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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讓子女升讀到心儀學校，個別家
長會使出「下策」，以假地址虛報兒
童居所資料，教育局指，截至2018年
度5月底，本屆小一入學共有9宗虛報
住址的投訴個案。

教育局早前表示，所有申請小一入
學統籌辦法的家長，均須在申請表上
作出聲明，確認表格內的資料全屬正
確無訛；居住地址是指申請兒童的唯
一或主要居所。

名校區往往是虛報住址的熱門，其
中在九龍塘41校網，家長蔡太亦指，
感覺今年有不少人為校網假借地址，
希望未來教育局在派位前加強抽查。

■香港文匯報記者 柴婧

首三志願成功率近七成
在「龍年效應」下今年9月升小一生
較去年進一步增加逾千名，推算約
65,700人達到高峰。不過日前公佈的小
一統一派位數據，派首三志願的成功比
率卻達69.9%，不跌反升之餘更為近6
年高位。不過對部分家長來說，心儀學
校「沒有最好，只有更好」，在前夜派
位結果揭曉前，部分地區名校門外已出
現人龍，家長希望取得學校限量派發的
「叩門」表格，爭取入讀機會。
而昨日放榜日所見，不少學生雖已
獲派前列志願，亦會繼續「叩門」。
其中在上水80校網統一派位中心，排
頭位到達的朱生朱太提早逾兩小時到
達，他們一家原居於深圳，為讓小兒
子在港接受教育「鋪路」，不惜搬到
香港讓大兒子留在深圳由其他家人照
顧，最終小兒子「只」獲派第二志願
的馬錦燦紀念小學。二人對結果不甚
滿意，朱太更直言：「一定會『叩』
第一志願，一定要去，若『叩門』不
成功，小一亦一定會插班。」

不惜捱貴租住心儀校區
兒子同獲派第二志願馬錦燦紀念小
學的家長李太，亦表示會到首志願李
志達紀念學校「叩門」。李太與兒子
在上水租住兩房單位，每月租金1.2萬

元，同時為孩子報讀4個興趣班，涵蓋
英語、樂高機器人、畫畫、鋼琴，每
月花費約5,000元，她認為培養孩子付
出「值得」，亦自信可以「叩門」成
功。
於深圳從事媒體工作的許生為讓兒

子接受香港教育，在粉嶺以6,000餘元
月租300呎單位，自己兩地奔波，又不
惜花費約5,000元為孩子報讀英文、珠
心算等5個興趣班，昨日終於如願以償
獲派首志願。
他對結果感開心，不過亦指有機會

到沙田區「叩」更好的學校，對該區
距離較遠，他則表示，「為了能有更
好的學校，住在哪裡無所謂。」
至於傳統名校喇沙小學，更是家長

「叩門」熱選。居於油尖旺區的陳
太，兒子雖已獲派本區第一志願，亦
堅持跨區到該校「叩門」一博，只盼
入讀與中學有連繫的小學。
6年前花2萬多元由荔枝角搬至喇沙
小學附近的蔡太，由自行分配學位至
統一派位階段，均替兒子選讀喇沙小
學，惟最終只獲派第八志願，她仍不
放棄，隨即到喇沙交表「叩門」。

家長選校先保守後進取
鳳溪第一小學校長朱偉林指，家長
普遍知道「龍年效應」學位競爭激
烈，報志願時傾向趨於保守，致令獲

派首三的機率
上升。不過他
亦言，那主要
涉及報名策
略，家長或先
選一所競爭相
對較小的心儀
學校，成功獲
派後再透過
「叩門」爭取
心目中更好但
競爭較大的心
儀校，是次成
功率提升「叩
門」心態及熱
情仍沒有減
少，認為做法
無可厚非。
東莞工商總

會張煌偉小學
校長梁偉基亦
認為，受「龍
年效應」等因素影響， 今年升小一生
家長選校時「進取度冇咁高」，所以
雖然首三滿意度提升，但所派得的學
校未必是家長心中最滿意的學校，相
信「叩門」人數可能較去年更多。
他又指，在「叩門」階段家長都傾
向區內最受歡迎學校，認為應有心理
準備成功率不會高。

小一派位牽動萬千家長心，在名校林立的九龍
塘41校網，對放榜結果一喜一愁的情緒亦非常激
烈。有該區家長表示，女兒如願獲派第一志願的
瑪利諾修院學校（小學部），心情興奮，稍後將與
家人上遊艇慶祝「中籤」；另一邊廂有家長為求子
女入讀喇沙小學，不惜以逾萬元租用該校附近單
位，卻落得獲派最後志願收場，不禁痛哭落淚。

如願家庭籌劃遊艇慶祝
昨日一早到達41校網九龍塘官立小學統一派

位中心的商人梁先生，得知女兒獲派首志願瑪
利諾後，興奮心情全寫到面上，笑言稍後會上
遊艇跟家人慶祝。
他表示，女兒能流利講兩文三語，每月花約1.5

萬元栽培她學習芭蕾舞、鋼琴和畫畫，但表示這
都是女兒的興趣，一家人亦一直住在區內，並無
所謂報讀策略，但他表示手頭是有另一國際學校
作「後備」，現在如願當然毋須多作考慮。

