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二十九屆奧運會在北京舉
行，而香港亦有幸能夠協辦馬術項目比
賽，大家應該還有印象。不過有沒有想
過，為什麼北京可以辦其他的奧運項
目，但偏偏要把馬術移師到香港呢？
其實把部分奧運項目改於其他城市舉
行，並不是什麼新鮮事，畢竟不是每個
城市都適合舉辦所有奧運項目，如帆船
比賽就交由青島舉行。眾所周知，北京
是個內陸城市，哪來的大海給帆船進行
比賽呢？只好請移玉步，到海邊城市青
島比賽。

帆船比賽要有海，那北京總不會沒有
草地舉行馬術比賽吧？原來馬術比賽也
頗「難搞」，除了要有草地之外，怎樣
處理來自世界各地的大量馬匹，從機場
入境再運到賽場，總不成叫馬匹自己跑
去賽場吧！運輸以外，還有檢疫，設一
個方圓10公里內都不可有其他馬屬動物
的無疫區，這個對於北京來說也是一個
挑戰。

「馬照跑」聞名中外
就在這個時候，以「馬照跑、舞照

跳」聞名中外的香港登場。其時，特區
政府希望香港能參與這件國際盛事，同
時為香港於2009年舉辦東亞運動會提供
經驗，而北京奧組委則考慮到每逢賽季
中的星期三和星期日，香港都有賽馬活
動，處理馬匹經驗豐富，從運輸到檢疫
都駕輕就熟，雙方最終達成共識，同意
由香港承辦京奧的馬術項目。
國際奧委會在2005年同意香港協辦

後，特區政府就開始改建比賽場地，首
先把雙魚河鄉村會所及香港高爾夫球會
改建為越野障礙賽場地，再把體育學院

建成為比賽場館，而彭福公園和沙田馬
場都被用作訓練場地。
當年的賽事共有6個比賽項目，分別為

個人盛裝舞步賽、團體盛裝舞步賽、個
人場地障礙賽、團體場地障礙賽、個人
三項賽、團體三項賽，共頒發6面金牌，
最終德國選手奪得3面金牌，成為大贏
家，荷蘭、加拿大和美國各得一面。

■文澄

有關「全港學生中國國
情知識大賽」資料，可瀏
覽 http://cnc.wenweipo.
com/，或掃描有關二維
碼。

協辦京奧馬術 港成馬運之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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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誠設獎學金紀念前匯豐主席沈弼

龍年BB升小一勢爭崩頭
料年增1700學童 官津學額供應僅多400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明年全港升小一的學童人數將達到高峰，預計達6.79萬名，較今年增加1,700

人，根據教育局的最新數字初步推算，明年的官津學額供應增加約400個，預計整體小一生報讀心儀學校的競

爭持續激烈。另外，近年因跨境生大增而學額緊張的北區，明年小一學額就增加115個，而總計8個鄰近深圳

的校網學額共增加155個，有關地區近年「爭崩頭」情況有望得以紓緩。

主要取錄跨境生校網小一學額

校網
2017/18 2018/19

增減
學年（個） 學年（個）

上水80 1,535 1,590 +55

粉嶺81 1,295 1,355 +60

沙頭角83 100 100 不變

大埔84 1,920 2,045 +125

屯門西70 2,170 2,120 -50

屯門東71 1,635 1,675 +40

天水圍72 3,050 3,000 -50

元朗東74 990 965 -25

總數 12,695 12,850 +155

資料來源：按《各小一學校網小學名冊》推算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黎忞

2018年度的小一自行分配學位階段將於本月25日至29日接受申
請，教育局昨日發佈有關的《自行分配學
位階段各小一學校網小學名冊》及《小學
概覽2017》，分別詳列各區小學預算學額
及學校現有資料，而自行收生申請表亦於
昨日起可供索取。
明年小一生主要於2012年出生，雖然當
年雙非嬰兒數字開始回落，但在「龍年效
應」下本地父母生育有所增加，令適齡學
童人口仍然處於高峰，且較廣泛分佈在各
區。教育局昨表示，預計全港明年6歲學
齡、即將升讀小一的學童有約67,900人，
較今年的66,200人增加約1,700人。
升小人數上升，學額亦相應增加，依
《名冊》顯示，全港官津小一的自行分配
學額有24,400多個，連同明年初開始的統

一派位階段推算，學額總數比去年增加約
400個至48,800個，連同包括私立、直資及
國際學校每年可提供約1萬多個小一名額，
預料整體適齡學童競爭心儀校學位的情況
仍見激烈。

