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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上水跨境生減 料分流見效未來續下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明年9月入

學的小一自行分配學位昨日放榜，一眾「榜上

有名」家長固然欣喜子女入讀心儀小學，另一

批「落第」家長卻大呼擔心。在廣受跨境生青

睞的北區，有家長埋怨，因兄姊在讀或父母在

職的小一收生「世襲位」今年創新高，令競爭

激烈的情況更甚，不少屬首名出生子女的學生

未能獲取錄。有上水小學校長認為「世襲」

下，難免有人歡喜有人愁，但指今年區內跨境

生數字有下降跡象，相信因跨境校網發揮分流

作用，預計未來跨境生比例將逐漸減少。

公大入學資訊日
多場學科講座

■責任編輯：沈 陽 2015年11月24日（星期二）

大學遊蹤大學遊蹤

「世襲」新高 跨境夾擊
小一「自收」長子蝕底

北京交流了解國家
大學經常鼓勵我們
去不同地方交流，以
增廣見聞，而歐、
美、澳、紐、韓、
日、新，都是同學的
熱門目的地，今次我
選擇了去北京。交流
的目的有四：認識當

地的人與事，認識國家、認識自己的
城市和認識自己。內地與香港關係密
切，但是我們對她的認識卻不足，我
們在香港獲得的可能是片面之詞，並
不公允。當我真正前往北京，居住了
幾個月，對內地就有着更深入、或顛
覆性的認識。
我們對內地人的印象，可能是嘈吵無
禮，但是在我參加交流的北京大學裡，
最嘈吵的卻是香港人，我們習慣「細聲
講，大聲笑」；在餐廳的侍應都非常有
禮，而且相當有耐性，想想我們的茶餐

廳，真是天與地。
當然，交流過程並非一帆風順，特別

是在住宿問題上，同學之間的生活方
式、習慣大不相同，導致我們在適應上
有很多不便。比如說如廁，坐廁與蹲
廁，就要花點時間克服。要不你去適應
它，要不就尋找方法應對，經過幾個
月，我們一直相安無事，出發前的憂心
真是過慮了。

文化各有異同須懂欣賞學習
北京大學的老師經常說中國充滿問

題，的確在交流的幾個月中，我們都感
受內地有很多不足的地方，不過我發現
他們會用很樂觀的方式去應對，特別是
網民。比如說暴雨令北京水浸，他們指
出問題之餘，更多的會用調侃說笑的方
法去自娛，畢竟事已至此，日子要繼續
過嘛！反觀香港，社會充滿戾氣，人人
互相指責，但對於如何解決事情卻茫無

頭緒。內地與香港的文化各有異同，內
地有很多地方值得我們欣賞和學習。

科技落後北京港應居安思危
港人經常用「國際大都會」來形容香

港，但是我們在科技上卻是一個落後的
城市，在北京和很多內地大城市，科技
的革新很徹底，這幾個月在香港被熱議
的Uber，內地不但有，而且已經有很多
競爭對手，不讓它一家專美。我去北京
之前，以為我們的八達通已經很先進，
但去到北京才發現付款用卡已經是落後
了，只要一個手機、一個微信或支付
寶，就能完成付款、理財等等的服務。
安坐宿舍，用外賣的應用程式，很快就
有飯菜送上來。外賣電話？電召的士？
在北京已經成為過去的事了。在一個發
展速度飛快的地方作交換生，對於了解
自己的城市，更加有居安思危的提醒。
離開香港，走到其他城市，自能更加

深入地了解自己。在北京，我們經常聽
到這個城市的問題是沙塵暴、霧霾、食
安問題，我們多多少少產生不同的看

法，但是大學生不是要有自己的看法
嗎？有什麼比親自感受來得更好呢？能
夠有第一身的經驗，與宿友一同討論，
面對各樣的衝擊如何自處，探索未來的
各種可能性，反思自己是一個怎樣的
人，你想成為怎樣的人，一切一切，不
一定能夠直接找到答案，但是一定會有
端倪。
我不能說在中國、在北京交流是最好

的選擇，畢竟我只去了一個地方，但一
定比我們想像得要好，而且是好得多，
好得令人懷念、好得令人不想回港。

■香港大學
中國語言文學及中國歷史文化 黃福榮

小一自行分配學位昨公佈，今年整體收生成功率只得
42.6%，較去年下跌0.3個百分點，但當中的「世襲位」

卻比去年多出480人至11,430人，創出新高，也意味屬首名
出生的孩子更難成功入讀。
在北區深受歡迎的上水惠州公立學校，昨晨於放榜前已有
家長先後抵埗準備查閱結果。其中家住粉嶺的李太表示，長
子在「計分制」下只有15分，早有心理準備不獲取錄。
她指，自己曾聽說如加入辦學團體所屬的同鄉會孩子入學
可獲加分，但認為自己「明明不是同鄉，不想『講大
話』」，又慨嘆「世襲制」及跨境生令學位競爭加劇，「首
生」子女一群非常輸蝕。李太又打聽到上水惠州因多收「世
襲生」而令明年開始的統一派位學額減少，可能會割愛不再
選填該校作第一志願。

