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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一統派首三志願圓夢率升
家長讚「跨境專網」分流 校長指5校網「加派」建功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黎忞） 2016年

度的小一入學統一派位結果將在明天揭

盅，教育局昨日率先公佈今年的派位數

據。本年度參加分區統一派位的適齡學童

有約2.9萬名，較去年上升約760人，而

成功獲派首三志願學校的「成功率」也輕

微增加0.7個百分點至68.9%，繼去年之

後再次上升。有家長指，當局的「跨境專

網」成功分流跨境生，紓緩北區學額緊張

情況。有校長則表示，當局今年於北區、

大埔及元朗等5個校網推出「加派」措

施，讓學校每班可增收數名學生，相信是

派位「成功率」上升的主因。

近年小一統一派位獲首三志願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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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人數

29,243

28,483

29,124

27,676

24,352

22,003

20,848

20,978

20,794

21,644

獲派首三志願比例

68.9%

68.2%

66.4%

68.2%

72.7%

77.3%

79%

79.1%

81.7%

82.1%

港青繪畫日接受報名學生自訂目標「享受」功課評估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高鈺) 為培育青少年的藝術才

能，藝育菁英基金會於下月10日（星期日）舉行「全港
青少年繪畫日2016」，現正接受全港青少年報名。活動
費用全免，而每名參加者可獲贈全新繪畫用具一套。
大會今年目標是號召超過3,000名青少年齊集中環遮打

花園及全港18區景點，一同發揮藝術天賦及創意，透過
繪畫表現心目中的香港。
大會評審團將由中環遮打花園的作品中選出優異獎10

名、18區各選出優異獎5名，共100名得獎者。他們可直
接參加10月1日舉行的「全港青少年繪畫總決賽」，10名
總決賽優勝者可免費到俄羅斯參加一星期的藝術之旅。
活動接受13歲至18歲的青少年報名，有興趣者可透過
藝育菁英基金會網站 (www.yadf.hk )或向欲參加地區的民
政事務處報名。
至於上屆的「全港青少年繪畫日得獎作品展」由即日

起至7月9日假一新美術館舉行，展出110幅得獎作品，
讓公眾從年輕一代的藝術角度欣賞香港。

教育局資料顯示，今年共有29,243名學童參加小一
統一派位，當中有20,138人獲派首三志願，「成

功率」達68.9%，較去年的68.2%微升0.7個百分點。

整體滿意率82.5%超去年
獲派首三志願學生中，有2,924人是屬於甲部不受校
網限制的學額，另有26,319人獲乙部分區校網派位學
額。若連同去年或完成的自行分配學位階段計算，今年
小一入學整體滿意率達82.5%，亦較去年高出0.4個百
分點。
近年北區都是小一入學焦點，該區小學校長會主席周
啟良表示，小一首三志願比率上升，相信令部分家長和

學生感到滿意。
他又指，教育局有見北區學額仍有不足，今年初決定
上水80校網和粉嶺81校網的每班派位人數可增加3人
至28人（小班）或33人（非小班），有助處理學額需
求，令較多人可入讀心儀學校，不過有關學額仍不足以
吸納有意入讀區內學校的跨境生，所以首三志願比率仍
不算高。
除北區兩校網外，教育局今年亦有於元朗及大埔共3

個校網「加派」，以應付統一派位學位需求，其中元朗
西73校網增至每班派30人，元朗東74校網則增至每班
派31人，大埔84校網每班派32人。

校長：有跨境家長提早「叩門」

今年為「跨境專網」第三年實行，北區家長教師聯會
主席陳容珍認為，該安排有助分流部分跨境生到其他地
區，能輕微紓緩北區學額緊張。
她又提到，區內亦有部分家長會為成績優異的孩子跨
區報讀心儀學校，此舉亦減輕北區本地學額的競爭，或
令北區獲派首三志願人數較往年上升。
身兼東莞學校校長的周啟良則指，在「跨境專網」下
不少跨境家長擔心孩子會被派往較偏遠學校，今年該校
有跨境家長本周一已提早「叩門」，屬往年少見的情
況。
就明天公佈的本年度小一統一派位結果，教育局提醒
家長可在明天或後天上午9時30分至下午12時30分，

