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中學額微升「未崩頭」仍要爭
去年5爭1今4.9爭1 黃大仙東區南區最易升讀心儀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2016年9月新學年升中學生分區統一派位

選校即將開始。近年適齡學童人數持續下跌，今年參加派位升中生便較去年
減少約600人，而教育局推行了3年的中一「減派」方案已完結，令供派位
的學額回穩。根據昨日發佈的《中學一覽表》資料，今年經18區校網分
派、受家長歡迎的英文中學中一學額共有9,481個，較去年增加近1%，全
港平均計每4.9人競爭1個英中學額，較去年5爭1略略放緩。其中黃大仙、
東區和南區入讀英中的競爭較去年少，有關地區學童入讀心儀中學的機會有
所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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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知文化祭暨學校開放日2016」
將於本月24日（星期日）早上10時
至下午6時，於匯知中學舉行，地址
為將軍澳勤學里2號。校方表示，今
年的文化祭除保留歷屆多元文化體驗
的主題外，亦特別加入了「i-Pad至激
賞體驗互動學習」專區，於一樓及三

樓的中文、英文、數學及普通話主題課室將以i-Pad作學習
體驗及比賽，每小時得分最高者將可獲贈巨型公仔乙隻。
此外，「文化祭」綜合匯演將於下午2時30分至4時30
分在該校禮堂舉行，區內中小學及機構代表將參與才藝表
演，包括將軍澳宣道幼稚園的普通話話劇、信義會小學的
花式跳繩表演，而匯知中學的同學則有管弦樂團、花式跳
繩、民歌、現代舞及手鈴等表演。
在運動體驗方面，當日將舉行全港小學男子足球賽，而該
校亦會開放攀石牆、彈床等設施，並在專業導師指導下，讓
參加者一展身手。如有任何查詢，可致電匯知中學2706 6969
與學校發展部首席主任簡慧茵聯絡。 ■記者 高鈺

匯知「文化祭」玩i-Pad贏公仔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高
鈺）聯合國兒童基金香港委
員會（UNICEF HK）早前
舉辦「小畫家大夢想繪畫比
賽」，為內地醫療設施匱乏
的偏遠山區籌款，支持當地
的母嬰健康服務。近千名12
歲以下兒童齊集在維多利亞
公園，以畫作為內地婦女及
兒童送上祝福。
參加者的報名費及捐款，

連同周大福珠寶集團捐出的
80萬港元，令是次活動合共
籌得100萬港元。年僅10歲
小五學生黃采羚，憑着芭蕾舞女孩畫作成為全場總冠軍。
從小學習芭蕾舞的采羚雖然從未到訪過內地山區，但平日
從新聞得知當地兒童及婦女生活貧苦。對於能夠用自己的
力量幫助內地兒童，她感到特別高興。
UNICEF HK總幹事劉玉燕表示，是次活動旨在為雲南、

甘肅及四川省中15個貧困縣的家庭提供現金資助，鼓勵他們
接受產前產後檢查、住院分娩、初生嬰兒疫苗注射等生死攸
關的母嬰健康服務。
她感謝香港一眾小畫家發揮「兒童幫助兒童」的精神，支
持該機構在山區的健康工作。

「小畫家」籌百萬
助內地貧困婦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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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應對人口下跌引起的收生不足危機，教育局在
2012/13學年推出歷時3年的「211」或「111」

減派方案，至今年已完結，令整體中一統一派位學額不
用再「結構性減少」。根據昨發表的《中學一覽表》資
料，針對全港110多所受家長歡迎的英中，共有9,481
個中一學額作分區派位之用，較去年增加64個。
教育局發言人指，按2月底最新數據顯示，預計參

加新學年中學學位分配辦法的學生約4.61萬人，即
較去年4.67萬人減少600人。意味新學年平均4.9名
升中生競爭1個英中學位，比去年的5爭1放緩。其
中個別地區如黃大仙、東區、南區和元朗區有較明顯
的競爭減少情況。

九龍城區學額全港最多
至於一眾「名校區」入英中學額的競爭仍屬全港
最低，中西區及灣仔約為2.3人至2.5人爭一個英中
位；而九龍城區提供的英中學額有1,140個，屬全港
最多，競爭情況與去年相若約3.6人爭1位，其次則
是沙田區有950個，約4.3人爭1位。

