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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港校環境英語勝內地 路遠仍盼子女南下求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2016

年 9 月入學的小一自行分配學位階段昨
日開始，雖然受天雨影響，仍有不少
家長冒雨到心儀學校交表。其中在學
額競爭較大的北區，便吸引大批跨境
家長到學校門外排隊報名，部分學校
首日的收表數已較所提供的學額多出
一倍。有跨境家長認為，香港學校環
境及英語水平都比內地佳，即使要孩
子長途跋涉上學，也希望他們能來港
讀書。另有分別到上水和九龍塘交表
的家長指，計劃斥資數百萬元至 3,000
萬元在學校附近置業，以方便日後助
子女入學及上學。

教育局資料顯示，下學年入讀小一的適齡學童約
有 6.2 萬，較今個學年增加約 3,000 人。在學童

人數持續上升的情況下，雖然「跨境學童專網」近
年已加入其他地區的學校作分流，但家長對北區小
學的學額需求仍然有增無減。
昨小一自行分配學位階段開始，往年大排長龍的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因受早上天雨影響，輪候交表人
數似較以往少，校長黃永強表示，以去年計該校跨
境生約佔全體小一生三成，昨首天仍收到約 100 張
表，已較小一學額 75 個多，最終收表數達約 300
張。

受惠計分制 港媽仍有壓力
來自福田的跨境家長張太，昨日和丈夫到上水
惠州公立學校為幼女交表，她讚揚學校質素好，香
港的英語學習環境亦較內地佳，一心報讀該校。
張太指，平日已有為女兒報讀畫畫、書法、鋼
琴、跳舞及英語等興趣班，加上女兒對答聰明伶
俐，就算自行階段未獲該校取錄，相信「叩門」
面試時也有優勢。張太又指，雖然現時在中環
有自置物業，但如女兒入讀北區學校亦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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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學校附近置業，方便其上學。
居住在上水的港媽何女士昨亦到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為幼女報名，由於她本人、長子和二女均曾就讀該
校，有信心女兒能夠順利獲取錄。不過她亦指，近年
跨境童報讀北區小學有所增加，導致學位緊張，就算
受惠於「計分制」，她仍感到有一定壓力。
同樣屬北區校網的鳳溪第一小學昨日亦吸引不少
家長冒雨前往遞交表格。校長朱偉林表示，該校今
年將減班至六班共提供 90 個學額，昨日已接收約
180份申請表，預計學額競爭持續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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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擬3000萬置業增入讀機會
除了北區小學之外，九龍塘區的名牌小學亦備受
家長追捧，例如喇沙小學便有不少人冒雨排隊交
表。家住南區的譚太認為男校校風純樸，加上丈夫
是該校校友，相信會為兒子「加分」。另有在內地
及香港四處經商的字畫店股東李先生則指，在自行
分配學位「計分制」下兒子獲取錄機會不大，現有
計劃花 2,000 萬元至 3,000 萬元在區內校網置業，
增加兒子在派位時入讀的機會。

文員「學藝」轉型 盼讓城市不「窒息」
學院（SCAD），從提筆改為用滑鼠，現時已成功轉型
為平面設計師。
26 歲的何雋文，從小已對藝術、設計感興趣，「小
時候我的語言天分很一般，串字對我好像特別困難，
沒有什麼興趣，唯一喜歡的就是畫畫。」雖然如此，
但人漸漸長大，踏入社會，雋文還是選擇了最「踏
實」的路去走，做一些文職工作，「之前是從事物流
的，但越做越發現自己的興趣根本不在這裡，想想人
生應該不只工作，所以就重新讀書，於是就去了
SCAD。」雖然當時 SCAD 才剛成立，但雋文卻因為小
班教學、校園空間優美，而對該校的印象出奇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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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有人視香港為藝術
文化的沙漠，也有人視藝術為一個城市的「市肺」，如
同樹木般幫助人們在沉重的生活中「呼吸一口新鮮空
氣」。原本從事物流，任職文員的何雋文，就抱着這個
想法，毅然於 21 歲時重新學習，入讀薩凡納藝術設計

