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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教育局昨日向
立法會提交文件講述免費幼稚園教育委員會最新工
作進展，首次列明會為將來的幼稚園租金資助設上
限，此外，基本教學活動及教育服務以外的項目、
雜費及收費服務也不會獲資助，明確說明在「免
費」幼教政策下，部分開支並非「全免」。有學界
人士直言，免費幼教從來不是「全包宴」，須顧及
家長和政府兩方面的負擔，有關做法合理。

書簿雜費不包 全日託管待研
免費幼教委員會及轄下的5個工作小組成立至

今，已舉行超過40次會議，繼早前推出多個短期措
施後，一些大方向也初步訂定框架。繼早前有消息
透露委員會將重點研究「免費」定義，及無意為租
金「包底」後，昨文件首次列明，免費幼教的基本
資助應涵蓋與教學活動、營辦幼稚園和提供幼稚園

教育服務直接有關的開支，但不包括其他項目、收
費服務和高於標準服務而向家長收取的雜費。而就
有包括託管部分的全日制幼稚園，委員會認同需因
家庭入息和社會需要等，研究提供額外資助。
至於校舍租金資助方面，當局表示，由於幼稚園

間租金差異甚大，故所獲發的資助額應設有上限，
而資格準則和上限金額，則有待進一步商議研究，
長遠亦會探討幼稚園與小學共用校舍的可能性。此

外，為做好幼稚園及小學間的銜接，當局亦希望大
專院校可考慮檢討其職前師資訓練課程，例如安排
幼稚園教師暫駐小學實習，及讓小學教師暫駐幼稚
園實習。對上述方向，免費幼教資助模式工作小組
成員、津貼小學議會顧問張勇邦認為合理，「免費
幼教從來不是『全包宴』，主要是指學費，像中小
學一樣，其他雜費如校服、書簿、校車、膳食等都
不包括在內，這些範疇應透過不同渠道去解決，例
如用學資處書簿津貼等」。他亦指設租金資助上限
理性可行，不能一味要納稅人承擔，「部分學校或
要收一些費用，亦在所難免」。

租金資助設上限「免費」幼教非全免

升中放榜結果昨日揭曉，今年全港獲派
首三志願者首超90%，當中包括鮮魚

行學校的鄧家威，他獲派心儀的地區英中
名校中華基督教會銘基書院，一切得來不
易。他與父母三人居於不足百呎的劏房，
空間只夠位置放置碌架床。這頭「家」更
曾因為業權被收購，令他們兩度被迫遷。
後來鄧家終排到公屋，本以為雨過天晴，
但他們卻因為無錢購買傢俬而想放棄。

反轉大型奶粉罐做書桌
校長梁紀昌曾到上址的劏房家訪，「見
家威反轉大型奶粉罐做書桌」，深受感
動，自資7,500元送上熱水爐和煮食爐，又
額外送熨斗和微波爐等家電，鼓勵鄧家搬
屋。不過，家威一家搬入公屋後，生活仍
然艱難，父親因身體問題未能工作，經濟
負擔由鄧太獨力承擔，鄧太又為了照顧兒
子，只能在茶餐廳打散工。

留圖書館直至學校關門
在這惡劣環境下成長的家威原本成績不
俗，小一考全班第三，憑優異成績每年獲學

校送贈超市禮券，幫補家計。不過，他在升
班後開始沉迷打機，成績滑落，一度令母親
憂心。在梁紀昌的勉勵下，令他想起家人的
艱辛，「見到阿媽腰痛，貼藥膏也沒效；眼
布滿紅筋，睡完也不好。」驚覺自己辜負家
人期望的。家威心想，「如果繼續不讀書，
會捱死阿媽。」於是他決心戒打機，後來連
電腦也不碰，索性留在學校圖書館直至學校
關門。鄧太說：「自己讀書不成，無文化，
無修養。希望兒子讀到書，搵到食，不用做
社會的寄生蟲，已經心滿意足。」
同校小六生成思穎家住環境擠迫炎熱的

天台屋下樓層，學習難集中，但每當想到
「欠交功課是不好的行為」，又會繼續堅
持；懂事的思穎一心努力讀書報答父母。
平日她因成績優異而在學校獲得的禮券，
均自動給予母親，用於購買日常用品和食
品，希望減輕家庭負擔。
她原本打算報讀直資學校協恩中學，但

因為「慳錢」而不報讀課外活動，令入讀
該校的希望一度落空，暫時在候補名單
上。昨日放榜，獲派第三志願循道中學的
她表示既失落，又驚喜，但已經滿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放置一張用奶粉罐做的桌子和一張碌架床、佔地約只90

