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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小增3000人 10校網加派「消化」
校長：非常時期共同分擔 每班約加 3 人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伊
莎） 今年 9 月入讀小一的統一
派 位 選 校 ， 將 於 本 周 六 （11
日）起一連兩日舉行，教育局昨
提醒家長要到所屬派位中心為子
女選校。而為應付學生大增
3,000 人的需求，教育局同時公
佈會於不同地區共 10 個校網暫
時增加派位數目，包括紅磡、深
水埗、上水及粉嶺等，有關學校
每班約加派 3 人，而部分學校亦
正進一步探討利用其他房間作額
外課室吸納學生。有小學校長認
為，今年及明年是適齡學童急增
的「非常時期」，要由全港小學
共同分擔，加派是最簡單的做
法。

過去年底的自行分配學位階段後，教育局
經預計參加
2017 年度小一統一派位的兒童

多達33,800人，較去年同期大增約3,000名，而
預計整體公營小一學位的需求將在明年達到高
峰，然後回落。為應付有關短暫需求，多個地
區共 10 校網的學校包括紅磡、荃灣、屯門東、
沙田、大埔及最受跨境生歡迎的上水、粉嶺
等，需暫時增加派位人數。部分小班教學的班
別會由 25 人增加 3 人，而普通班別則由 30 人增
加3人。
教育局表示，已發信予有關家長，通知他們
要在本周六或本周日，到指定的統一派位中心
辦理選校手續。而暫時加派的學校會按現行機
制獲提供額外資源，確保學生學習效能。結果
將在6月3日公佈。

加派不影響班別結構
本身是小學校長的小學教育領導學會主席張
勇邦昨日接受本報查詢時指，今年小一學生大
增，是全港小學要共同分擔的問題，例如現時
北區不少學校已經由小班增至大班，「雖然每
間學校的校情不同，但今年及明年都是非常時
期，加派已是最簡單的做法，不會影響到學校

2017年小一統一派位
10 校網加派

的班別結構，希望學校可以
互相包容。」

有學校申建課室
吸納學生

校網每班加派後的數目

聖公會天水圍靈愛小學近
年均有向會加派的 74校網借
出學額，該校校長孔偉成則
坦言，若加派數目太多，將
令個別的小班教學難以維
持，擔心影響教學質素，故
部分區內學校為保持小班教
學，有意向政府申請加建課 ■今年升小一生大增，教育局決定於 10 個校網每班增加統一派位
室，以容納更多學生，「但 人數應付需求。圖為去年底小一自行分配學位公佈結果。 資料圖片
當然當學生人數回落後，學
外，另增加 3 個叩門額，幫助本區或跨區學
校亦要面對縮班的問題。」
上水鳳溪第一小學校長朱偉林表示，教育局 生。」至於小班加派 3 人亦是極限，將令部分
早前曾與北區小學校長會開會商討加派問題， 學校每班達28人或29人。
北區學校的學額近年一直被本地與跨境家長
最終決定小班及大班每班分別由 25 人及 30 人加
派多 3 人，至 28 人及 33 人，而叩門額則由校本 「爭崩頭」，朱偉林透露教育局及校方經討論
決 定 。 他 認 為 ， 大 班 加 至 33 人 已 是 最 「 頂 後，有意利用該校附屬小學的兩個空置課室，
盡」，因部分學校會按叩門情況增加學額， 在今年及明年額外增設一班小一，以紓緩學額
「例如我校有數百人叩門，我們會在加 3 之 不足情況。

35（紅磡） 33人＊
40（深水埗）33人
62（荃灣） 30人
71（屯門東）28人或33人
73（元朗西）33人
74（元朗東）33人
80（上水） 28人或33人
81（粉嶺） 28人或33人
84（大埔） 33人
91（沙田） 33人
＊不包括天神嘉諾撒學校，以
避免影響其「一條龍」中學吸
納該小學及另一所小學的小六
學生
資料來源：教育局
製表：鄭伊莎

沈祖堯：無意入政治
「熱廚房」
■沈祖堯（中）與該校學生一同表演舞旗。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姜嘉軒） 中文
大學校長沈祖堯的任期將於明年屆滿，
民望高企的他昨日於大學春茗活動上，
多次被問及離任後去向。他透露，確有
特首參選人曾邀請其加入管治班子，但
他自認「不適合及不認識政治」，完成
任期後不打算從政，也不眷戀大學校長
工作，將一如之前所言，離任後會重返
劉國權 攝 醫學院，繼續醫療及教學工作。

沈祖堯昨日聯同多位中大高層出席大
學春茗活動，席間他被問到對香港大學
校長馬斐森「跳槽」愛丁堡大學的看法
時，自言並不清楚對方辭職原由，又打
趣道：「我都嬲佢咩都無同我講」，但
強調馬斐森是一位好校長，其辭職決定
對本港而言是個損失。對於馬斐森指香
港「政治環境複雜」，沈祖堯認為全世
界的政治環境其實都是變幻莫測，他以
英國脫歐為例，對外國高
等教育亦會帶來衝擊，相
信各地校長的責任，始終
是維護院校學術地位與自
由。
沈祖堯將於明年 6 月約
滿，如有合適繼任人將提
早離任。本身為港大校友
的他，被問到會否有興趣

接任港大校長時自言「比較懷念醫生及
研究方面的工作」，目前不考慮再任校
長，離任後已預留時間到世界各地不同
醫院學習最新科技及治療方法，尤其是
癌症醫院，未來則傾向回到醫學院工
作。