近深8校網增155額迎跨境生
跨境學童情況在新學年持續受關注，根
據《名冊》資料推算，鄰近深圳的8個主要
取錄跨境學童校網中，在未計算供統一派
位階段「跨境專網」而加班的情況下，明
年將提供約12,850個小一學額，較今年增
加155個，預料來年跨境小一生需要赴更遠
地區上學的情況或稍為紓緩。
在8個校網當中，大埔84校網的學額變
動最多，大增了125個學額，主要是該校網
有5所學校的學額增加；而粉嶺81及最受

跨境家長歡迎的上水80校網，各校網的學
額增加60個及55個。至於屯門西70及天水
圍72校網則分別減少50個學額，網內其餘
各所小學學額則有加有減。（見表）

教局：最終數目視學位需要定
大埔區家教會聯會會長何主平表示，區
內部分較受家長歡迎的學校學額競爭激
烈，認為有需要增加學額供應。
他並提到，教育局正計劃明年於區內開

辦一所「有時限小學」，相信此舉有助紓
緩學位競爭情況。
教育局發言人表示，上述《名冊》清楚
指出自行分配學額是按既定方法計算，並
不代表2018年度小一學位的實際總數目；
最終各學校獲准開辦的小一班級數目會按
既定準則視乎實際學位需要而定。

另外，昨日發佈的《名冊》及《概覽》
分為實體版與網上版；前者以今年4月學校
的情況為基礎。
當中曾出現校政管理及「影子學生」問
題的興德學校，管理層資料仍分別寫上被
罷免的前校長陳章萍及已請辭的前校監鍾
佳榮；不過有關網上版已更新寫上新校長
蕭麗珊，校監一欄則為空白。

簽
－
證
－
延
－
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踏
入9月，各地各級學校陸續開學，
但不少準備到英國升學的香港學
生，正面對簽證延誤問題。至昨日
下午，已有近800名學生因英國簽
證問題求助，當中150人需要於本
周內出發赴英，否則其學籍資格可

能被取消或影響畢業時間。據了解，近
日有個別學生已取得簽證，而英國簽證
中心昨日亦有向申請人發電郵，但未有
說明現時批核的具體進度及相關數字，
未能釋除家長及學生疑慮。

升學中心盼英速交代
位於銅鑼灣禮頓道的英國簽證中心，
昨日早上有包括準備赴英升學學生在內
的大批人前往申請或查詢簽證進度，部
分人直言申請近一個月，擔心影響開
學。
王同學就讀的大學基礎班將於下星期
一開學，原計劃在今個星期日出發，但
因拿不到簽證而要轉機票，預計首星期
將要缺席，影響出席率及來年升班情
況。
英國升學中心負責人鄧先生則說，今
年英國簽證辦證手續有變，會在香港先
做電腦掃描，再送往英國放上系統，並

等候審批，未知是否因步驟增加，令程
序上出問題致延遲批核，期望英國有關
方面盡快交代及妥善安排。
另外至昨午4時，教育界立法會議員葉
建源辦事處累計接獲近800個有關求助個
案，新增個案均交予英國領事館跟進。
他表示，求助人中至少有155名學生

需要在本周內出發，否則其學籍資格可
能會被取消或延誤畢業時間，雖然有個
別學生已取得簽證，但整體情況仍未清
晰，家長及學生疑慮也未釋除。他認為
英國相關部門必須盡快妥善處理事件，
並向當地學校各院校和學校說明簽證延
誤情況，及要求各校寬鬆處理入學期限
及畢業年期等事宜。

逾百生需本周赴英保學籍

■申請升學簽證的學生昨日到英國簽證
中心向職員查詢。 電視截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前匯豐
銀行主席沈弼（Michael Sandberg）勳爵
今年7月2日離世，長和系主席李嘉誠為
紀念沈弼對香港的貢獻，特別撥出500萬
元，設立「李嘉誠基金會沈弼勳爵紀念獎
學基金」，獎助成績優異的文憑試學生，
負笈英國兩家指定大學修讀學士課程。
獎學基金於未來10年按年頒授，兩家
大學將諮詢沈弼家族之意見，並根據學生

的成績和需要，每年各甄選出兩三名獎學
金得主。
李嘉誠表示，沈弼在香港服務多年，

位居要津，對香港今天能發展成為國際金
融中心，功不可沒。
李嘉誠憶述沈當年多次在英國為港

發聲，也支持香港商界發展機遇，「我
將藉着這獎學基金懷緬摯友，紀念他在
香港和英國兩地的卓越成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免費優質幼
稚園教育於本學年開始實施，惠及數以十萬計
家庭。
教育局副局長蔡若蓮昨日於「局中人語」專
欄發表文章，提及上周與局長楊潤雄分別探訪
了幾所幼稚園，發現不同學校都能善用新政策
帶來的資源和空間，包括改善師生比例、額外
聘請語文老師等，為學生提供優質教育服務。
蔡若蓮昨日在教育局網站《局中人語》專欄
中，以「免費優質幼稚園教育揚帆啟航」為題
發表文章，分享她與楊潤雄早前到幼稚園考察
免費幼教落實的情況。

