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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券留位」見效
逾六成K1班「大吉」

北區七成幼園有空缺 無「一人霸多位」家長有得揀
全港 K1 班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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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日前公佈 K1 幼兒班空缺資料，現時全港有逾六成幼園仍有學位空缺。圖為本港幼稚園上課情
製表：記者 黎忞 況。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教育局今年續推幼稚園「學券留位」措施，以防止「一人霸
佔多位」情況。經過上月中的統一註冊後，局方近日公佈各區幼兒班（K1）學位空缺資
料，全港七百多所有參與「學券留位」措施的幼稚園中，有超過六成（461 所）仍有空缺可
收生，可見學額供應相當充裕；而過往學額較緊張的北區，今年更有七成幼稚園仍有空
缺。有家長團體指，現今情況反映幼稚園學位較鬆動，家長也可有更多選擇，相信會受歡
迎。

過去由於「一人霸佔多位」情況，令幼稚園招生的
過程中一度出現學額不足的假象，教育局去年起

推行「學券留位」措施，以盡早騰出剩餘學額供家長
作第二輪申請。有關措施今年繼續推行，並於上月中
完成統一註冊階段，各幼稚園可確認剩餘學額情況。
而為方便家長參考，教育局日前於網上公佈全港幼
稚園 2016/17 學年幼兒班最新空缺資料，截至 1 月 28
日，734 所參與「學券留位」的幼稚園中，有多達 461
所表示仍有學位可供收生，佔總數62.8%（見表），其
中 281 所幼稚園屬有學位空缺接受申請，另 180 所則正
處理候補學生名單。

跨境生青睞北區 空位大增
以分區計，油尖旺和荃灣區分別有 4 所及 5 所幼稚園
仍有學位空缺可供申請。而過去受跨境家長青睞的北
區，去年同期只有不足一成幼稚園仍有學位空缺可供
申請，但今年則大幅增加，當區 42 所幼稚園當中，有
21 所仍有剩餘學位，包括佛教沈東福幼稚園、嘉寶中
英文幼稚園（粉嶺）和明愛打鼓嶺幼兒學校等；另該
區也有9所幼稚園正處理候補學生名單，以填補學位空
缺，總數計該區合共有71.4%學校仍有空缺。其他鄰近
邊境的元朗和屯門，同樣較多幼稚園有剩餘學位，如

加上正處理候補名單的學校，即分別有 72%和 60%仍
有學位。
不過，教育局網站未有公佈個別學校剩餘學額的數
量，有關資料亦會隨時轉變，因此家長如有需要，可
直接聯絡相關幼稚園，以取得最新資訊。
對幼稚園學額最新情況，北區家長教師會聯會主席
陳容珍指，早前不少家長仍擔心區內學位緊張，現時
確認多所學校剩餘學位，意味家長可有更多選擇，若
另一所學校仍有空缺，有需要時更可為子女另覓學
校，相信他們會歡迎。她又指，學位鬆動下孩子可更
輕鬆，上課及活動時也有更多空間，不會「逼爆」。

業界憂「雙非截龍」收生嚴峻
大埔及北區幼兒教育校長會主席郭楚翹則表示，往
年鄰近邊境的幼稚園吸引不少跨境生報讀，令北區等
多個地區幼稚園收生較多，惟受「雙非截龍」影響，
今年升幼稚園的跨境生大減，加上本港出生率不高，
擔心部分幼稚園收生情況變得更為嚴峻，甚至面對經
營困難。

「優配學額」
分配 嶺大浸大
「輸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教資會與八大院校
每3年就會進行一次學術規劃及經常補助金評估，以鼓
勵各院校定期檢討發展策略和學術優次，並重新分配
約 5%的一年級學額，以確保公帑資助學額能用得其
所。
在2016/17學年至2018/19學年的新一輪分配中，嶺
南大學和浸會大學的「優配學額」分別全數失去及減
少近 80%，而科技大學及中文大學則分別增加了約

44%及約31%。
資助院校須預留其非人力規劃範疇的一年級學額之
6%，以便按「優配學額」機制重新調配，但因嶺大規
模細小，因此只須預留 4%，而教育學院則因大部分課
程均須按當局的人力規劃需求設立或屬於「受保護範
疇」，故無須預留任何學額。
在 2016/17 學年至 2018/19 學年的 3 年期間，共有
730 個一年級學額按照「優配學額」機制進行分配，其

中 85 個學額獲調配予應付新增的人力需求及其他人力
規劃範疇學額的改變，餘下 95%的一年級學士學位課
程學額則不受影響。
新一輪分配結果顯示，浸大和嶺大成為「輸家」，
分別失去 52 個和 22 個學額，科大和中大則分別增加50
個學額。雖然教院亦減少了 39 個一年級學額，但有關
改變是根據政府對小學教師學額需求減少的意見而削
減，這些學額已獲重新分配以應付其他人力需求。