呎的劏房，曾是鮮魚行學校小六生鄧家威的家。在這細小的「家」，家威一度無心學習，沉迷打

機，校長梁紀昌一句「知識改變命運」，令家威開竅，擔心「捱死阿媽」的他戒掉打機，重新投

入學習取得佳績。在昨日的升中放榜他更成功獲派地區英中名校，努力終見成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鮮魚
行學校大部分是草根家庭的學生，不
少社會人士均積極提供協助，希望在
孩子成長路上幫上一把，當中包括演
員江美儀。校長梁紀昌透露，江兩年
前主動致電學校，指可資助學生；他
知道學生最愛吃，遂建議推出「十優
計劃」。江美儀一年兩次，每次資助
一萬元讓每班考獲首十名的學生到酒
店食自助餐，至今已是第三年，累積
240人次受惠。本周適逢是「開餐」的
大日子，碰巧昨日升中放榜，該校其
中一名準中一學生名叫江美怡，發音
與江美儀相同；故江美儀承諾，若美
怡升中後仍考獲首十名，會繼續請她
吃自助餐。
梁紀昌笑言，為善用江美儀的贊助，
他使出「慳家」本領，致電酒店經理
「講數」，特地選平日酒店較清閒的時
段，又提出以雞翼和薯條代替生牛肉和
生蠔等貴價美食，希望酒店「收平
點」。至於帶隊教師的開支，由梁紀昌

出資，出席的江美儀及其親友則由他們
自費，分3張賬單付費，不亂用善款一
分一毫。
以往經常以食物鼓勵學生上進的梁紀

昌，考慮到不少學生連基本家電都缺
乏，故有次行街遇上電器店開倉，「原
價369元的電飯煲特價118元！」他即
時自掏3,000元買下30個電飯煲，轉贈
努力學習而有需要的學生。

「中英數常」考高分獎家電
梁校長指出，初小和高小學生若在

「中英數常」四科期考取得90分及80
分以上，即獎一件家電，「一科一
件」。後來他發現學生的校服皺巴
巴，決定送熨斗；居劏房的女學生
反映頭髮難乾，他又送風筒。為全
方位照顧學生，梁曾聯絡廠商捐贈
家電，後獲熱心人士主動捐贈。
學校昨派發成績表和升中放榜

結果，文件上也夾着一張快餐店
現金券。

江美怡膺「十優」 江美儀請食自助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學生人
口下降一方面令升中生更易入讀心儀校，
但另一方面亦令學界面臨收生不足，出現
縮班殺校危機。教育局最新資料顯示，按
現行派位結果推算，暫時全港將縮減47
班中一，更有9所學校現時仍未能收足2
班26人的「開班線」，若於9月開學後仍
未能達標，便需要向當局申請「特別發展
方案」以避殺校。十八區校長會直言，未
足「開班線」中學由去年同期的1所增至
9所，情況令人擔憂，認為教育局既然否
定學界的「區本減派」建議，有需提出另
一可行措施，以穩定學界生態。
教育局提交立法會最新文件指，按統

一派位結果推算，全港中學已較去年共

減少47班中一，當中包括10所學校即時
縮減一班，另9所學校更未達到2班26人
的「開班線」，若未有改善將需要向當
局申請「特別發展方案」以保留學校。
當局又指，由於中學收生暑假期間會有
流動，實際縮班數目最終視乎9月中學生
人數點算的結果。

明年再減千人 「又有一個浪」
一直跟進人口下降問題的中學議會及

十八區中學校長會聯席會議，召集人林
日豐表明，適齡學生持續減少，學校收
生難度較去年高。他指往年同期只有1所
學校不夠最低「開班線」，今年卻增至9
所，為收生不足的學校感憂慮。林日豐

又稱，明年中一生將再減1,000人，學界
「再有一個浪」要面對，認為教育局早
前否定學界「區本減派」方案，便應提
出另一可行措施，以穩定學界生態。他
形容，學校變魔術也變不出更多學生，
相信已輟學和新來港學生都是學校可招
攬的對象。
除分區統一派位外，每年亦有一些中途

加入申請中一學位的學生包括新來港學童
等，會在放榜日到位於灣仔的教育局呂祺
教育服務中心領取學位分配結果，昨日數
十名家長在中心排隊等候期間，有3所自
稱來自慈雲山、北角等中學的職員疑因收
生不足到場「兜客」，游說家長轉讀學
校，但部分家長直言不感興趣。

