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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保」續兩載「剩師」更安心
教界喜見特首兌現承諾 楊潤雄：學生回升將紓超額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本

港升中學生人數近年不斷下跌，不

少學校長期受縮班壓力困擾。為處

理超額教師問題，穩定教師團隊，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出席行政會

議前宣佈將「保教師、保學校、保

實力」的「三保」政策延續兩年，

在今年升中派位因收生不足而要縮

班出現的剩餘教師，及之前在「三

保」政策下的剩餘教師，將可申請

保留教席至2018/19年。教育局局

長楊潤雄解釋，政策目的要讓教師

團隊安心，相信超額教師問題隨着

兩年後學生人數增加可獲紓緩。教

育界人士對政策表示歡迎。

林鄭月娥昨日首先談及本屆升中派位數據，
「今年的升中派位總學生人數已經有所回

升，大概是4.7萬名小六學生升中，已經較去年
多了1,700人」，學生人數上升意味中學縮班的
現象將能稍為紓緩。
不過，林太強調人數升幅仍是有限，並引述教

育局資料，估計今年仍有11所中學面對縮班危
機，會比去年派位少了13班。

「提供穩定關懷教學環境」
為此，林太宣佈將「三保」政策延續兩年，以

兌現其政綱中「為學界提供一個穩定、關懷的教
學環境」的承諾。「在今年升中派位因為收生不
足而要縮減班級出現剩餘教師，這些剩餘的教師
可以申請去保持他們的教席多兩年至18/19年；
同樣地，如果在過去幾年在『三保』政策下仍然
還有一些剩餘的教師，我們估計只是幾十位，亦
是同樣可以把他們的教席申請保留至 18/19
年」，相信政策可即時、適時地紓緩一些學校和
老師的擔心。

楊潤雄昨出席公開活動時進一步解釋政策，他
指現時中一縮減13班的數據只屬暫時數字，實
質情況要待9月開學後才知悉，但相信措施可有
效讓學校及教師安心，即使未來班數減少，有關
教席都能獲保留。
他又表示，局方估計在2018/19年度中一派位

人數約會增加2,500人，2019/20年則再增加
3,700人，隨着學生人數不斷增加，相信超額教
師問題相對會減少。

教聯會倡重推肥雞餐
消息傳出獲教育界一致歡迎，教聯會指學生近

年面對縮班殺校問題，不少學校投放大量時間及
資源於競逐學生上，期望政府能在「續保」以
外，考慮為中小學重推教師提早退休計劃（肥雞
餐），吸引資深教師提早退休，並讓年輕教師進
入編制，加速良性更替，達至雙贏。
教育界立法會議員葉建源亦歡迎政策，讚賞新

政府將穩定中學生態放在重要位置，積極回應教
育界訴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出身
草根，又是長女，小六生劉嘉茵年
紀輕輕已經明白一個道理：唯有讀
好書才能帶領一家脫貧。一家六口
擠在不足四分一課室大的劏房，全
屋唯一的小飯枱也是書枱。為了更
專注溫書，她平日在自修室溫習6小
時，假日則瘋狂補習6小時，回家後
再拚搏至夜深，堅持近兩年。小妮
子昨日看着升中派位證，臉上綻放
喜悅的笑容，因為漫長的努力，她
終獲第一志願的學校取錄。

鮮魚行校88%獲派首三志願
升中派位昨日放榜，今年適齡學
童人數回升至47,203人，整體獲派
首三志願及首志願者分別是90%及
76%。其中絕大部分的學生均來自基
層家庭的鮮魚行學校，今年有25人
參加統一派位，22人獲派首三志
願，佔整體小六生的88%，約有三
分一學生考入英文中學。
校長施志勁指，該校不少學生考
獲第一志願及Band 1中學，他有信
心自己的學生不會被其他小學的學
生比下去，「因為鮮魚行的孩子很
堅強、堅毅，不會因為自己是基層
就放棄。」
嘉茵是鮮魚行學校其中一個獲派
首志願的學生，其任職電工的父親
是家中唯一經濟支柱，家人每月以
4,000元租住不包水費和電費的劏
房，狹窄的環境放不下多少傢具，
一張小枱既是一家的飯枱，也是她

的書枱。為了全心全意溫習，她會
在家附近的自修中心溫習，由於嘉
茵獲得全額書簿津貼，可以免費使
用中心的設施，也有專人指導功
課。嘉茵平日放學後會花上近6小
時溫習，假期亦會補習6小時，回
家再溫習功課，確保成績不會落
後。

兩年「無放假」立志做護士
劉媽媽大讚女兒勤力，為了慳錢

兼善用時間，原來小妮子已近兩年
「完全沒有放過假」，媽媽會偶爾
帶她到公園玩和到商場逛逛，算是
減壓活動。對於女兒獲派首志願惠
僑英文中學，劉媽媽感到放下心頭
大石，因為在派位放榜前，她已兩
晚沒睡好覺。懂事的嘉茵承諾會繼
續努力，立志成為護士，全力幫助
別人。
獲派中華基督教會銘基書院的黃

阮盈，獲悉派位結果後隨即與母親
擁抱，因這是其首志願。她笑言，
對升中感到「興奮又期待」。阮盈
的越南籍母親不諳中文，故無法教
女兒寫中文，故阮盈也有上補習社
惡補，且在課餘努力抄寫中文生字
和多作練習，訓練閱讀能力。
阮盈表示，讀書心得就是「堅