「一帶一路」獎學金 先選印尼建基東盟

A2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今年
施政報告提出設立「一帶一路」獎學
金，但卻被部分人質疑為「益外人」
政策，又稱當局未有優先照顧本地居
民教育需要。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昨重
申，政府已投放大量資源助本地生升
學，包括每年 1.7 億元的獎學金供升讀
本地大專院校，另有七千多萬元資助
港 生 到 境 外 升 學 或 交 流。 他 又 指，
「 一 帶 一 路」 獎 學 金 以 印 尼 為 第 一
站，是「經過科學與事實，專業及實
務」的決定，當地是東盟中最大的國
家，政府期望能透過計劃促進兩地學
生交流而開始考慮到該地升學，開拓
更多發展機會。

吳克儉：安排經雙方深思熟慮

吳克儉昨回應立法會議員質詢時
指，「一帶一路」獎學金以印尼為第
一站，是建基於香港與東盟的合作，
而印尼屬東盟最大的國家，加上早前
已跟香港簽署教育合作諒解備忘錄，
有關安排經過雙方深思熟慮，是「經
過科學與事實，專業及實務」而作的
決定，並非「求其揀個國家（合
作）」。
而相比印尼學生來港升學，吳克儉
指，目前港生到當地求學確是很少，
期望獎學金能夠加強兩地網絡，讓本
地生對印尼有更多了解，而開始考慮
到印尼以至其他「一帶一路」國家升
學，所以獎學金亦是加強有關地區交
流升學氣氛「重要的第一步」。他又
強調，鼓勵「一帶一路」學生來港升
學將有助香港的大學環境更趨國際
化，本地學生亦可從中獲益，畢業後
更具國際競爭力。
他又重申，政府上學年已頒發 1.7 億
元獎學金予八千多名學生升讀香港的
大學及自資院校，另「專上學生境外
交流資助計劃」及「香港卓越獎學金
計劃」也分別投入 1,800 萬元及 6,000
萬元，資助港生到境外交流或升學。

生態學家接任港大理學院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
陽文倩）香港大學校長馬
斐森日前宣佈，擔任該校
理學院院長職位 10 年的物
理系講座教授郭新於本月 1
日卸任，校務委員會已聘
請了倫敦瑪麗王后大學的
■Matthew Evans
生物及化學科學學院院
長、生態學教授Matthew Evans於8月接任，其間
將由理學院副院長（教學與學習）趙寶貽擔任暫
任院長。
Matthew Evans 是生態學、演化生物學及保育
生物學方面的專家學者。他在艾希特大學（University of Exeter）及倫敦瑪麗王后大學（Queen
Mary University of London）都有不少行政管理
經驗。馬斐森指他是成功的行政管理人員，也是
溝通技巧良好的領袖，擅長解決問題，並勇於推
動改革，以帶領學術發展，相信他能勝任理學院
院長一職，帶領理學院更上層樓，成為地區及國
際間學術表現優秀的學院，希望大家能一起歡迎
他加入港大，並全力支持他的工作。
馬斐森又表示，郭新會繼續擔任講座教授一
職，並協助成立及帶領有關太空研究的新中心，
他感謝郭新過去對理學院的領導和貢獻。

恒管生觀台
「大選」
學識實踐皆難忘

收穫遠超成績單 交換生體驗豐

大學遊蹤

對於做交換生，我曾有許多擔
憂，怕負擔不了出國的生活費、怕
失去自制力而在學業上疏懶、怕獨
個兒會孤獨……但回到香港，想起
到英國南安普頓大學半年的交換生
體驗，才發覺自己太過杞人憂天，
而當中的美好的回憶，會一直陪伴

着我。
在這裡先談談當地大學的評分制度。在南安普頓大
學取得 70 分就能得 A，但這類學生少之又少，然而，
要拿低分也不容易。這樣的制度似乎在傳遞一個信
息：即便你做得好，你也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即使你
做得不好，也不必灰心，其實你並不差勁。這個評分
制度更注重學生對學業的熱誠而非 GPA，令他們勝不
驕，敗不餒。
我選了3門哲學課，美學，康德和形而上學。我很忐
忑，因為從來沒在大學上過哲學課，平時讀的書也很
少涉獵這個範疇。我戰戰兢兢地備課，有不懂的地方
就記錄下來，畫着一張又一張的思維導圖去幫助自己
理解。各樣的問題讓我抓耳撓腮，又讓我興奮莫名，
在港大我就是個宅在圖書館的人，到了英國還是一
樣。