或下午1時30至4時30分，到所屬的統一派位中心領取
「小一註冊證」，並於下星期二或三，前往獲派的學校
辦理入學註冊手續。

■學童人數逐年下降，為保障教師教席，教聯會聯署要
求凍結未來兩年中一班級數目。 吳希雯攝

■教育局昨日公佈本年度小一統一派位數據，獲派首三志願的比率為68.9%，比去年微升。圖為去年
小學自行收生階段首天情況。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高鈺） 今年10歲的
香港演藝學院青少年音樂課程學生譚允靜，剛
於意大利舉行的第二十三屆安德烈亞．鮑思達
契尼國際小提琴大賽的A組賽事擊敗11名7歲
至10歲的對手，勇奪第一名，其出色的表現
更令她在逾百名比她年長的參賽者中脫穎而
出，獲頒發賽事的最高榮譽大獎「鮑思達契尼
獎」（Postacchini Prize）。
譚允靜自3歲半開始學小提琴，師隨演藝校

友兼青少年音樂課程導師陳國偉，至7歲轉隨
演藝弦樂系主任馬忠為教授習琴至今。演藝音
樂學院蔡敏德博士為譚取得佳績表示欣喜，並
感謝老師對培育年輕音樂家不遺餘力，她認為
師生之間緊密的交流是演藝教學的特點。
剛從意大利回港的譚允靜對於是次獲獎表現

驚喜，又坦言比賽時十分緊張，因這是她第一
次出國比賽。除了感謝父母、教授及伴奏老師
外，她有提到Alfredo Primavera慷慨借出其於
1667年製造的小提琴給她出賽時使用。
譚自今年 3月起開始用該琴練習，物主

Primavera遠道而來，特地到比賽場地為小提琴
調校音色，讓她非常感動。
意大利安德烈亞．鮑思達契尼國際小提琴大賽

(The Andrea Postacchini Violin Competition)
始創於1993年，是世界享負盛名的小提琴比賽，
賽事以有「小提琴天使」之美譽的著名小提琴工
匠Andrea Postacchini所命名。
賽事分4個組別，參賽者來自世界各地，年

齡由7歲至34歲不等，今年4個組別的入圍者
來自31個國家及地區，合共115人。

10歲演藝生國際小提琴賽奪大獎

■港10歲女生譚允靜於意大利安德烈亞．鮑思達契尼國際小
提琴賽獲得大獎。 大賽Fb專頁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吳希雯） 適齡升中
學童人數持續下降，困擾學界，教聯會在今年
4月發起聯署，成功收集來自76所中學共超過
2,000名校長和教師簽名，要求教育局凍結未來
兩年中一班級數目，以保留因縮班而過剩的老
師。該會根據教育局數字推算，今年和明年是
中一生人數最少的年份，估計新學年全港將出
現5,000個剩餘學額，當中以新界較嚴重，希
望建議能減低教師因四處招收學生而增加的非
教學工作和壓力，並維持老師人手，應付未來
學生回升的情況。
教聯會引述教育局數字指，今年9月的中一

派位人數會較去年減少約600人，預計全港中
一剩餘學額會多達5,000個，而單是新界已達
到3,300個剩餘學額，學校面臨收生不足及縮
班危機。
該會表示，現時不少學校的老師擔心教席隨

時不保，教學士氣受影響，又花耗大量資源和
時間幫助吸納學生，如於暑假推出免費銜接
班，舉辦包接送的主題樂園參觀活動，又在各
區派傳單，間接影響投放於教學的精力，又造
成惡性競爭，生態並不健康。
教聯會副主席蔡若蓮提到，政府雖然已於今

年施政報告提出將「三保」措施延長至2017/
18學年，但力度仍不足以助學校度過危機。是
次聯署反映大批校長和教師希望能政府能增撥

資源，將中一班級數目凍結於2015/16學年水平，讓學
校免於爭逐生源，教師能專注教學提升質素。
教聯會同時指，除上述短期措施外，教育局長遠亦應考

慮改善班師比例，加強扶持收錄弱勢學生的學校，並檢討
中一派位機制，以減低學生人口波幅為學校帶來的震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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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塘福建中學
日前舉行「第六
十四屆畢業典
禮」，邀請到香
港公開大學校長
黃玉山擔任主禮
嘉賓。黃玉山致
辭時表示，青年

人更應該擁有公民的素質、專業素
質、人文素質、身心素質和國際素
質，努力做好上述5種素質，就是裝
備好自己，面對廿一世紀新時代的好
方法。他又提醒畢業生要銘記師長的
循循善誘、耐心教導，更不要忘記父
母的悉心栽培。
旅港福建商會教育基金主席駱志
鴻、副主席兼福建中學四校校監黃周
娟娟、榮譽主席兼校董林銘森、副主
席兼校董丁良輝、常務董事兼校董顏
家謨、旅港福建商會教育基金教育發
展總監黃均瑜、香港福建同鄉會副會