失意母子哭訴好夢成空
兒子首志願報讀喇沙小學的林太，自言本身

家住九龍城，惟屬43
校網，遂不惜以月租1
萬多元租用喇沙小學附
近的單位。可惜事與願
違，林太兒子不但未能
獲喇沙取錄，結果竟是
獲派最後志願，林太感
歎「我都唔知嗰間邊間
（學校）」，一度禁不住
啜泣。她表示自己本身
認定可獲派首三志願，
既沒有「後備」，也沒
有準備「叩門」，坦言不知如何打算。
同樣以喇沙小學為首要目標的李太表示，早

在一年前已舉家從沙田搬到九龍塘，以2萬多元
租住喇沙小學附近單位，「直頭住在喇沙隔籬，
日日都經過。」她希望兒子能看見目標是近在眼
前。可惜昨日好夢成空，李太兒子獲派第二志願
的基華小學，李太直言感到失望，但表示香港讀
書競爭很大，感覺已是筋疲力盡，不打算再為兒
子「叩門」。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姜嘉軒

小一放榜 獲派「第二」者仍搶報「第一」

首三志願錄新高
「叩門」持續發燒

今年小一入學統一派位獲首

三志願的成功率達約七成，創

出近6年高位，但昨日結果出

爐後，大批家長「叩門」搶報

更心儀學校的熱情不減。其中

有學生雖已獲派第二志願，但

其父母仍直言「一定會『叩』

第一志願」，若不成功也會稍

後插班；亦有學生即便已獲派

首志願，家長同樣考慮去

「叩」更好的學校。有教育界

人士分析指，今年「龍年效

應」競爭激烈家長讀報志願時

或趨於保守，令獲派首三機率

上升，但在放榜後可變回進

取，希望藉「叩門」入讀更好

學校的心態並不會減少。

■文／圖：

香港文匯報記者 柴婧

新學年入讀小一正值雙非學童「尾班車」，
跨境生人數仍然處於高位。教育局5年前推出的
「跨境專網」，新學年共提供2,100多個學額。
昨日放榜後，不少學生獲派「專網」內離口岸較
遠地區的學校，有家長擔心孩子舟車勞頓，無意
「強求」香港學額，考慮讓子女回深圳就讀，亦
有家長始終鍾情香港教育，計劃「叩門」北區的
學校。

叩北區十校門 對女兒有信心
今年「跨境專網」有近四成學額來自東涌、
葵青等離口岸較遠的地區，而昨日在「專網」派
位中心亦呈現出幾家歡喜幾家愁的狀況。在深圳
從事軟件開發的楊生，十分欣賞香港教育環境，
填報約10所北區學校希望女兒可以順利就讀，
但結果卻派往他叫不出名字的一間青衣小學。他
表示，女兒讀幼稚園時已經歷過「叩門」，對她
能成功「叩門」申請北區學校充滿信心，「如果
在香港『 叩』不到學校，我認為是香港學校有
問題，不是我的孩子有問題。」
在深圳工作及居位的港人蔡先生，女兒現由

爺爺嫲嫲照顧於東區讀幼稚園，他原希望透過
「專網」讓女兒升讀北區小學，方便自己親自照
顧，但最終只獲派青衣的學校。蔡生表示，始終
希望孩子在港讀書，但北區競爭激烈，女兒未必
有優勢，將會選擇回東區「叩門」。
獲派東涌學校的跨境家長馬小姐則選擇放棄

「叩門」，會考慮為孩子於深圳尋找公立學校或
國際學校升學。

報8個興趣班 兒終入心儀校
有跨境家長則在小一統一派位獲得理想結

果。從派位中心走出的劉太神采飛揚，不停打電
話報喜，其女兒獲派首志願李志達紀念學校，她
直言自己之前壓力超大，發夢都是派到第二志
願，對結果感到意外。
受訪期間，劉太按捺不住激動心情，不斷發
送語音短訊喊道：「李志達！李志達啊！」
而隨後走出的胡小姐亦是喜極而泣激動得淚

流滿面，她報讀8個興趣班的兒子終獲派第一志
願保良局田家炳小學，她笑言一家人接下來會去
上海旅行慶祝。

上水鳳溪第一小學校長朱偉林表示，
在雙非「尾班車」後，到2019/20學年
後跨境生將大大減少，「專網」存在價
值一定較現時低，但相信仍會有單非及
少量跨境生，未必要全面取消，希望教
育局能對情況提早作出估計，幫助學界
作出適切安排。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柴婧

接獲9宗虛報住址投訴

派位中心 家長憂喜淚紛飛

學校遠離口岸 寧回深圳就讀

■派位失望啜泣。
香港文匯報記者

曾慶威 攝

■ 楊生
對女兒
「叩門」
成功有
信心。

■胡小姐
如願以償
喜 極 而
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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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小一入學統一派位獲首三志願的今年小一入學統一派位獲首三志願的「「成功率成功率」」約七成約七成，，
創近創近66年新高年新高。。圖為大批家長一早趕到派位中心領取結果圖為大批家長一早趕到派位中心領取結果。。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攝

■家長焦急查閱子女派位結果。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仍有許多家長攜子女奔波「叩門」，搶報更心儀學校。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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