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個主要取錄跨境生校網小一學額
校網 2014/15學年 2015/2016學年 增減
上水80 1,510個 1,570個 +60
粉嶺81 1,050個 1,195個 +145
沙頭角83 100個 100個 不變
大埔84 1,970個 1,945個 -25
屯門西70 2,170個 2,145個 -25
屯門東71 1,625個 1,595個 -30
天水圍72 2,900個 2,900個 不變
元朗東74 945個 940個 -5
總數 12,270個 12,390個 +120
資料來源：按教育局2014年及2015年度《各小一學校網小學名
冊》推算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穎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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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額僅多380求過於供 北區受惠「專網」甩難

明年小一生增二千
入心儀校勢爭崩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穎宜）適齡學童人數持

續回升，明年全港升小一學童將達5.9萬名，較

今年增加2,000人，但初步推算學額供應只增加

約380個，預計學生報讀心儀校的競爭將更見激

烈。不過，近年因取錄跨境生「迫爆」的北區，

明年除將繼續受惠於「跨境專網」將學生分流

外，區內小一自行收生及派位學額也將大增逾

200個，入學競爭可望得以紓緩。有北區小學校

長表示，區內學額增加對本地生與跨境生都是好

事，特別是在「專網」下很多跨境家長擔心子女

被派位到偏遠地區，希望他們的「苦況」得以減

輕。

2015年度小一入學申請程序即將開始，教育局昨發表2015年度《各小一學校網小學名冊》以及《小學概
覽2014》，分別詳列各區小學明年預算學額以及學校現有資
料，而自行收生申請表也於昨日起可供索取，並於本月22日開
始接受申請。教育局指，根據人口推算，明年全港升小一學童
約有5.9萬人，較今年增加逾2,000人。不過《名冊》顯示，全
港官津小一的自行分配學額只得約2.42萬，連同明年初開始的
統一派位階段推算，學額總數約只比今年增加380多個，至
48,340個，料爭入心儀校的將更加激烈。教育局發言人補充，
為應付不同年度間統一派位學位需求的變化，局方會採用靈活
安排，暫時增加個別學校網的學位，現階段不能確切說明學額
供應總數。

北區三校網 學額增至2865
跨境學童升小學問題近年廣受關注，根據《名冊》資料推
算，鄰近深圳邊境地區8個主要取錄跨境學的校網中，在未計
算供「跨境專網」而加班的情況下，明年將提供達12,390個小
一學額，較今年多120個。而針對跨境家長最心儀的北區上水
(80)、粉嶺(81)、沙頭角(83)三個校網，學額亦比今年大增205個
至2,865個。

鳳溪本部維持四班小一
《名冊》資料顯示，上水的鳳溪第一小學校明年將會增設增
加兩班共60個學額，全校可提供180個學額，校長廖子良指，
該校本部會維持四班小一，並會於空置校舍開設的附屬小學增
設兩班小一。他表示，雖然明年適齡升小一學童數字上升，但
相信學額都能應付需要，他又預計，「跨境專網」措施可繼續
達致分流作用，今年該校小一生約半數為跨境生，相信明年有
關比例會減至少於一半。
北區小學校長會主席陳紹鴻則指，區內小一學額增加是好
事，希望本地生與跨境生都能受益。他表示，在「專網」很多
跨境家長會憂慮子女被派到偏遠地區，學額增加可提高跨境生
於自行分配階段入學的機會，紓緩有關苦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馮晉研）近年幼兒
家長紛紛為子女報讀多所幼稚園，在部分
人「一人霸多位」下，幼稚園學位供應一
度出現緊張情況；在恐慌心理下，去年底
多區幼稚園都有大批家長在門外通宵排隊
索取今年K1幼兒班的入學申請表，致令教
育局急急推出「無限派表」、「一人一
位」等措施應對。
但另一邊廂，亦有少數家長跳過正常申
請入讀程序，乾脆開學前一個月到幼稚園
報名碰運氣。有幼稚園業界表示，部分家
長因子女獲多所學校取錄，三心兩意多次
註冊後又轉校，令學校大感不便；相反這
類開學前才急於報名的家長，則多因為搬
屋或者不清楚報讀程序，學校一般較為體
諒其情況，多會加入後補名單考慮取錄。
新學年已開始多天，在去年底出現排隊