離島仍屬「最激烈」地區
離島區方面，因區內未有英文中學，家長只能透

過派位機制報讀他區英中向離島小學提供的學額。該
區900多名升中學生，競爭他區的21個英中學額，
平均44人爭1位，雖然有關競爭較去年放緩，惟仍屬
全港英中位競爭「最激烈」的地區。
資助小學校長會主席賴子文認為，雖然整體學生

學童人數下跌令英中競爭放緩，而各區學額差異仍相
當大，不能一概而論，「例如離島本區沒有英中，故
學生就要選讀他區英中，爭學位的情況仍然十分緊
張。」他又提醒家長選校時應配合子女能力和性向，
不用單純追逐英中或名校，強調「太大壓力和太過輕
鬆（對學生成長）亦不是好事。」
教育局發言人則表示，參加2016年度中學學位分

配辦法的小六學生家長，將於日內透過其子女就讀的
小學，收到有關中一派位的選校資料。家長須將填妥
的選校表格交回其子女就讀的小學，以便學校可於5
月4日或以前送交教育局辦理。

地區 學額 學位競爭（去年）

中西區 549 2.5（2.6）

灣仔 769 2.3（2.4）

東區 597 4.4（4.7）

南區 116 10.7（11.4）

油尖旺 469 4.7（4.8）

深水埗 449 6.9（7.0）

九龍城 1,140 3.6（3.6）

地區 學額 學位競爭（去年）

黃大仙 427 6.4（6.1）

觀塘 692 5.7（5.8）

西貢 308 7.4（7.2）

沙田 950 4.3（4.4）

大埔 352 4.7（4.7）

北區 416 6.7（6.9）

元朗 650 6.6（6.9）

地區 學額 學位競爭（去年）

屯門 684 4.3（4.3）

荃灣 299 6.8（6.8）

葵青 593 5.0（5.1）

離島 21 44（45.9）

總計 9,481 4.9（5.0）

資料來源：教育局及《中學一覽

表》 製表：黎忞

英中派位競爭情況

落後、貧窮，是大家對柬埔
寨的印象吧。我們也許會用同
情的態度看待，以觀感去衡量
一個地方的好壞。
我有一半血統是柬埔寨人，
我爸爸是柬埔寨人，因柬埔寨
發生內戰，逃到香港。說來慚

愧，我一句柬文都不懂，從沒身份的認知。我爸曾
娓娓道來他的故事，回首從前：「我們很窮，卻幸
福。」年少的我，不明白這矛盾的句子。在香港土
生土長，香港教懂我的不是那回事。
直至今年初，我參加了學院安排的「柬埔寨服務
體驗計劃」，對這句說話終於有所體會。柬埔寨正
如我爸所描述，簡陋的建築物、殘舊的步行工具，
連一隻牛都瘦得見骨，可想而之，當地人的生活質
素如何！我到埗第一天就冒起一個疑問：「到底何
來幸福？」
第二天我們隨即開展服務計劃，當時並沒有什麼
特別的心態。從前做義工，完成任務就可以了，以
賣旗為例，只為滿足學校要求的服務時數。原來，
從前的我是如此的膚淺。

孩童一聲「Hello!」心是那麼熾熱
改變心態全因柬埔寨孩子的熱情。來到
「HAPPY LAND」孤兒院，地如其名，我們還未

下車，就隱約聽到一群小朋友的興奮叫囂，細聽一
下，不斷有「Hello! Hello!」在我們耳邊徘徊。我
的內心也莫名地興奮起來，究竟發生什麼事情？心
還是第一次那麼的熾熱，有一種趕快要衝下車的念
頭。一個個小孩帶着天真的笑容等候我們，那個笑
容不是掛着，而是令我真切地感到那份真摯。
一下車，他們就迅速跑來，有的與我們擊掌，有
的擁抱，有的牽手，較嬌小的孩子就抱着我們的
腳。場面既滑稽又窩心，明明前一秒互不認識，下
一秒就打成一片。他們更高歌幾曲，語言不通，仍
然感動。感動從來就是那麼簡單。明顯是他們改變
了我們，他們比我們這群義工更主動活潑。
他們是孤兒，但不代表是孤單一人。他們擁有的

或許比我們更多。金錢買不到快樂，而快樂正是世
界上最便宜又最昂貴的東西。便宜到可以一毫不花
就得到，昂貴到可以千億都換不到一笑。他們很簡
單，有人陪就可以了。即使只是「包剪揼」的簡單
遊戲都笑得開懷，一架紙飛機就玩半天。