昨升中派位放
榜 滿 意 率 創 新
高，但依然有不
少獲派前列志願
的學生和家長為
「精益求精」，仍選擇去更心儀的學
校「叩門」。有家住大埔的學生，即
使獲首志願的區內英中取錄，仍嘗試
跨區到九龍伊利沙伯中學叩門；亦有
獲派第二志願的觀塘區學生家長，跨
區到港島皇仁書院叩門，又形容皇仁
是「皇者嘅中學」。

獲派首志仍跨區叩門
油蔴地天主教小學小六生陳紫琳獲

派首志願德蘭中學，但仍選擇跨區到
聖母書院叩門，她指校風純樸及宗教
背景都是其考慮因素。另家住大埔的
周同學雖獲派首志願的區內英中，但
在昨領取結果後，亦特意跨區到伊利
沙伯中學叩門，他指該校鄰近東鐵
站，如獲取錄交通也方便。
而傳統名校皇仁書院昨晨放榜後也

有數十名學生與家長前往叩門，家住
觀塘的關先生形容皇仁是「皇者嘅中
學」，其兒子獲派區內第二志願中
學，但他認為兒子在小學考5名內，
叩門仍有成功機會。另油蔴地天主教
小學（海泓道）亦有小六生雖獲派名
校九龍華仁書院，昨仍選擇到皇仁叩

門，爭取更心儀的入學機會。

足球校隊成員順利入喇沙
小學生體藝表現出色，對升中或有

一定幫助。就讀油蔴地天主教小學的
朱啓銘獲派首志願名校喇沙書院，昨
得悉結果後興奮即時與母親相擁，他
是足球校隊成員，又精通小提琴，同
時兼顧多項課外活動，特別多下苦功
以平衡學業成績。他透露自己小五首
次呈分試只列全級20多名，為爭入心
儀校急起直追，至小六呈分試跳升逾
20名至全級三甲，終在自行收生獲喇
沙的面試機會並順利入讀。
同是該校足球隊員的楊培志，也獲

派首志願聖芳濟書院，他最期望於中
學新環境認識更多新朋友，陪同領派
位結果的父母則指一直以平常心去面
對結果，未有太緊張。
油蔴地天主教小學校長譚煜鴻

指，今年該校91%升中生獲首三志
願，比率較往年好，相信與家長更願
意採納學校意見，不過分進取報名校
而為子女挑選最合適中學有關。

■記者 李穎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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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益求精

信「知識改變命運」憂「捱死阿媽」戒打機
劏房仔劏房仔發奮發奮入名校入名校

中一縮47班 9校瀕「被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今年升中
人口大跌2,800人，令部分地區出現大量剩
餘學額，其中最嚴重的屯門就有900個。該
區校長早前達成共識，謝絕同區「叩門
生」，避免出現互搶學生的惡性循環，但此
舉卻令區內派位不理想的家長「望門興
嘆」；反之，卻有來自他區、獲派第二志願
的學校家長看準有關機會，特地跨區到屯門
「叩門」，以博取更理想的升學機會。

有家長不信邪連環叩
按學界早前估計，全港將出現4,500個剩
餘學額，「重災區」的屯門多達900個，成

為18區之冠。有數十名家長昨日到屯門的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校「叩
門」，該校副校長蘇振威表示，去年整體派
出約200份申請表，爭6個「叩門位」，但
由於區內部分學校收生緊張，已經沒有取錄
原區 「叩門生」。今年學校會遵守校長會
的協議，維持有關做法。為免對叩門生表現
得太「決絕」，該校昨日仍派表予到校的家
長和學生，但即場提醒他們入讀機會甚微，
有家長選擇放棄，亦有家長堅持交表。
前往「叩門」的吳小姐稱，升中放榜前天

緊張至失眠，結果兒子獲派第六志願的元朗
區學校，忍不住淚灑當場。她指，雖然聽聞

有多區不取錄同區「叩門生」，但她懷疑說
法的真偽。她帶備了一袋資料，先到本區叩
一所學校，然後跨區到屯門的學校叩門，叩
完一所，隨即乘的士再叩下一所。
同場的徐先生居於九龍塘，不滿意兒子獲

派第二志願的區內學校，在得悉屯門不取錄
原區「叩門生」，遂跨區到屯門以跨區生身
份「叩門」，認為較「着數」。由於已經有
一所直資學校取錄，故心情不算緊張，純粹
爭取多一個機會。
居於屯門的張太，女兒獲派第四志願，她

知道屯門區學校不取錄同區「叩門生」，坦
言感到無奈，「無辦法，屯門區學校多，學
生少，不然就要殺校」，但「家長心態就是
想試吓交表」。如不獲取錄，將入讀已獲取
錄通知書的直資學校。

不收同區「叩門生」屯門家長無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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