潮，家長紛紛陷入「小朋友無書讀」擔憂
的北區，個別幼稚園其實仍然「有位
剩」。
未有參與學券計劃的寶兒中英文幼稚園

（沙頭角），校長陳苑玲日前便指，該校
上下午班各有90個學額，至8月底開學時
尚有剩餘學位，她解釋，由於學校並非處
於鐵路沿線，也無提供校巴服務及全日制

班，對跨境生來說「上學已花2小時，但
在學校課堂只有3小時」，相信並非其首
選。

註冊不足句鐘 家長轉校
上水培幼幼稚園該校校監蔡雯兒則表

示，早前有家長註冊後，不足一小時即取
回文件，轉讀其他學校，學校會從後補名
單中選取學生填補學位。
她又透露，相比部分家長一次過報讀大量
幼稚園，亦有少數家長「唔知頭唔知路」錯
過去年正常申請程序，約一個月前該校便收
到這類家長致電及到校申請入讀K1幼兒班。
她坦言，這類家長的入學意願較清晰，
校方如有學額，通常都會考慮後補取錄。
身兼宣道會陳李詠貞紀念幼稚園校長的

元朗區幼稚園校長會主席林琼美表示，幼
稚園按教育局規定，在5月至6月起向家長
收書簿費，而家長一般在交費後不會再轉
校；但每年亦有小量學生臨近開學時才報
名，通常是剛搬屋到附近，學校多會將新
申請人放於後補名單。

元朗幼園 189K1生大半跨境
另就今年開學情況，蔡雯兒指該校今年

取錄了189名K1新生，當中約三分二是跨
境童，所有人均需參與入學適應日，校方
特地教導跨境生排隊和上校車。她又指，

雖然部分跨境童入學時不太懂廣東話，但
按經驗在與本地生混熟後，掌握廣東話並
不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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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AS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Admissions Service）即為英國的聯招
中心，統一為所有英國大學和大專學
院招生，任何人士希望前往當地入讀
本科學位都必須透過UCAS申請。申
請人最多可填報5個課程，而當中並
不須排列優先次序。

以報讀明年9月入學的課程為例，UCAS的截止報名
日期一般為明年1月15日。牛津大學、劍橋大學及其餘
所有大學的醫科、牙醫和獸醫的截止報名日期都一律設
在今年10月15日。至於部分有關藝術與設計課程的截
止報名日期為明年3月24日。除以上提及的日期外，學
生可最遲於明年6月30日或之前提交申請，但各大學及
學院將不保證會考慮。以下是申請UCAS的步驟：

步驟1
申請前，申請人應根據自己的能力和興趣選擇合適的

課程。此外，申請人在報名前亦應查詢不同大學及學科
的入學要求。
步驟2
申請人首先須在UCAS的網站註冊個人賬戶，然後
根據UCAS要求填寫相關資料，包括：個人資料、學
歷 、 個 人 陳 述 （Personal Statement） 和 推 薦 信
（Reference）。最後，申請人須繳付申請費23英鎊(以
申請5個課程為例)並提交網上申請。

步驟3
提交申請後，UCAS會將資料轉交至申請人所選擇的

大學。大學會根據申請人是否符合入學資格而向其發出
無條件取錄通知（Unconditional Offer）、有條件取錄
通 知 （Conditional Offer） 或 申 請 失 敗 的 通 知
（Unsuccessful Application）。申請人須在學校設定的
截止日期前回覆是否接受取錄。
另UCAS還提供Clearing服務。若申請人最後不獲任

何大學或學院取錄，可在每年的7月至9月之Clearing
時段向還有尚餘學額的大學申請學位。
步驟4
申請人須在開學前辦妥簽證，以確保能如期開課。申請

人亦應確保自己在開課前安排好住宿。

推薦信需由熟悉老師填寫
筆者在這裡為大家提供一些申請UCAS的小貼士，

在預備推薦信方面，應由熟悉申請人的老師填寫。申請
人須向UCAS提交推薦人的聯絡資料，包括電話和電郵
地址。UCAS會寄給推薦人一封載有密碼的電郵，推薦
人須於網上為申請人填寫推薦信。
此外，申請人只可提交一份個人陳述，所以不少個人

陳述都寫得太過籠統，但此舉很難吸引學校去了解申請
人對該學科的興趣和熱誠有多大。若要避免此情況，建
議申請人選科時可盡量選擇同一範疇的課程，以便填寫
個人陳述時可集中論述。

■尚學堂（Steve Lo）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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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稿啟事