持，不要放棄，努力就會有成
果」。她每天下課後會抽一個半小
時溫習。黃媽媽則說，從來沒有向
孩子施壓，女兒會自動自覺讀書和
溫習，令她大感欣慰。

升中派位放榜 劏房女孩圓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柴婧）每年
升中放榜，總有一批「失意」家長帶
着子女，四出積極叩門。有部分叩門
者本身更已獲英皇書院、聖保羅書院
等傳統名校取錄，又或順利入讀首志
願學校，但學生、家長仍然不滿意，
希望可以追求到「心中至愛」。

皇仁書院旺場 上午聚逾30人
昨日升中派位放榜後，傳統名校皇

仁書院吸引了大批學生、家長前來叩
門，單是上午已有逾30人聚集。本
身已獲派英皇書院的葉同學指，希望
入讀一間「主攻讀書的學校」，亦覺
得皇仁「校風好，比較有禮貌」。其
父葉生則對原本的派位結果已感到滿
意。
獲名校聖保羅書院取錄的冷同學亦

來叩門，他指曾到皇仁面試，父母希
望他前來叩門，但他承認對學校認識
不深，若最終未獲取錄都不會失望。
至於位於大角咀的英文中學—中
華基督教會銘基書院，一早已有約
20名同學和家長等叩門。直言「滿
意派位結果」的謝先生帶着獲派首志
願的兒子到場碰運氣。謝先生透露，
兒子成績中等，故按他的能力選擇了
第一志願，「不過都想搵個機會，試
一下會否再好少少」，他亦想兒子有
多些升學經驗，「感受一下派位」。

詹太的兒子亦獲派第一志願，但她
仍然一早到銘基書院叩門。她指兒子
在聖公會聖安德烈小學讀書，成績在
全級80多名，因小學老師推介銘基
書院，所以來「博一博」。

派「第九志願」家長批不公
另一家長李太坦言對結果「不滿

意，兒子成績都OK，在全級150人
中考40名內，第一志願係聖芳濟書
院，但派了去第九志願。」她認為叩
門成功機會甚微，並批評派位制度，
「差成績反而派到好學校，不按成
績，不是很公平。」她指不少與兒子
成績相若的學生，都未獲派心儀學
校。
由姨媽陪同叩門的莫同學面露愁

容，直認「阿媽叫我嚟」，又指母親
因要照顧弟弟未能陪同在側。其姨媽
解釋指，莫同學家住大角咀，爭取轉
校主要是想方便上學。
只派到近第二十志願的何同學，與

父母、哥哥一起出動叩門，其所讀學
校的小六級逾150人，他排名80、90
名，認為自己的水平「應該係讀
Band 2中上的學校，現在獲派的學
校只是Band 2尾，我不滿意。」他
喜歡銘基書院的校風和該校注重運
動，而由於哥哥在聖芳濟書院讀書，
故他亦會同時到該校叩門。

派名校未滿足 照叩門追至愛

升中派位結果昨日
揭盅，學生及家長均

心情緊張，在得悉結果的一刻，有家
長聽到喜訊當即激動落淚，亦有家長
興奮指要馬上去旅行社報豪華團旅行
慶祝；不過亦有同學對結果失望，掩
面痛哭。同樣哭泣，兩種心情。
油麻地天主教小學屬地區名校，派

位滿意率83%，較去年微微下跌，獲
派首志願更只得67%。該校的學生家
長李女士，得悉女兒獲派第一志願瑪
利諾修院學校後，即緊緊擁抱女兒，
更忍不住喜極而泣。她坦言名校多人
爭，已經準備趕去5間中學叩門，現
在獲派「心中最愛」，故決定安排女
兒與同學開派對慶祝。她指女兒平時
成績可達全級2至4名，僅數學需要
補習，她亦不會催谷女兒。
得知兒子成功獲派首志願、聖芳濟

書院的高媽媽亦表現得歡欣雀躍，她
本身已有叩門心理準備，所以不敢報
遊行團，笑言現在就要去旅行社報豪
華旅行團到日本瘋狂慶祝。她強調，
一直為兒子營造開心的學習環境，兒
子在小學6年沒有上過補習班，「兒
子感到舒服、讀得開心、有信心很重
要。」
油麻地天主教小學其中3個「好姐

妹」亦派得首志願，其中孫同學六年
成績均保持全級第一，獲派聖保羅男

女中學，劉同學獲派嘉諾撒聖瑪利書院，梁
同學則派到伊利沙伯中學。
雖然要各奔前程，但孫同學表示，現在科
技發達，可以有很多方法溝通聯絡，力保姐
妹情誼不變。 ■香港文匯報記者 柴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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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月娥宣佈將「保教師、保學校、保實力」的「三保」政策延續兩年，獲教
界一致表示歡迎。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鮮魚行校長施志
勁(中)與學生合
照。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黎忞 攝

■黃阮盈獲派第一志願學校，越南籍母親大感
安慰。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忞 攝

■家住劏房的劉嘉茵與母親。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忞 攝

■高同學（中）獲派第一志願，媽媽激動地
親吻他以示慶祝。 香港文匯報記者柴婧 攝

■有同學因派位結果不理想而傷心落淚。
香港文匯報記者柴婧 攝

■何同學因
喜歡銘基書
院的校風和
注重運動而
叩門。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柴婧 攝

■李太對兒子派位結果感到失望。
香港文匯報記者柴婧 攝

■謝先生滿意派位結果，但希望兒子多經歷，所
以帶他叩門。 香港文匯報記者柴婧 攝

■詹太兒子已
獲派第一志
願，但因小學
老師推介銘基
書院，所以來
「博一博」。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柴婧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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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女士得悉女兒獲派第一志願喜極而泣。
香港文匯報記者柴婧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