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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大教育畢業生 起薪點創新高

「伴讀」變「絆讀」家長勿做「書僮」

小一派位「圓夢率」僅67.6%
適齡童增3000人爭崩頭 獲派首三志願成功率跌1.3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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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升大資助接受申請

獲首三志願情況
入學年度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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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教育局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黎忞

參加人數

32,235

29,243

28,483

29,124

27,676

成功比例

67.6%

68.9%

68.2%

66.4%

68.2%

有見今年升小生大增，教育局今年初提
出於10個小學校網暫時增加派位數

目，包括紅磡、深水埗、上水、粉嶺等地
區的學校，小一每班加派約3人，令整體
學額供應增加。局方資料顯示，今年共有
32,235名學童參加小一入學統一派位，當
中 21,785 人獲派首三志願，成功率達
67.6%，較去年68.9%稍跌1.3個百分點。
獲派首三志願學生中，3,297人屬於甲部不
受校網限制的學額；另28,9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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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3%，較

去年下跌1.2個百分點。
資助小學校長會主席賴子文認為，小一

派位成功率下跌幅度輕微，相信影響不
大，而整體學生人數上升加劇競爭，亦是
其中一個原因。
他估計，部分家長考慮過去兩年獲派首

三志願學校整體滿意率回升，因而採取更
進取的選校策略，加上仍有不少家長偏重
某些名牌學校，以致出現選校不平均情
況。

放榜後北區「叩門」更多
北區仍然是近年小一入學焦點，該區小學

校長會主席、東莞學校校長周啟良表示，
今年學童人數增加約3,000人，相信有更
多跨境童被派往北區以外如東涌、青衣以
至九龍等地區的學校，預計放榜後有更多
學童回到北區「叩門」，相信屆時「叩
門」情況更激烈。
賴子文呼籲，家長不要在孩子面前對不

同學校有過分正面或負面的意見，例如批
評某些學校是「垃圾、冇人想讀」，以及
表現出對某些學校極度抗拒的情緒；因為若
孩子獲派非心儀學校，亦會受家長想法及表
現影響，容易令他們亦不認同該所學校，影
響未來學習。

教局籲明日後日領「註冊證」
對於明日公佈的小一統一派位結果，教育

局提醒家長可在明日或後日上午9時30分至

下午12時30分，或下午1時30分至4時30
分，到所屬統一派位中心領取「小一註冊
證」，並於下星期二或下星期三，前往獲派
學校辦理入學註冊手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 2017年度小一入學統一派位結果明日揭盅，教育局昨日率先公佈今年派位數據。

本年度參加統一派位的適齡升小學童約3.2萬名，較去年大增近3,000人，令獲派首三志願學校的成功率稍跌1.3

個百分點，至67.6%。有校長認為，成功率微跌實際影響不大，估計主要因為近幾年首三志願滿意率回升，令部

分家長採取更進取的選校策略所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教
育局前日公佈《中學教育課程指
引》，更新重點包括學生應於初中階
段進行共51小時基本法教育。教育局
局長吳克儉昨日進一步解釋，《指
引》提及的51小時只是更有系統地組
合現有教學活動，並非額外增加課
時，也不是國民教育的代替品。被問
及學校基本法教育如何處理「港獨」
議題，他強調，國家與特區政府均清
楚說明「港獨」違反基本法、破壞
「一國兩制」，不希望學校環境有違
法活動，如有同學在心智未成熟時面
對相關問題，學校要多給予指引。
吳克儉昨日於北京回應《指引》事

宜，被問到初中51小時基本法教育當
中有24小時來自中史科，會否加劇課
時不足問題，他重申，有關課時不是
額外增加，而是在相關中史課程內容
中作部分調動。他舉例指，以往比較
重視古代史，現在「古今並重」，教
師需要在當中作出取捨。
他續說，國民教育一直於大部分學

校有效推行，縱然基本法教育與國民
教育可能存在相關內容，但並非要作
為取締或代替品；《指引》中亦列
明，是要把相關教育活動以另一種形
式組合，有系統地讓學生學習基本
法，也可避免在不同科目重複教授。

播「獨」違法 破壞「一國兩制」
近年有一小撮人意圖在校園散播

「港獨」思維，老師教導學生正確價
值觀尤其重要。吳克儉強調，國家與香港特區政
府均已清楚說明，「港獨」違反基本法、破壞
「一國兩制」，「所以我們要清晰說明不希望學
校環境有違法活動，或同學在心智未成熟時面對
相關問題時，學校多給予指引」。他強調，不希
望出現「違法的事或不能夠配合我們的原則」，
相關討論應以基本法為主位，交由老師與校長作
專業處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柴婧）教育局局長吳克儉
與八大院校高層昨日出席京港高校交流會，就北
京大學與香港科技大學牽頭、跟進成立「京港大
學聯盟」達成共識，合作領域包括人才培養、科
學研究和協同創新等，預計約一年時間聯盟可成
立，並推行重點項目。
交流會涉及香港八大院校及北京十多所知名大

