「專網」提供學額。

楊潤雄提醒家長充分考慮
楊潤雄又指，在整個小學統一派位程序上，從來沒有
「不選不派」的安排；換言之，跨境童有機會獲派至沒
選報的學校如東涌及黃大仙等。就此楊回應指，以黃大
仙區的學校為例，估計由關口到校的車程最快約30分鐘
至40分鐘，認為交通安排可接受。
他又指，每年都有家長叩門，但該些學位始終有限，

相信整體「叩門潮」不比往年緊張。他提醒家長，跨境
就學無論是時間安排和家校合作都有影響，可為學生帶
來壓力，選擇是否跨境就學前一定要充分考慮。
關於「專網」選校情況，教育局發言人補充，將為跨

境生家長設4個統一派位中心分別位於屯門(1個)、元朗
(1個)和北區(2個)；局方將於在明年1月初選校申請開始
前通知家長有關詳情。
北區小學校長會主席陳紹鴻指，「跨境專網」可令本

地家長安心但讓跨境家長頭痛，相信有家長會因獲派學
校路程太遙遠，而返回北區叩門，擔心「叩門潮」越演
越烈，以其所屬的上水惠州公立學校為例，「去年有
200個學生『叩門』，如果今次有300人，連面試的時間
也不夠」。

劉國勳讚兩條腿走路進步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李慧琼對「專網」表示歡迎；北區

區議員劉國勳則稱，明年小一派位將「兩條腿走路」，
一方面可令本地家長安心，「(北區)家長不需要跨區上
學，不用借其他校網，也不需要加班加派，意味可以回
復正常的小班教學」；另一方面亦讓學校掌握學生數
字，預早做好規劃，做法較以往進步。

跨境專網學額組成
地區 每班2個的基本學額 空置班房學額 總學額
屯門 300個 900個 1,200個
北區 200個 100個 300個
元朗 300個 850個 1,150個
大埔 150個 / 150個
黃大仙、馬鞍山、
東涌共6間小學* / / 不少於200
總數 950個 1,850個 3,000個
*分別為黃大仙的浸信會天虹小學，馬鞍山的香港道教聯合會純陽小
學、基督教香港信義會馬鞍山信義中學，及東涌的寶安商會溫浩根小
學、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學校和東涌天主教學校
製表人：香港文匯報 記者馮晉研 資料來源：教育局

跨境童「世襲」輸蝕 自派成功率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今年有
3,900跨境學童參與小一自行收生程序中，當
中有1,100成功入讀心儀的學校，成功率只有
28.2%，遠低於今年見16年新低的全港平均成
功率42.3%。北區校長會相信，因跨境及雙非
童家長多非學校員工或畢業生，亦未必有兄
姊在學，所以於「世襲制」及計分時不利有
關。而對統一派位實施「跨境專網」，有雙
非家長擔心孩子會被派到東涌，考慮回內地
就學。

雙非無「父母屬畢業生」優勢
北區小學校長會主席兼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校長陳紹鴻以其學校為例，新學年75個自行

分配學額，當有40名學生憑「世襲」入讀，
其餘全部學生的父母都是學校畢業生，「父
母非畢業生全部無份」。他估計雙非家長過
往一直於內地，既沒有子女在同校就讀，也
沒有「父母屬畢業生」的計分優勢，故此失
去在首階段入讀學校的機會，造成自行收生
入讀的成功率低於平均的現象。
居於深圳龍崗的雙非家長陳小姐將參與統

一派位。她表示，擔心承子派到屯門、元
朗、黃大仙、東涌和馬鞍山的學校，沒有校
巴接載，路程太遠。她指，如果不幸獲派上
述地區，計劃返回北區「叩門」，希望北區
學校考慮懂英文和跳舞的女兒，否則唯有返
回內地讀書。

▲ 楊 潤 雄
(右二)指，
小學統一派
位從來沒有
「 不 選 不
派 」 的 安
排。旁為一
直跟進「專
網」的李慧
琼 與 劉 國
勳。
梁祖彝攝

■■「「跨境專網跨境專網」」合共提供合共提供33,,000000
個學位個學位，，足夠應付參與統一派位足夠應付參與統一派位
的的22,,800800名跨境學生名跨境學生。。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研資局發展大計：谷院校內部合研

昔窮慣多捱得 今富裕易嬌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

倩）現今社會較以往富裕，但不少
青年卻抱怨沒有向上流動的機會，
窮人更是充滿着「輸在起跑線」的
絕望。但看那些上一代的人，例如
出身於草根階層的華雲生，他出發
到外國留學時，家裡搜刮出所有金
錢，也只夠支持他在當地6個月的
大學生活。頂着沉重的生存壓力，
以及破釜沉舟的決心，華雲生做過
洗碗工、侍應、圖書館職員，自食
其力去應付外國留學的生活，並努
力考取獎學金。對於兩代的差異，
他坦言︰「一個人窮慣了，就自然
很『捱得』，現在社會富裕了，年
輕人反而比較嬌縱」。