婆婆打定輸數外曾孫上榜驚喜
為外曾孫查看結果的北區居民龍女士則指，早知區內學位
競爭激烈，尤其「世襲生」及跨境生人數較多下，「唔多唔
少都會有影響」，所以已打定輸數，一心要等到明年統一派
位，但最後發現榜上有名感喜出望外，也放下心頭大石。
家住深圳福田的雙非家長王先生，在內地從事建築，一心
讓兒子接受香港質素較佳的教育，遂於天水圍讀幼稚園，後
來發現上學車程太遠，所以改選北區小學。得知取錄名單未
見兒子名字，王先生臉上難掩失望，只得於統一派位階段再
碰運氣。

校長:「世襲」依規則無「兩頭利」
上水惠州校長黃永強指，該校自行分配學位一共收到240
份申請，本地及跨境約各佔一半，原定75個學額中，因必收
的「世襲生」多出3名最終自行收生為78人。
他補充指，48名「世襲生」中約58%（28人）屬本地生，
而餘下「計分制」所收的30人亦全屬本地生，因為競爭較大
獲20分者也需抽籤決定入圍。
對於有家長認為「世襲制」欠公平，黃永強指學校只是

遵照既有規則辦事，形容有關制度「針無兩頭利」，因可
供已有兄姊在校就讀的家庭直接安排弟妹入學，方便照
顧，屬合理做法，但對「首名子女」而言的確使入讀機會
變少。
他又提到，今年入學競爭仍算激烈，但跨境生數字比以往少，
相信源於「跨境校網」起分流作用，跨境生選擇變多，毋須再將
火力集中某些學校，有助紓緩北區學位壓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除北區小學競
爭激烈外，傳統名校林立的九龍城區，家長為讓
子女入讀心儀校，亦同樣出盡方法。有家長為助
兒子博入喇沙小學，不惜忍受「大屋搬細屋」於
九龍城區內租樓，但卻於自行分配學位階段落
空，失落感歎指「唔知可以點做」。有家長早前
多番在直資校「戰場」上觸礁，幸憑校友優勢加
分獲得取錄，苦盡甘來自然喜上心頭。
喇沙小學今年共取錄90名自行分配學位學生，

43人為「世襲生」，餘下47人經「計分制」獲取
錄。
原居於荃灣的黃太表示，為增加兒子入學機

會，半年前特意以月租1萬多元租住區內300呎九
龍城區單位，期望在統一派位時幫上忙，「舊居
實用面積400多呎，一下子大減100多呎。」她又
指，有為兒子報讀彈琴、英文、空手道及畫畫等

興趣班，以培養才藝及應付面試，惜過去所報讀
的9所直資小學，連同今次喇沙小學自行學位亦未
如意，感嘆「兒子能力唔差，到頭來卻無學位，
都唔知可以點做，（恐怕）之後再部署落去還是
毫無結果」。
對小一收生「世襲制」，黃太又慨嘆指感覺有

點不公，「目前經濟環境並非人人生兩個或以
上，像我這些生一個的，就永遠享受不了（世襲
制）。」她又指今年適齡學童數目多，「身邊有
人報十多間直資小學，只有一兩間獲次輪面
試。」

月花萬元催谷報3間直資「打底」
居於土瓜灣的吳小姐昨日失望而回，她指兒子

已獲20分但仍能未上榜，平日有為他報讀游水、
畫畫、跆拳道等興趣班，連幼稚園學費計每月花

約一萬元。吳小姐同時亦有為孩子報讀3間直資小
學「打底」，預計會放棄喇沙轉報直資。
為孫兒前往喇沙查看結果的梁太表示，孫兒報

考多所直資校可惜全軍覆沒，難免有一定壓力，
即使她兒子為喇沙校友，總分數達25分仍未敢安
心。
她提到，媳婦昨早已在網上看見孫兒獲取錄，

但自己為求心安，仍特意前來親眼確認，如今肯
定孫兒「有着落」，自然喜上心頭。
同區另一名校瑪利諾修院學校（小學部），因

工作關係一直居於深圳的港人徐女士，為讓女兒
有更好的學習環境，特別在今年中回流，以每月4
萬元租住區內單位，一心為女兒報讀瑪利諾，惟
僅得10分不獲取錄。徐女士指自己早有兩手準
備，已經報了數間私校「打底」，並打算於明
年統一派位再接再勵。

■吳小姐指兒子獲20分惜未上榜，考慮為兒子改報直資小學。 姜嘉軒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為推動大學校園的創
新與創業文化，城市大學推出「創新創業鏈」計劃，為
校內師生提供技巧培訓、財政資助及辦公用地等支援。
有獲得資助的學生及校友認為，創新創業鏈提供的資金
鏈，可支援年輕創業者白手興家，推動他們在創業路上
繼續發展。

胡曉明郭位盧偉國呂堅艾荃主禮
城大昨日為創新創業鏈舉行啟動禮，城大校董會主席胡
曉明、校長郭位、城大企業有限公司主席兼立法會議員盧
偉國、副校長（研究及科技）呂堅及知識轉移處處長艾荃