終明白做義工不是為時數
他們不懂「自私」這形容詞，只得兩粒糖果也會
分享；搶球時年紀較大的也會讓球給年紀較小的，
使彼此都能共享快樂。活動過後，更會幫忙收拾。
原來，做義工從不是那麼單向地只為滿足那時數。
落後、貧窮是否難以得到幸福呢？我們說柬埔寨

很落後，香港很先進。不過，反觀自身，香港先進
只是技術、資源上，而心靈卻一步一步地落後；人
與人之間那隔閡不斷增長。我們會猜忌、會計較，
把人與事都經過精密計算，愈絲毫不差愈失去更
多。柬埔寨人很隨和，從不計較太多。你借了他的
摩托車，他就拿別人的摩托車暫用，到晚上那車會
歸還在原位。他們生活貧窮，心靈卻富足。
我開始明白爸爸那句說話，落後先進、貧窮富裕

從來都是相對，非絕對。這次服務計劃令我認識到
柬埔寨和香港另一層面。
22歲的我，終於「回家」了。
■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中文高級文憑課程

學生 邢美嘉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黎
忞）物質趨向
「絕對零度」
的狀態是物理

學一個尖端科研領域，近年香港的科學家也致力躋
身其中，探究相關的未知知識，及發掘有益人類的
創新應用。獲得今屆裘槎基金會「前瞻科研大獎」
的科技大學韓籍物理系助理教授曹圭鵬，便主力研
究將原子控制於只比「絕對零度」高出100納開
（nK）的超冷原子（ultracold atoms）氣體合成量
子系統。其團隊將構建亞洲第一部能夠呈現原子結
構的超高解像度光學顯微鏡，希望能創造複雜晶體
結構的全新物料，以製造出超精密的感測儀器，同
時藉以發掘量子電腦訊息處理技術。
每 種 物 質 均 有 它 的 原 子 圖 型 （atomic
pattern），但由於現實世界中的物料存在雜質，其

原子圖型亦因而存有偏差，令科學家無法完全解開
他們的物理特質。包括美國前能源部長兼諾貝爾物
理學獎得主朱棣文等科學家，遂透過將原子冷卻至
接近零下273.15度（-273.15℃）的「絕對零度」
的超冷原子研究，呈現物質最原本的原子結構面
貌，開啟了嶄新的量子物理學領域。

原子於極冷溫度獲重大發現
曹圭鵬亦是投入超冷原子研究的年輕科學家之

一，在2004年至2010年間他於麻省理工學院讀博
士時，曾與2001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Wolfgang
Ketterle進行原子干涉儀的研究，並成功發現當中
的超冷原子量氣體在操作過程中分裂，成為特殊的
量子態。
其團隊也利用原子分子光學的實驗技術，將原子
控制於比絕對零度高出100納開（nK）的極冷溫
度，並取得多個重大發現，包括如何利用超冷原子

長時間維持非經典量子形態，以及模擬日本傳統竹
織圖案「Kagome」的複雜晶體結構中創造一組新
物料，作為測量超冷原子的平台。
2013年加盟科大後曹圭鵬也將其超冷原子科研

領域帶來香港，今年更獲得專門表揚學術界「明日
之星」的裘槎「前瞻科研大獎」，未來5年獲500
萬元的大額資助支援其嶄新研究項目。

有望推動量子訊息科學
他表示，計劃利用有關資助構建亞洲首部足以顯現

物質原子結構的超高解像度光學顯微鏡，「我們希望
利用可高度控制的合成物料作為模型系統，進一步了
解凝聚態物理學中的多體量子面貌，以發現更多不存
在於傳統固體物料中的量子系統。」透過認識及掌握
物質的量子狀態，將有助開發具備超精密及其他特
性，包括可用於太空科學的全新材料，也有望推動量
子訊息科學，對實現量子電腦有重大貢獻。

科大曹圭鵬研超冷原子揚威

柬國「很窮卻幸福」快樂就那麼簡單

大學遊蹤大學遊蹤

■小五生黃采羚 作者供圖

■曹圭鵬（前左）獲得今屆裘槎前瞻科研大獎。圖為他在頒獎
禮從楊紫芝（前右）手上接過獎項。 科大供圖

■邢美嘉與柬埔寨孩子的合照。 作者供圖

■曹圭鵬主力研究利用超冷原子氣體，以創造新的合成量子系
統。圖為他示範在研究中利用的鐳射光線。 彭子文攝

■圖為匯知中學以往開放日的情況。 該校供圖

■■ 根 據根 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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