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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麗幗拍片「護袋巾」緊隨訟黨

跨境家長多管齊下入「專網」
申請小一統一派位 擬定遷港叩門轉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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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煥光：港大生衝擊校委「先暴者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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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跨境專網」將提供 2,790 個學
額，較去年略增，預計足夠應付約

2,750名參與派位的跨境生需求。不過，最
受跨境生家長歡迎的北區3個校網學額只得
239個，較去年減少14個，令希望就讀北區
的跨境學生競爭更激烈。

「排頭位」單非家長：務求港升學
居於深圳龍華新區的單非家長李女士，
因為擔心兒子被派往偏遠地區，前晚徹夜
未眠，昨日7時提早到派位中心「排頭位」
遞交申請表。她表示，兒子於粉嶺就讀幼
稚園，每日上學已經要花兩小時，坦言若
被派到偏遠地區，「就要趕第一班地鐵才
能（準時）到達（學校）」，將會十分吃
力。雖然如此，她指不會考慮在內地讀
書，希望兒子可以在香港教育制度下成
長，除了首三志願均為北區小學外，也會
做好叩門準備。
跨境家長劉太決定避免競爭，折衷報讀
元朗的學校。她表示，北區太多人報讀，
擔心若主力押注於北區小學，一旦失敗或
被派到偏遠學校，所以寧願選讀競爭較小
的元朗區小學，屯門勉強在考慮範圍內。
她希望上述策略成功，若派位不理想，或
會叩門，最壞打算是讓兒子在內地就讀。
一對龍鳳胎子女將於今年升小學的單非
家長李太，以北區學校為首選，次選大埔

區學校。從商的她指，自己曾「睇過幾次
樓」，如果派位結果理想，或會搬到香港
居住，預計花500萬元。
若派位結果未如理想，李太表示將不會
叩門，會直接為子女報讀位於九龍塘的私
校耀中國際學校，「學費貴不要緊，最重
要是學到東西。」

居深港人：首選北區校 次選葵青
港人雷先生早年因工作關係，已於深圳
居住近10年。他經常要跨境到中環上班，
昨日亦到「跨境專網」派位中心，為兒子
報名統一派位。他表示，選擇居於內地是
因為住所較大，社區綠化及休憩空間較
多，但他希望兒子可以學好廣東話以及更
銜接國際，所以安排他接受香港教育。他
表示，將首選北區學校，次選葵青，「因
為我在葵青長大，也希望兒子可以在那邊
長大，如果有需要，會搬回香港居住。」

港人與雙非齊「攪珠」：這是現實
他表示，若派位結果不理想，除了叩

門、搬家之外，也會有「Plan B」，待兒子
二年級時再轉校。被問及身為港人卻要和
雙非一同參與「跨境專網」的「攪珠」，
雷先生指「無辦法，這是現實」，並認為
「跨境專網」其實是更有彈性的安排，
「以前甚至不知道有什麼選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一年一度的小一統一派位，昨日起

一連兩日接受申請，大批跨境家長昨日到「專網」位於北區的派位中心

辦理選校手續。隨着紓緩北區小一學位緊張的「跨境專網」實行3年，不

少跨境學童家長陸續適應派位政策，訂好方案應對不同結果。有家長昨

日表示，若被派到偏遠地區，或會舉家遷港，又或待孩子二年級時轉

校。另有家長計劃，即使叩門不成功、要趕搭第一班地鐵才可準時到偏

遠的學校上學，也要將孩子送到香港讀書，讓他在香港教育制度下成

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除了北
區小一學位供求備受關注外，昨日位於瑪
利諾修院學校（小學部）的九龍城41名校
校網統一派位中心，學額競爭也頗為激
烈，有大批家長一早等候辦理選校手續。
有以「投資移民」方式從內地來港的家
長，最近月花5萬元租金搬入名校區，更
為兒子報數間私立小學「買保險」。亦有
本地家長多年前已不惜「大屋搬細屋」遷
往九龍塘，部署子女升小，但該校網近年
經常要向附近的黃大仙校網「借位」，家
長擔心孩子不能原區入讀。
面對九龍城學額競爭激烈，多名家長不惜