長張上頂、福建中學校友會監事長蘇
千墅、福建中學學生家長教師聯誼會
主席鄒耀榮、福建中學高齡教工聯誼
會理事黃端梅、小西灣福建中學校長
蔡若蓮、福建中學附屬學校署任校長
徐區懿華、北角福建中學校長蘇愛萍
等均有出席畢業禮，為同學送上祝
福。還有社會各界人士、友好團體、
畢業生家長、高齡退休教工、校友及
學生家長等應邀出席是次活動，場面
熱鬧。
黃周娟娟致歡迎辭時，勉勵畢業生

要秉承福建中學的優良傳統「勤奮拼
搏、自強不息」，將來為社會、為香
港、為祖國、為人類作出貢獻。
署任校長吳宏基作校務報告時，總

結學校過去一年在學術及體藝方面取
得的優異成績。
在典禮上，黃玉山及其他嘉賓主持

畢業證書頒發儀式，畢業生代表林敏
婷同學致謝辭，畢業生代表向學校致

送紀念品，最後由駱志鴻、黃周娟娟
向主禮嘉賓致送公益金鳴謝狀。
典禮完結後，校方安排了連串的文

藝節目表演，包括西樂團、舞蹈團及
畢業生表演。

■記者高鈺

觀塘福中生畢業 黃玉山倡5素質裝備自己

校園放大鏡校園放大鏡

■觀塘福建中學日前舉行「第六十四屆畢業典禮」，邀請了香港公開大學校長
黃玉山主禮，向學生頒發證書。 學校供圖

大部分學生面對考試、測驗和
功課，都會覺得是苦差。小孩子
評估和功課多、休息少、壓力
大，是普遍的情況，其實可否做
到無痛苦呢？剛在芬蘭舉行的一
個教育會議，9個國家代表一起
挑選最關心的3個教育議題，其

中一個就是評估，目標是如何能令學生「享受」評
估，這看似天方夜譚吧！

「評估遊戲化」比書寫更有趣
半天會議當然不可能帶來石破天驚的想法，但討
論過程中有不少建議均甚具創意。第一項就是「評
估遊戲化」，學生透過遊戲完成評估，當然比紙筆
書寫更有趣。第二項是把大評估分拆成只有幾條題
目的小評估，可根據學習歷程配合持續進行並提供
回饋，使其成為一個學習的自然環節。

第三項是給予獎勵，但不是因評估成績好才獲獎
勵，而是在評估前鼓勵學生，以示認同他們為學習
所付出的努力。第四項是採用多元化的評估方式，
透過小組活動、專案研究等評估學生不同方面的能
力，重視多元智能而非單一能力。
最後一項建議，也是我認為最特別的一項，就是

讓學生自行決定評估什麼。這聽起來有點匪夷所
思，但這正是學界倡議的自主學習的關鍵，即讓學
生自訂學習目標並努力達成，學生可透過設計評
估，了解自己是否已達到自訂的學習目標。
以上建議在傳統教室可能難以進行，但透過電子

學習，情況就大有不同。首先，遊戲化評估的軟件
今日已相當多，只要適切運用，便能令評估變得有
趣。很多自動化電子評估平台，可助教師製作網上
小測驗，測驗的最重要用處是要能為學生即時分析
答案，老師亦更能掌握學生進度。
至於讓學生自訂評估方面，電子平台備有豐富的

題目庫並已按難度分類，學生可選擇合適程度的評
估，完成自訂目標。

運用電子學習減功課做錯痛苦
不論評估或功課，學生的能力不一，如果所要求

的能力已超出學生能應付的範圍，他們當然感到壓
力及挫敗，完成功課的時間亦可能很長。舉例說，
學生要完成20道數學題的功課，但因未完全掌握一
些概念，最後全部做錯，要全部擦去重做。
這令人非常氣餒，且浪費時間，但如果透過一些

自適性（Adaptive Learning）學習平台進行評估，
當第一道題目做錯時，系統已知道學生某些概念還
未弄清，可以先糾正概念才繼續嘗試其他題目，學
生便不用白花時間了。電子學習並非萬能，但適當
運用，的確可減少功課及評估的痛苦。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香港教育城行政總監鄭弼亮

教育解碼

本疊內容：文匯教育 副刊 娛樂新聞 體育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