婉拒特首參選人助選邀請
對於現時備受關注的行政長官選舉，
沈祖堯被問到有否「心水」，但他強調
大學校長應該與特首選舉保持距離，保
持政治中立。有記者進一步問及他有否
被參選人邀請加入班子，沈祖堯最初
「嗯」了數秒，只道自己「沒答應任何
事」，經再三追問下終承認有參選人向
他招手，只道已婉拒邀請，未有透露對
方身份及邀請他擔任什麼崗位。
他強調自己不適合及不認識政治，目

前不會考慮任何政治任命的工作，相信
將來亦不會改變這種想法。
至於下任中大校長的遴選進展，現任
副校長兼校長遴選委員會委員霍泰輝
指 ， 有 關 遴 選 工 作 已 於 去 年 10 月 開
展，目前已有獵頭公司為中大物色適合
人選 ，期望能在 6 月放暑假前完成初步
程序。
隨着多所大學校長任期陸續屆滿，霍
泰輝承認人才競爭難免變得激烈，但強
調中大校長一職具備足夠吸引力，無須
為此擔心。
他又表示未來會繼續與學生溝通，講
解招聘新校長的最新情況。
另外，中大醫院執行董事馮康昨日亦有
分享醫院興建狀況，形容目前進度良好，
繼去年年底動土，現正進行詳細規劃工
作，預計能按計劃於2020年初落成。

海怡康傑幼園租約滿或停辦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柴婧） 有
25 年歷史的康傑中英文幼稚園（鴨
脷洲）有機會於今年暑假因租約問
題面臨停辦，約 140 名學童或受影
響。該校前日向家長發通告，指其
租約將於今年 7 月 31 日期滿，雖於
去年中已向業主和記黃埔地產提出
續約，惟至今未獲回覆。
和黃地產發言人回覆查詢時指，
由於有保密協議，對於會否繼續與
康傑續約等問題，現階段不會作其
他補充，只強調該處地契規定要作
幼稚園辦學用途。該校有家長對情
況感徬徨，正焦急為子女覓其他學
校。教育局截至昨傍晚接獲兩宗相
關查詢，局方會盡力為有需要家長
提供所需資訊及協助。

指，其租約於 2017 年 7 月底屆滿，
校方去年 6 月已要求與和黃商談續
約事宜，但和黃當時稱尚有一年租
約，未允商談，而至今校方多次提
出商討續約仍未獲回覆。該校稱將
要求和黃盡快回覆，並期望新租約
能在合理的幅度中調整；而校方上
月亦曾諮詢教育局，惟因租務屬商
業決定，當局未能介入。
校方又指，理解在校生家長或擔
心租約問題影響子女學習而於 8 月
退學；而已接受新學年學前班及幼
兒班學額的學生家長，可申請退回
留位費。該校今晚 7 時會舉行座談
會解答家長問題。而昨日該校校長
李曉恩於校外被問及有關續租事宜
時，則回應指無可奉告。

7月到期續租無進展

家長憂子女跨區讀書

康傑中英文幼稚園（鴨脷洲）為
位於海怡半島的私校，沒有參加學
券計劃或免費幼教，現時半日制每
年學費約 4.57 萬元。據該校通告

有計劃 9 月入讀海怡半島康傑的
新生家長指，因已接受該校學位，
早已放棄其他學校面試機會或學
額，對此感到非常焦急和徬徨，亦

「君子道者三 我無能焉」

逢星期三見報
延續上集，香港中文大學前教務
長何文匯與讀者分享 《論語》中
「仁」和「知（智）」的關係。
何：孔子說：「知者樂水，仁者
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
仁者壽。」意思是知者靈活如水，
所以喜歡水；仁者安穩如山，所以
喜歡山；知者務進取，所以動；仁
者無貪慾，所以靜。智者動而有
成，所以歡樂；仁者安靜寡慾，所
以壽考。這就是仁知並舉的例子。
孔子又知、仁、勇同舉，說：

「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
懼。」知者明白事理，所以不會疑
惑；仁者樂天知命，所以不會憂
慮；勇者剛毅果敢，所以不會恐
懼。
孔子把知、仁、勇分開來說，其
實是強調君子不同的性格，因為真
的知者必有仁勇，真的仁者必有知
勇，真的勇者必有知仁。孔子又
說：「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
意思是我沒有這個能力。「仁者不
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
說：「夫子自道也。」即老師在說
他自己。
問： 那麼說孔子很聰明，也很
謙虛，他不會自己讚自己啊！
何：當然，面子是人家給的。
《論語．雍也》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
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

■康傑中英文幼稚園(海怡半島分
校)向家長所發通告。
南區之友，島隅之情fb
有家長表示區內同類私校較少，已
開始行動為子女找學額。至於在校
生家長則指如要到其他幼稚園插
班，恐面臨更大困難，坦言「跨區
亦要讀，會逐間打電話問」。
教育局指已知悉該校租約到期及
正積極與業主洽商租務事宜的現
況，並提醒學校知會家長有關進
展，並在有需要時協助受影響學
童。教育局會繼續與校方保持緊密
聯繫，提供意見及支援，並會盡力
為有需要的家長提供所需資訊及協
助。截至昨日，教育局接獲兩宗相
關查詢。

壽。」
《論語．子罕》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
勇者不懼。」
《論語．憲問》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
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
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端木賜 字子貢）
「復興新生系列．世說論語」
專欄節錄自同名電視特輯，特輯
由超藝理想文化學會製作、中外
友協和平發展基金會創會會長陳
復生監製及主持。本欄旨在通過
學者、名人的訪談，暢說《論
語》對他們
為人處世的
啟發。
讀者可在
其 facebook
專頁瀏覽短
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