豪花逾萬元在區內租樓。多年前以「投資移
民」方式從內地來港的黃女士昨日表示，本
身已於港島區置業，因心儀喇沙小學，最近
以5萬元月租區內近千呎單位，又為兒子報
讀多間私小作後備。同樣以「投資移民」方
式來港的吳小姐，亦以2萬多元租住區內，
期望兒子可成功入讀瑪利諾修院學校。
來自上海的周女士認為，香港有優質的教

育，故一直期望兒子能來港讀書。首選喇沙
小學及拔萃小學的她，除了月租逾萬元搬入
區內部署兒子升小，又月花逾萬元讓其子學
習英文、柔道及會話等，提高升學競爭力。

競爭激烈 本地家長多手準備
本地家長何女士為助兩名子女爭入名校，

多年前花逾600萬元「大屋搬細屋」，從新
蒲崗搬至九龍塘。
不過，由於當年學額競爭激烈，其子最終

被派到黃大仙區學校。她表示，今年升小的
女兒首選嘉諾撒聖家學校，但擔心亦會派到
黃大仙區。
由大埔搬到九龍塘的本地家長李太表示，

因區內名校如喇沙競爭大，故會轉投校風不
俗的九龍塘官立小學，並會報讀多間私小及
直資學校「買保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一小
撮激進的香港大學學生聯同校外示威者，
日前以圍堵、阻塞、叫罵等方式，衝擊香
港大學校務委員會會議，導致多人受傷。
行政會議召集人林煥光昨日指出，大部分
市民都不支持肢體暴力行為，學生做法是
「先暴者輸」，只會把目的越推越遠，更
會影響港大形象，令知名學者卻步，不到
港大教書，影響港大排名。他呼籲學生以
智慧及文明方式推行理念。

批累死港大 累死自己
身為港大舊生的林煥光，對當日激進分

子衝擊校委會事件表示感到心痛。他認
為，大部分市民都不支持肢體暴力行為，
學生這樣做是「先暴者輸」。市民在電視
上看到，「原來大學生都要用到『長毛』
（長期在立法會『拉布』的議員梁國雄）
啲咁嘅方法」，將會影響港大和大學生形
象，「累死港大，累埋自己」，又擔心港
大目前管治如此動盪，可能令知名學者卻

步，不到港大教書，影響港大排名。

引《史記》「慎而有謀」籲「用腦」
林煥光強調，委任李國章為校委會主席

是特區行政長官的判斷，亦已成事實，之
後可檢討校委會的組成，但學生想要改變
制度和架構，就要先爭取公眾了解和認
同，長期用負面肢體衝突的方法，只會把
目的越推越遠，不會得到公眾支持。他強
調，肢體暴力不是「勇」，又引用司馬遷
《史記》：「大勇者慎而有謀」，呼籲學
生以智慧及文明方式表達反對聲音及推行
理念。

盧偉聰：接4報案電話 警決定入校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港大學生早

前包圍校委會會議現場，也有示威者多次衝
擊，警方當晚進入港大校園處理，被質疑做
法欠妥。警務處處長盧偉聰昨日表示，警方
於當晚收到4個報案電話尋求協助，才會有進
入校園的決定。
上周二港大校委會在校園內舉行會議時，