她指當局為學校提供指引，訂定發展方向和
基本教學原則，而幼稚園則按校情訂定各自的
發展策略和具體計劃，為學生提供優質的教育
服務，政策兼顧了專業問責與校本自主的實際
運作。

改善師生比 增跨專業合作
蔡若蓮表示，考察時看到有半日制幼稚園在

提供免費服務的基礎上，進一步改善師生比
例，額外聘請普通話和英語老師，豐富校園語
境；有學校因應老師的資歷、教學經驗、表
現、職務、專業培訓、特殊技能等，靈活改善

幼師待遇。
此外，這些幼稚園當中，有參加了社署的「到

校學前康復服務試驗計劃」，由跨專業服務團
隊為有特殊需要及有發展遲緩危機的學童提供
到校支援服務，其師生比例由原來的1:15改善
至1:11，創造空間加強與跨專業團隊的協作。
就業界關注的幼師薪酬安排，蔡若蓮指新一

屆政府在7月時公佈了優化相關資助的詳情，
當局亦會聆聽前線的意見，檢視新政策的推行
情況，並以開放的態度探討設立幼稚園教師薪
級表的可行方法，實事求是，循序漸進開展相
關工作。

蔡若蓮：幼園皆善用新政策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高鈺）香
港科技大學昨日宣
佈，經過全球招聘
程序後，決定委任
思科系統全球副總
裁兼執行總監及大
中華區商業及跨國
公司事務部總裁林
文怡為下任副校長
（大學拓展），自
今年11月1日起生
效。
林文怡於香港出生及長大，曾於拔萃女書

院就讀，於史丹福大學取得統計學及認知科
學 / 社會心理學的學士、碩士及博士學
位，其間獲授予美國大學專為優等生而設的
Phi Beta Kappa及Summa Cum Laude榮譽
資格。
其職業生涯從史丹福大學的研究教學工作

開始。她是活躍的義工導師，積極與學生分
享其知識與經驗，並曾於2010年至2016年
間出任科大的客席副教授，自2015年起她
亦為南京大學商學院的客席教授。
她曾於矽谷創立過兩間初創公司，其中一

間的主要業務為將教育研究商業化。
林文怡曾於北美、南美、亞太區及大中華

區等地工作，是思科系統中少數的亞裔女性
領袖，曾被福布斯中國列為2017年中國最
傑出商界女性首五十位之一。
科大校董會主席廖長城讚揚林文怡在商

界、高教界及創業等的成功經驗，可領導科
大與全球企業和學術機構建立更深更廣的合
作，並提升科大的國際影響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嶺南大學昨
舉行開學禮，在今年約600名嶺大一年級本
科新生之中，非本地生約佔一成。校方表示
今年本科課程招生情況理想，共接獲約5.7
萬個申請，其中來自非聯招和內地的申請比
去年分別增加了4.2%和52.7%。嶺大現時
有來自30多個國家及地區的學生在校學
習，背景漸趨國際化。
鄭國漢在開學禮致辭時指出，嶺大是為學

生的人生帶來轉變的起點，而這個轉變的成
功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同學是否夠積極、主
動，並以開放和自信的態度把握各種機遇。
他又希望在數年後，同學們能發現他們在

嶺大所經歷的轉變，是與「嶺南精神」一脈
相承，亦即熱情、忠誠、堅毅、包容不同的
思想和文化，而且積極為社會作出貢獻。

嶺大新生非本地佔一成

林文怡任科大副校長

編者按：
為提升學生對中國國情、歷史、文化及社會科學等方面的知識水平，培養學生常閱讀、多思考的良好學習習慣，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

正在舉行「回歸盃—第七屆全港學生中國國情知識大賽」，為此大會特別推出「中華學堂」專欄，以輕鬆手法介紹與香港回歸及國情相關
知識，深化讀者對國情的了解。

■嶺大昨日舉行開學禮，迎接來自世界各地
新生。 校方供圖

■林文怡。 校方供圖

■《小學概覽2017》昨日出版。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忞 攝

■蔡若蓮 資料圖片

■李嘉誠（右圖）設獎學金紀念沈弼（左圖前左）。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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