「藝術和樹，對我來說是差不多的，它們都是城市
的肺，讓人可以在此休息、留白，尋求自己的夢
想」。21 歲時才決定重投校園，需要莫大的勇氣，但
雋文覺得一切都值得。一開始時，他發現自己的立體
雕塑和繪畫技術比不上身邊的同學，唯有靠創意和點子
突出自己，「技術的東西可以慢慢練習、追上。」
自己有這樣的想法，但卻不一定和社會的步伐一致，
但雋文認為現時已有進步，不論是 PMQ 或西九的成
立，對香港而言都是好事，「我覺得藝術需要有多些空

■英基將舉行 4 場講座講解發展。右為石禮謙，左為
葛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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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基研網上面試助屬校節流

小一「自收」北區激鬥
跨境家長冒雨交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政府現
時每年向英基學校協會提供逾 2 億元的資
助，明年起將分 13 年逐步撤銷，該會亦要
加緊有關財政管理工作。英基昨發表的未
來 5 年的策略發展計劃，財政亦為其中的
四大方針之一。其中在學費方面，英基早
前已預告，2016/17 學年小學第一班學費
將增加最少 17,000 元（21.6%）至 95,700
元，以填補政府撤銷資助部分，該會並強
調有關金額仍較本港大部分國際學校便
宜，另英基正考慮建立捐助及籌款辦法，
並研究善用網絡資源作面試，為屬校開源
節流，維持優良教育質素。
目前英基屬下小學學費 78,700 元，因應
政府明年起逐年撤銷資助，協會早前已發
通告，指來年第一班將最少加費 17,000 元
至 95,700 元，假如算上通脹金額料將更
高，最終學費定案有待來年3月公佈。

指學費仍比大部分國際校低

在昨日介紹 2015 至 2020 年度的策略發
展計劃時，英基行政總裁葛琳再次解釋加
費問題，指校方已盡力將學費維持最低水
平，雖然對部分家庭而言新學費可能略
高，但對比本港大部分國際學校而言英基
學費仍然偏低。英基財務總監張慧欣進一
步指，協會已跟教育局達成協議，撤銷資
助並不影響目前在讀的學生，惟校方必須
維持學校正常運作，只好透過加新生學費
填補差額，形容這是別無選擇的決定。
是次英基的策略發展計劃中包含四大方
針，分別為「教育、組織、傳訊、財
政」。因應財政部分，葛琳強調協會將會
多方面尋求開源節流方法，同時會繼續維
持教學質素，讓學生盡展潛能。
她又表示，本年度英基合共新聘 103 名
全職教師，當中主要填補屬校流失的空缺，而過往英
基屬校每年均派人前往海外聘用教師，目前正考慮統
一所有學校聘用程序，同時正研究透過網絡遙距進行
面試的可行性，以減省部分開支。另一方面，英基亦
正考慮舉辦不同籌款或募捐活動，為屬校開拓營運資
金來源，改善校舍及教學質素。

陳仲尼石玉如
續掌考評局

間去發表，但這些地方會否變成另一個商業區呢？像
PMQ 一樣裡面也比較多大品牌。香港讀藝術的學生有
很多，他們都不想只做普通工作，政府應該要想想如何
幫助他們，例如設立一些合作計劃，讓學生的設計可用
於社區。」