有學生包圍及衝擊會議現場，警方當晚介入
處理，反對派即質疑警方在大學範圍內執行
職務的做法欠妥。警務處處長盧偉聰昨日出
席電台節目時指，警方在事發當晚收到4個報

案電話指有罪案發生，尋求警方協助，才會
決定進入校園。

執法考慮公共安全 無其他考量
他續說，在場部分人行為激烈，不知道是

否學生，但強調相信在場警員專業，會按現
場環境作出正確判斷。他明白學生看到軍裝
警員進入校園會感到不自在，但警方一般不
會干預在大學出現的示威活動，有聲音稱警
方「打壓示威活動」完全是誤會，警方執法
僅考慮公共安全，並無其他考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港大校委會主席李國
章日前公開批評公民黨煽動學生包圍校委會，干預港大
事務，又指罷課組織者之一梁麗幗，更曾跟隨公民黨黨
魁梁家傑（袋巾）實習。梁麗幗隨即信誓旦旦稱，自己
和公民黨「完全沒有關係」。不過，社交媒體facebook
（「臉書」）流傳的短片顯示，梁麗幗2012年已為競
選立法會的梁家傑拉票，更在梁家傑被市民指罵時用手
機拍攝該名市民，「護主」不遺餘力，其「實習不等於
承傳其政治理念」的謊言不攻自破。
被李國章點名批評後，梁麗幗當日隨即於「罷委會」

記者會上信誓旦旦地稱，自己和公民黨「完全沒有關
係」，又在社交網站上揚言：「我係（四年前）梁家傑
的intern，我發動罷課，所以我就唔係港大學生，我就
冇自由意志？」為自己與梁家傑的政治關係狡辯。梁家
傑前日在電台節目亦聲稱，梁麗幗雖然是他4年前的實

習生，但後來「已很少聯絡，甚至可形容為facebook朋
友」，聲言自己無可能影響其行動。

「講大話」稱自己與訟黨無關
不過，有網民於去年初上載影片，證明梁麗幗並不僅

是梁的實習生，更為梁家傑參選立法會「拉票」。根據
該2012年拍攝的片段顯示，梁家傑於九龍東街頭宣
傳，梁麗幗拿着宣傳單張，站在梁家傑旁邊。當時有街
坊經過，痛罵梁家傑損害香港利益，梁家傑立刻說這街
坊侵犯了他的選舉權利，更指示作為實習生的梁麗幗用
手機拍攝該名市民，稱要報警和「報ICAC（廉政公
署）」來威脅市民。梁麗幗二話不說，便拿起手機向該
市民「還擊」。有網民留言，嘲笑梁麗幗是「霸氣娘娘
呃市民唔識法律」。所謂「有圖（片）有真相」，片段
中梁麗幗「出力護主」，「和公民黨沒有關係」擺明

「睜眼說瞎話」。

「長毛」助理認衝擊當晚在場
李國章日前點名批評社民連立法會議員梁國雄助理在

衝擊當晚在場，梁國雄死口不認。不過，其助理黃永志
及社民連副主席黃浩銘，則在個人社交網上直認當日有
份到場衝擊校委會。黃永志狂言「我前晚響應港大同學
的號召，晚上去左（咗）港大聲援，咁都被李國章spot
到？但我去到個（嗰）時，已經見到港大同學好勁，圍
困李國章，之前亦唔使人在後面操控已經搞左（咗）幾
次罷課集會。」借此轉移公眾視線。
黃浩銘粗鄙地聲稱：「係呀李國章，社民連有人去咗

港大架（㗎），然後呢X頭皮？你Ａ眼、Ｂ眼、Ｃ眼，
邊隻眼見到我哋慫恿學生？學生咁易慫恿，你都去慫恿
吓啦。」

■梁家傑「拉票」時遭市民指罵，梁麗幗用手機拍攝該
市民「護主」。 網上截圖

「兩地矛盾」常被預設為北區問
題，但從昨日「跨境專網」和本地校
網派位中心情況可見，前者有雙非學
童家長，也有居深港人；後者有本地

家長，也有遷港的內地人。無論屬於哪個「類
別」，事實反映了家長陣營並非「壁壘分明」，而
是「縱橫交錯」，家長之間似乎亦已經適應了這個
多元群體，再不見呼天搶地嚷着派位制度「不利本
地學童」或「歧視跨境學童」的家長。