旅行開眼界「豐收」添自信
在知識的世界，我感到人的思想可以飄浮到世界任
何地方 ，學習生活自由且滿足。整個學期 assignment
只有兩份，在寫論文時，教授給了我很多幫助，他們
更隨時歡迎學生「打擾」，同學可以在教授值班時到
其辦公室討論問題。學期結束了，我自覺收穫遠遠大
於一紙成績單，而是追求學術的能力與自信得到提
高，令我有莫大的鼓舞。
至於旅行，是交換生很重要的生活體驗。英國復活
節的假期長達一個月，同學一般都趁這個機會與家人
團聚，或是留在學校附近做兼職豐富自己的社會閱

校園放大鏡

■鄭詩雨與外國
生相處融洽。
鄭詩雨供圖

■鄭詩雨在英國
交流時留影。
鄭詩雨供圖

歷，而我選擇了旅行。過程中，我遇到了很多有趣的
人。
在雨中的咖啡館，我認識了放棄家鄉安逸生活、來
到英國由零開始的西班牙律師；也有在英國當清潔
工，後成功變身大學法律系教授的「傳奇人物」。這
位教授令我印象難忘，他坦言上天沒給他太多眷顧，
走過曲曲折折的路，他卻終於找到人生目標。

每一個相遇 每一個故事
在愛丁堡的旅舍裡，我又遇到了以寫小說為夢想的
韓國工科男，第一次獨自旅行便飛到了愛丁堡，我們
喜歡相同的作家和古典音樂，就像是在地球的另一端
遇到了一個一模一樣的自己。在凌晨的曼徹斯特，孤
零零的我被一群在 Gay Village 上班的朋友「撿」了起
來，雖然只有一頓快餐的時間，但可愛的他們暫時消
除了我獨自旅行的孤獨，又讓我認識到自身的變化：
這個和陌生人說笑話、談家常的人，已不再是那個羞

澀的小女孩。這個世界上，每個人都很有趣，他們都
有故事，每次的相遇，都讓我感到幸運。
在港大主修藝術史時，我們雖然擁有豐富的教學資
源、資深的藝術史教授，大家可以翻遍課本，瀏覽到
一幅幅世界名畫，但親眼欣賞它們的機會卻少之又
少。為了把握機會，我在英國交流期間，在歐洲主要
城市的博物館遊走，當中有大量珍貴的古典藝術品，
讓我過足了癮，也積存了一整個信封的藝術館門票。
一個人在途上，難免會遇到困難。在去愛爾蘭的路
上，我被偷了錢包，身無分文，警察也無能為力。英
國的天氣冷，我在車站一個人坐了一晚期盼着天明。
飢寒交迫，也算是嚐到了人生的另一種味道。繞過障
礙，它會變成我人生閱歷的積澱與財富。交換生的美
好，不僅僅是風景，朋友、新鮮的校園生活，還有自
身的成長，令人回味。
(標題與小題為編者所加)
■香港大學文學院四年級生 鄭詩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
鈺）恒生管理學院 30名學生在
老師帶領下，於上月 7 日至 10
日到台北進行 4 天的台灣 2016
「大選」考察活動，當中參觀
了 3 名候選人的競選總部，其
餘時間則到訪世新大學及當地

的傳媒機構。
為讓學生掌握台灣政局的基本資料，世新大學
新聞傳播學院先向同學講解台灣的政治和選舉背
景，並解答同學問題。講座結束後，世新大學的
學生代表則為恒生管理學院的學生介紹大學的錄
影室、剪片和編輯的工作室，當然還有他們最引
以為傲、台灣歷史最悠久的校園電台，學生更在
錄音室即場示範錄音，並講解台灣傳理系的學習
模式。
行程的其中一個重點，是參觀 3 名「大選」候
選人的競選總部及進行座談。一行人先到蔡英文
的總部，其媒體創意中心的代表分享了其團體在
創意和媒體上的競選策略；隔天恒管同學分別到
朱立倫和宋楚瑜的競選總部參觀。
恒生管理學院傳播學院新聞及傳播學士課程四
年級學生錢凱彤表示，在這 4 天的旅程中，同學
都學會了很多台灣選舉和政黨背景的知識，亦有
把在課堂學到的理論及技術實踐出來，「無論是
在學識上、態度上還是實踐上，也是一次非常難
忘的經歷！」錢凱彤又感謝台灣的接待單位，讓
同學們滿載而歸。

休版啟事

因應學校春節年假，本報教育版將於明天（2
月 5 日）至 2 月 15 日休版，將於 2 月 16 日（星期
二）復版。謹祝各位讀者身心康泰，學業進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