教育
專版

教育版將於新學年9月推出全新的《學界好
人好事》及《綠色校園》專版，為學界提供互
動分享平台，歡迎全港學校踴躍投稿，讓社會
一起認識關愛校園和環保教育工作。徵稿細則
如下：

《學界好人好事》：
專門報道學界的各種勵志感人故事，例如刻

苦奮進、見義勇為、扶貧助弱及無私奉獻等。
《綠色校園》：
分享學校環保教育的妙法，例如推廣循環再

造、校園綠化、節約能源以至轉廢為能等。

各校可將相關資料及相片（如有）電郵至
edu@wenweipo.com，並須提供聯絡方法（包
括姓名、電郵、電話、所屬機構及職銜），編
輯部收到後會先作甄選，獲選者有機會被邀請
接受訪問，內容將刊於兩大專版內。

天水圍屯門擴23班 天虹助分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穎宜）同於昨天出版的《小學概覽

2014》，則詳列了2014/15學年各區學校獲批班額的情況。
在「跨境專網」新安排下，多個參與地區今年小一都有大幅
擴班跡象，例如天水圍、屯門東以及屯門西合共獲批開辦289
班小一，較2013/14年大增23班。

北區多辦4班 大埔縮9班
而年前一度「迫爆」的北區，隨部分學校去年完成加建

課室工程，區內3個校網今年共獲批開辦111班小一，比2013
年多出4班。另一有參與「專網」取錄跨境生的大埔區，因
去年已幾乎用盡空置課室，今年只能以小六生離校後所剩的
課室收新生，所以全區共縮減9班小一至77班。
另首間位於市區、加入「跨境專網」的浸信會天虹小學，

《概覽》資料顯示上學年該校只有一班小一，今學年獲批加
至兩班，但因頗受跨境家長歡迎，故該校最終在9月開學時
共取錄了45名跨境生，連同本地生合共開了三班小一，成功
助鄰近深圳邊境地區的校網分流。

認識英聯招 留學早一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
香港中文大學建築學院教授吳恩
融及其研究團隊，於2012年應武
漢市國土資源和規劃局邀請，展
開「武漢市城市風道規劃管理研
究」，藉以量化城市空間形態及
了解主城區的風滲透情況，並編
制「武漢市城市風道規劃」，促
使武漢市政府首次將風道規劃正
式納入其法規的框架內。規劃實
施後，武漢市政府將在高樓林立
的漢口劃出數條城市風道，並在
建築密度較低的武昌和漢陽進行
整體建築密度控制。

利用GIS數據析江城風向
近年內地各大城市發展迅速，
有近七分一城區經常受到霧霾籠
罩，影響市民健康，故內地對於
預留城市風道以吹散霧霾的訴求
愈趨普遍。吳恩融遂想到利用地
理信息系統 (GIS) 數據平台，分
析武漢巿的主導風向，計算城市
表面粗糙度和建築迎風面積密
度，從而對城市空間的風滲透性
作出量化及視像化描述。
研究的前期分析顯示，武漢的

風速很低，全年大部分時間在每秒2.7米
以下，尤以建築密集度最高的漢口通風最
差。在當地實施「武漢市城市風道規劃」
後，市政府會在漢口劃出數條城市風道；
而在建築密度較低的武昌和漢陽，則重
整體建築密度的控制。

參考港經驗 日後規劃留風道
吳領導的「武漢市城市風道規劃」則
重實施性的規劃，再提升到法律層面。是
次研究還參考了香港施行空氣流通評估方
法的經驗，要求日後進行分區規劃時必須
保留和預設風道，所有垂直於風道並佔過
大立面的建築物將無法通過審批。

■■教育局推算教育局推算，，明年約有明年約有
55..99萬名適齡學童升小一萬名適齡學童升小一。。
圖為往年家長觀看自行收生圖為往年家長觀看自行收生
放榜結果放榜結果。。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小學概覽小學概覽20142014》》昨出版昨出版，，
分區分區1818冊詳列各區學校資料冊詳列各區學校資料，，
供家長參考供家長參考。。 任智鵬任智鵬 攝攝

■廖子良(右)表示鳳溪第一小學於
2015年會開辦6班小一，合共提供
180個學額。左為副校長楊志明。

資料圖片

■北區幼稚園仍有學位剩餘。圖為家長排隊取表情況。 資料圖片

■吳恩融（左）與研究團隊討論武漢市的
通風問題。 中大供圖

北區幼園「有位剩」 臨開學報名「有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