「跨境專網」尚未實施時，家長對北區小一學額
競爭「心中無底」，升學問題因而演變成「矛
盾」。隨着政策推行，不同學生都獲得適度保障，
多元群體相處更融洽。記者以為跨境學童家長會不
滿被派到偏遠地區，但他們大多都表示「盡人事，
聽天命」；以為本地家長會不滿雙非、單非學童
「搶學額」，他們卻指「習已為常」，讓子女提早
認識不同的人，也可順便練習普通話。兩地嫌隙似
乎比想像中小，雖然沒有「勁爆」的採訪內容，但
卻反映了一句老生常談︰「沒新聞就是好新聞。」

■記者甘瑜

「跨境專網」融兩地多元群體
有跨境學童家長接受政策安排，參加「跨境

專網」的「攪珠」，也有人決定提早搬到香
港，讓子女循本地校網參加派位。有跨境學童
家長月租1.2萬元在上水設「第二個家」；有
人「組隊合租」上水單位，輪流到港照顧孩

子，攤分租金和責任；有人則將女兒交由居港的外
婆照顧，以入讀北區學校。
昨日到本地校網派位中心鳳溪創新小學遞交報名

表的劉女士，為了讓孩子不用每天跨境上學及順利
入讀北區學校。去年9月開始，她和幾個「志同道
合」、子女一同上幼稚園的家長合租上水一單位，3
人攤分每月9,000元的租金，更輪流到單位內照顧
孩子。她坦言︰「要讓子女在香港讀書，必須創造
條件。」
做生意的單非家長鄧先生於去年9月來港設「第

二個家」，每月以1.2萬元租700多呎的單位，讓港
人妻子在上水照顧兒子。他表示，若居於深圳的
家，兒子每日上學起碼要花1至1.5小時，為免兒子
浪費太多時間於交通之上，決意遷港，讓他就近入
學。有關情況很難說公不公平，「每個地方都有它
的體制。」

有家長則將子女交由居港的親人照顧。吳女士自
雙非孫女上幼稚園時就開始加以照顧，希望孫女能
與自己同住香港，可更方便上學，以及循本地校網
報讀北區學校。

單雙非遞表多 預先問叩門位
面對愈來愈多跨境學童搬入區內競爭學額，本地

家長葉先生雖然認為是一個「漏洞」，並希望特區
政府可採取措施，但坦言此情況於香港家長身上亦
常見。他表示，自己因為工作關係，也經常到內
地，「兒子遲早也要遇到不同地方的人，早點認識
也是好事。」若派位結果不理想，他會替兒子報讀
國際學校。
鳳溪創新小學校長李淑賢表示，雖然該校是本地

校網派位中心，但來遞交報名表的單非及雙非家長
較想像中多，雖然未至於與本地家長一半半，但總
能看到這些家長的身影，「也有家長擔心競爭激
烈，已經預先問我學校會有多少叩門位。我們學校
約有8至10個叩門位，去年就有200多人競爭。」

■記者 歐陽文倩

「合租」住上水 攻本地校網

■小一統一派位昨日開始接受申請，不少家長一早便到派位中心遞交申請表。 曾慶威 攝

■葉先生（左）表示，若派位結果不理想，會替兒子報讀
國際學校。 曾慶威 攝

■■鄧先生鄧先生
曾慶威曾慶威 攝攝

■■李淑賢李淑賢
曾慶威曾慶威 攝攝

■李女士擔心兒子不
能獲派心儀學校。

歐陽文倩 攝

■劉太決定避免競
爭，折衷報讀元朗的
學校。 曾慶威 攝

■單非家長李太表
示，首選北區學校。

曾慶威 攝

■雷先生到「跨境專
網」為兒子報讀香港
的小學。 曾慶威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