學，吳克儉形容經過交流和討論，彼此已有共同
目標，就成立「京港大學聯盟」取得共識，由北
大及科大牽頭，跟進成立工作。他續說，繼2016
年11月成立的粵港澳高校聯盟後，「京港大學聯
盟」很快會成立，標誌着香港跟內地及國際有更
緊密合作，院校及學生亦有更多、更大的發展空
間；參考粵港澳高校聯盟經驗，約一年時間聯盟
亦可正式運作，並推行重點項目。
吳克儉等是次訪京，與國家教育部官員、北京市

教育委員會主任會面，就「一帶一路」國際合作機
遇等高等教育發展及合作事項，進行深入探討。

「京港大學聯盟」料一年內成立

■吳克儉（左）與國家教育部部長陳寶生合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柴婧）香港教育大
學昨日公佈2016年畢業生就業情況調查，其
中受訪的483名教育榮譽學士畢業生中，就
業率95.5%，平均起薪點24,586元，較上一
屆上升近7%，為歷屆最高。近年競爭最激
烈的幼教課程畢業生，起薪18,749港元。教
大學生事務長余嘉明預計，未來幼教起薪點
有望增加，今年畢業生就業情況依然樂觀。
教大最新就業調查數據顯示，修讀教育榮
譽學士的2016年畢業生，95.5%畢業後3個
月內獲聘，其中92.2%從事教育工作，平均
起薪點24,586元，較上一屆上升近7%。
至於受訪的142名學位教師文憑課程畢業
生，95%畢業後3個月內獲聘，其中從事教
育相關工作者佔94.5%，起薪點較上屆升
8%，為25,202元。
過去幾年持續爭崩頭的教大幼兒教育，畢
業生平均起薪為18,749元。余嘉明表示，下
一屆政府視教育為重要一環，加上免費幼兒

教育順利開展，預計未來幼教起薪點有望增
加。

幼教畢業生做5年膺校長
幼兒教育過往缺少既有經驗又有學歷的教

師，2011年畢業於教院（教大前身）幼兒
教育榮譽學士學位課程的學生姚蔚婷，僅5
年即晉升為校長。
她坦言，一般而言，晉升校長要有十餘
年工作經驗，而自己之所以能快速晉升，
主要是由於校長一職有學歷和經驗的雙重
要求，之前的幼兒教師很少有人擁有學
位，所以自己具備競爭力。
來自巴基斯坦的葉慧儀於教大修讀英國

語文教育榮譽學士課程。父母十分重視其
教育，加上在教大求學期間，認識了不同
國家及地區的教育體制，令她更意識到教
育的重要，目前她已獲得英國牛津大學錄
取，入讀教育碩士課程。

踏入6月，又是
考試季節。不少友
人開始請假做「伴
考書僮」。孩子面
對考試已有壓力，
父母在旁「協助」

溫習，可能使壓力再加磅。孩子就
像吹脹的氣球，壓力不斷灌進來，
卻沒有空間可以放一放氣，隨時爆
破。所以在這重要的考試期，家長
不妨嘗試成為孩子的喜樂之源，助
他們在壓力中鬆一鬆，再進入溫習
狀態，效果可能更理想。
首先，可以與孩子定下每天溫習

時段，中間需要有休憩時間，做孩
子喜歡的事情，如看漫畫、吃小
食、聊天等，讓腦袋小休，情緒得
到紓緩，能提升溫習效能。
其次，父母與孩子的話題不要停

留在「你今天溫習了嗎」、「你懂
得回答今天的考試題目嗎」、「你
估計分數如何」等。這些問題會加
重孩子溫習壓力及心理負擔。倒不
如問他們今天有沒有遇到有趣事
情、讓他們分享一件開心或擔心的
事，從而展開有質素的對話，使開
心事成為快樂激素，或透過擔心事
了解他們內心的憂慮。家長可以鼓
勵及讚賞他們的分享，並以朋友身
份建議紓緩方法，使他們暫時放下
憂愁，情緒上重回溫習軌道。
很多研究指出，睡眠與孩子健
康成長及學習果效息息相關。要
讓孩子保持清晰頭腦、充滿活力

地應付考試，可以鼓勵孩子早點
休息。縱使可能仍未能趕及完全
熟讀要溫習的範圍，也該讓孩子
早點睡，充電過後，考試前快速
重溫已讀部分，比起徹夜温習，
效果會更佳。