戒除嬌縱 還看家教

說起自己的少年時代，那清貧的
日子，和他今日西裝革履的形象，
有着頗大的反差，「我讀書時都一
直有打工，做過洗碗、企枱（侍
應）、圖書館，這些沒有甚麼值得
羞恥的，都是一個經歷，這樣才知
道將來得到的東西有多可貴。那個
年代大家都是這樣，我們會認為自
食其力，反而覺得更驕傲」。
直至讀完書出來工作，在美國普

渡大學開始教書，華雲生當時工資同
樣不高，他說︰「當時身邊得多人都
到工業界發展，因為工資可以多
50%。我教書的話，年薪大約1.8萬
元美金，扣了稅、保險和租金，每個
月只剩下四五百元(美金)。但我認為
錢不是太重要，反而在研究時，我很
享受當中發掘知識的過程。」

雖然那個年代已經遠去，但說起
時仍看到當中閃閃生輝的生命力，
相比現在青年抱怨沒有出頭天，又
是另一個對比。對此，華雲生坦
言，這是大環境使然，「現在社會
富裕了，年輕人反而比較嬌縱，要
改變只能靠家庭的培養，看他們灌
輸甚麼觀念給孩子」。

「其他人不來港升學我們才該怕」
此外，他亦從自己到外地求學的

經歷，論及現時香港研究生以非本
地生為主的爭議。華雲生表示︰
「世界是一個熔爐，人是『換來換
去』的，我們的學生會想出外求
學，外地的學生會想來港求學。我
們不應該說香港的學生就一定要讀
香港院校，其他人不可以讀，如果
其他人不來，這才是我們應該害怕
的地方。我們也是想吸納最好的人
來香港做研究和發展，而不論他們
來自哪裡，這樣才能幫助香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
倩）香港學術研究水平不俗，但如
何保持優勢，甚至更上層樓，則需
要再下工夫。研究資助局主席華雲
生表示，未來將會加大火力推動合
作研究，並會做好科研上、下游的
接軌，讓研究成果可以轉化至社
會。他又透露，研資局將會邀請外
地專家審視運作逾20年的研究資助
制度，去了解如何作出改善，及是
否需要整合或新增資助計劃。

華雲生盼互補 現協同效應
華雲生今年1月已上任，但至年

底才首次接受媒體專訪，他表示是
為了先深入了解本地研究工作，
「今年三四月，我就到8大院校，
向研究主管及老師了解對研資局發
展方向等的意見」。
其 後 ， 他 就 將 用 於 企 業 的

「SWOT」分析，套用於香港研究
發展之上，剖析出當中的優勢、弱
項、機會與威脅。他表示，香港研
究發展有其問題，其中一樣就是人
數不夠多，「香港8大教職員只有
約4,500人，與外國一所大型院校規
模相若，但這4,500人還要分散在8
大院校」。
所以，香港研究發展更需要「團

結力量」，互補不足並產生協同效
應。研資局未來希望進一步推動合
作研究，突破當中框框，「以往的
合作研究要求『跨院校合作』，必
須要幾所院校參與，每所院校最多
可作幾個申請；我們希望未來可不
限於跨院校，還可以有院校內部合
作，甚至較小規模的合作也好」。
他又指，未來若有新的研究資

金，將盡量投放到合作研究中，
「其中我們的『協作研究金』計
劃，去年只有8,000萬元，今年有1
億元，明年將會加到1.1億元」。

做好接軌 科研轉化惠社會
此外，他亦針對學者研究多只集

中於發表學術論文的弱點作對策，
「我們希望做好上、下游的接軌工
作，將學者的研究帶出去，讓創新
科技署等可以將這些成果轉化，令
院校的研究亦可造福社會」。
他認為，由於香港目前的下游較

弱，在科技產業孵化方面難與新加
坡、美國等比較，也令香港研發資
金投入所佔的GDP比率遠較其他地
方低。故此，他認為香港須善用周
邊環境的設施，並訓練大學生的
「企業家素質」，讓港生更勇於在
高新科技範疇創業。

1991年成立的研資局，至今運作
逾20年，華雲生又透露，現時有必
要作整體審視，「美國的NSF（國
家科學基金會）每3年就做一次審
視，我們也需要找外地專家，看看
應該如何改善，像我們現在有很多
不同資助計劃，會否太多、太散，
是否需要加以整合，還是有沒有新
的計劃應該拓展呢？這都需要找專
家回來看看」。

■華雲生表示，研資局會進一步推
動合作研究，幫助研究成果轉化，
並審視研資制度。 莫雪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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