等擔任主禮嘉賓。胡曉明致辭時指，創新創業鏈可為師生
孕育的創新意念提供大量支援，鼓勵學生探索、培養及實
踐創業夢想；郭位則期望藉計劃更有效地運用大學資源，
協助城大師生致力創新，並實際應用創新成果。
創新創業鏈有多個撥款資助計劃，包括提供無償資助的

「創意種子計劃」，每年撥出總額250萬元，鼓勵學生在
城大修讀期間孕育創新概念；創新科技署設立的「大學科
技初創企業資助計劃」（TSSSU）則每年撥出總額400萬
元，支持師生及校友創立科技企業。創新創業鏈同時為創
業者提供諮詢服務、建立人際網絡的指導等。
其中，獲 TSSSU及科技園「科技創業培育計劃」資

助的城大電腦科學系博士生袁星亮，成立了「弩飛科
技」公司，正研發一種反網絡釣魚攻擊的流動應用程
式，以查出一些QR碼內隱藏的惡意資料。他認為計劃
肯定了其團隊的努力，推動他們在創業路上繼續發展。
同樣獲TSSSU資助的城大校友黃議德則研發了為智

能手機增設的「Air Button」，讓用家更快捷地使用手
機的功能和應用程式，其發明早前獲「2015優良設計
獎」的最佳百大設計。
他指創新創業鏈提供完善的資金鏈，支援年輕創業者

白手興家，以大學提供的無償資助擴展業務，更提供廣
大的人際支援網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大學一
直被視為「象牙塔」，但近年院校熱衷把知
識轉移至社區，並漸漸打破界限。香港大學
昨日公佈2015年「學院知識交流獎」的得獎
名單，表揚各學院教員對工商界或社會所帶
來的經濟、社會或文化影響。其中港大牙醫
學院臨床副教授王海明及其團隊，就透過牙
齒發育年齡的評估，協助內地未有登記身份
的無證兒童估計年齡，幫助他們進行身份證
記，有關計劃於印度2個村落亦有推行。
除了上述項目之外，該校護理學院助理教

授梁綺雯的「健康素養與溝通促進計劃︰糖
尿病知多D」亦被評獲獎，該項目包括一個
免費的中文手機應用程式，讓使用者透過回
答問題評估自己患糖尿病風險，在香港、美
國、加拿大及其他亞太地區已有逾萬名用
戶。
建築學院助理教授祁宜臻和副教授黃華生

的「香港建築：中學教材之建築學導引」亦
在得獎名單之上，他們製作了4本書共40個
單元，把建築與文化、科學、藝術和科技結
合。同時，該項目亦提供不同教師培訓活動
如研討會、工作坊、實地考察和視頻等，逾
九成受訪教師亦認為教材提高了他們的建築
知識，逾八成半人認為有助教學。
其他項目還包括文學院選出的「Take Ac-
tion！青年生態保育領袖計劃」、經濟及工
商管理學院選出的「外傭協進計劃」、教育
學院幫助公眾認識自閉症的「打開心窗」、
工程學院選出的「泛在感知信息化實時製造
物聯網服務平台」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港公開大學將於本
月28日（星期六）下午2時至6時舉行入學資訊日，
介紹明年1月學期開辦的課程。當日校方將舉辦多場
學科講座，介紹逾百個公大遙距及兼讀制面授課程，
包括專門課程「執法及保安管理榮譽社會科學學
士」、「幼兒教育學士」、「護理學碩士（中醫護
理）」等。
「入學資訊日」當天設有進修輔導環節，由公大教

授親身解答；另有諮詢服務，方便在場人士查詢學分
承認或豁免、學費資助、選科及報名手續等問題。合
資格人士可即場申請報讀課程、學費資助計劃及學費
免息分期計劃。同日下午1時半為「公大講堂」第二
講，由著名填詞人盧國沾主講「歌詞背後」，分享其
歌詞創作歷程，詳情請瀏覽www.ouhk.edu.hk/Great-
Speaker，查詢電話：27112100。

■雙非家長王先生聽聞落
榜消息失望。 姜嘉軒攝

■黃永強指「世襲制」有
好有唔好。 姜嘉軒攝

■李太慨嘆「世襲」令競爭
加劇。 姜嘉軒攝

■龍女士（右）外曾孫獲
取錄感高興。 姜嘉軒攝

■■左起左起：：艾荃艾荃、、呂堅呂堅、、盧偉國盧偉國、、胡曉明胡曉明、、郭郭
位位、、莫偉軒莫偉軒、、李惠光李惠光。。 城大供圖城大供圖

■左起：3位城大創業者黃議德、袁星亮及繆堅尼分享創業經
驗。 城大供圖

■■黃福榮指黃福榮指
上京交流收上京交流收
穫豐穫豐。。
筆者供圖筆者供圖

本疊內容：文匯教育 社團新聞 神州大地 中國新聞 台海新聞 地方視窗 國際新聞 戲曲 副刊 娛樂新聞 體育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