畢業即獲聘 童年夢成真
雋文是較為幸運的藝術相關畢業生，一畢業就順利獲
聘於家品及服裝專賣店，做平面設計，待遇和一般大學
畢業生相若。不只公司年輕，公司的人亦年輕，行政總
裁也不過是年約 30 歲的人，「在那裡我什麼都做，由
衣服、杯身圖案等都要設計，還有做一些宣傳相關的工
作，例如櫥窗設計和廣告設計等。」
最近，他被挖角加入大型國際建築公司，薪金福利又
有所提升，做的仍是平面設計，集中於品牌建立、標誌
設計方面，「其實藝術應用的範疇很廣，不論大設計或
小設計，都會有不同的觀賞角度。」小時候就開始在牆
壁亂畫的雋文亦笑言︰「現時算夢想成真吧？」
不過，他亦明白這行的激烈競爭，「現時一般人都有
基本的設計能力，又有越來越多程式幫助大家降低做設
計的門檻，我們更需要不斷學習，以免被取代。」他希
望未來可建立自己的品牌，將平面設計同時用於時裝。

■左起：何永昌、鄭惠儀、考評局秘書長唐創時、考
評局主席陳仲尼、鄭中正及吳友強。
考評局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政府再度委任陳仲尼
及石玉如，出任考評局委員會主席及副主席，而曾永
強及麥志強則為委員；新任期於本月 1 日開始，考評
局對此表示歡迎。陳仲尼指，有信心整個考評局團隊
會攜手合作配合持份者的需要，提供優質的考試及評
核服務。
再度獲委任為考評局主席的陳仲尼表示，能繼續服
務考評局委員會及社會感到非常榮幸，亦感謝考評局
團隊的無私奉獻和專業精神，以及教育界和其他夥伴
一直以來的支持。他又指，有信心團隊會攜手合作配
合持份者的需要，提供優質的考試及評核服務。另當
局又委任 4 位新任委員，包括吳友強、何永昌、鄭惠
儀及鄭中正。

18隊大學生赴美入營學金科創業

21大學生獲首屆多元卓越獎學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
倩）香港近年多了不少年輕人「科
技創業」，若能到外國觀摩更是寶
貴的機會。數碼港就與美國史丹福
大學商學研究院合作推出「數碼港
．大學合作夥伴計劃」先導計劃，
來自 5 間本地大學、共 18 支被提名
的隊伍，將於本周五前往美國矽谷
參與為期一星期的金融科技創業
營。
18 支隊伍來自城市大學、科技大
學、中文大學、理工大學以及香港
大學，他們於上周六參加了數碼港 ■數碼港期望學生能藉此旅程培育創新思維，並從矽谷創業家和業界領袖身
數碼港供圖
舉辦的啟程前聚會，互相交流。數 上學習。
碼港行政總裁林向陽當日鼓勵學生 指這是成長路上的必經階段。兩人
為期一星期的金融科技創業營結
把握此交流機會，積極向海外創業 致辭時強調，擴闊國際視野和培育 束後，所有隊伍將會於今年 11 月在
家學習。數碼港董事局主席周文耀 人才，對香港日益發展的科技初創 數碼港舉辦的「2015 全球創業周中
則勉勵一眾學生毋須害怕失敗，並 企業環境有着重大意義。
國站–香港」中分享他們的構思。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鄭伊莎）為提倡多元
卓越文化，民政事務局
在今學年起推出「多元
卓越獎學金」，全額資
助獲本港大專院校取錄
且在體育、藝術、社會
服務等非學術範疇有卓
越成就的本地生，修讀
學士學位課程。該獎學
金昨日舉行頒獎禮，表
揚獲選的 21 名獎學金
得主。
■劉江華（前排右二）和署理民政事務局副秘書長馮浩賢（前排右一）與遴選委員會
昨日主持首屆多元卓
成員及21位獎學金得主合照。
越獎學金頒獎禮的民政
事務局局長劉江華致辭時表示，期望獎學金能讓大眾 積極正面及健康的態度面對人生。他亦讚揚獲獎的同
明白學業與藝能並重才可稱得上卓越，最重要是讓青 學都是優秀的一群，寄語他們要放眼世界，把握機
年人了解自己，找到其長處和興趣，發揮正能量，以 會，擴闊自己的視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