準備零食飯菜 疲倦時感窩心
另外，家長不妨為孩子準備零
食和飯菜。當溫習疲倦時，能吃
到心愛的食物，孩子自然感到父
母的窩心及疼愛，亦能令心情變
佳。

不宜要求孩子「閉關」
最後，考試期間應給予孩子安
靜的環境溫習，但不宜要求孩子
「閉關」。有朋友在孩子考試期
間足不出戶，拒絕一切親友拜訪
活動，反而使孩子感到「困獸
鬥」。倒不如安排適當、適時的
戶外或出外活動，讓繃緊的身體
及頭腦休息及鬆馳，也讓孩子不
會覺得考試是人生的全部、以為
「考試大過天」。
說到底，考試只是人生學習旅程

的一部分，把成績重要性放輕一
些，藉着這經歷讓孩子成長，家長
把「伴讀」變成喜樂的陪伴和支
持，讓親子關係提升至更深層次，
自然能把壓力化成動力。

■香港教育城高級發展經理
洪婉玲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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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教育局宣
佈，2017/18學年「內地大學升學資助
計劃」由即日起至8月31日接受申請。
計劃惠及156所指定內地院校修讀學
士學位課程的港生。

港生全額資助每年1.5萬

政府於2014年7月推出資助計劃，資
助有經濟需要並已通過「內地部分高校
免試招收香港學生計劃」到內地修讀學
士學位課程的港生。
每名通過入息審查的學生，視乎需

要可獲每年15,000元全額資助或7,500
元半額資助。

由2016/17學年起，不論他們透過哪
種途徑入讀，均獲資助。
2017/18學年惠及的156所指定內地院

校，包括免試收生計劃90所院校，以及
66所並無參與免試收生計劃但已列入內
地當局「九八五工程」或「二一一工
程」院校。
教育局發言人表示，在港接受及完成

高中教育的港生，包括修讀本地或非本
地課程的學生、非華語學生，以及在資

助計劃推出前已開始於內地修讀學士學
位課程的學生，只要於新學年在指定156
所內地院校修讀學士學位課程，均符合
資格申請資助。
計劃詳情及申請表格已上載教育局網

頁（www.edb.gov.hk/musss17），學生
可於截止前把填妥的申請表格及相關文
件以郵寄方式遞交教育局，當局將於明
年第一季或之前通知個別申請人其申請
結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鐳射干涉
儀重力波觀測站（LIGO）昨日宣佈，第
三度成功探測重力波。是次重力波訊號同
樣由兩個黑洞合併而產生，其質量分別是
太陽的19倍和31倍，而合併後的黑洞質
量達太陽質量49倍。該兩個黑洞距地球
30億光年，是LIGO至今偵測到最遠的訊
號。中文大學是唯一參與探測重力波工作
的香港院校，負責分析LIGO探測器數
據。

愛因斯坦百年預言終證實
領導中大重力波團隊的物理系助理教授
黎冠峰表示，每次成功探測到新的重力波
訊號，都有助人類更深入認識宇宙。他又
指，是次新發現為雙黑洞自轉方向提供重
要線索，讓科學家進一步了解雙黑洞會在
什麼情況下形成，「未來或有更多突破性

發現，我們拭目以待。」
去年2月，LIGO首次探測到重力波，證
實愛因斯坦於1915年發表的廣義相對論的
重要預言，打開了探索宇宙新視窗，被視
為近年最重要天文發現之一。根據廣義相
對論，重力波不會出現色散現象（disper-
sion）──即不同波長的重力波以不同速度
前進。LIGO連同今次所偵測到的重力波，
確實並無發現此現象。黎冠峰現時正帶領
LIGO合作組跟進觀測，希望進一步以雙星
系統合併理論驗證愛因斯坦的預言。
去年中大成為LIGO科學合作組成員，

中大研究人員積極與LIGO其他成員機構
交流。中大物理系 2017 年畢業生吳鈞
揚，將前往麻省理工學院LIGO實驗室深
造；同系三年級本科生羅嘉洛將於今年
暑假前往加州理工學院LIGO實驗室進行
研究工作。

中大助LIGO三測重力波成功
■中大是唯一參與探測重力波研究工作的香港院校，團隊由黎冠峰領導。 中大供圖

■教大公佈2016年畢業生就業情況調查，並請5位應屆畢業生或校友分享就
業升學經驗。左一：葉慧儀，左二：姚蔚婷，右四：余嘉明。

香港文匯報記者柴婧 攝

■本年度小一獲派首三志願學校的成功率稍跌1.3個
百分點，至67.6%。圖為過往家長到派位中心了解
結果。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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