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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蚊措施足 疫區校嚴戒備

「雙非」尾班車 跨境生減過半
校長促教局作出規劃 應對明年縮班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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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教育
局局長楊潤雄於昨晨開學日探訪英皇
書院同學會小學第二校，與學生一起
進行開學禮，亦參與了該校為同學舉
辦的「正向教育」活動，見到同學們
互相認識，享受學習的過程。他表
示，學校不單是傳授學科知識的地
方，更希望同學可以互相支持、溝通
合作，及培養正面價值觀，寄語全港
學校、老師和家長，同心提供關愛、
和諧和正面的環境，幫助學生健康成
長。

多項新措施見成效
楊潤雄又指，當局今學年為學校提

供多項教育新措施，昨日所見，英皇

同學會第二校有將資源好好運用，例
如「一校一社工」方面，該校於學校
編制內聘任了一位社工，延續一直以
來的輔導工作。而學校亦有運用「優
質教育基金」為中小幼學校增設的專
項撥款計劃，構思成立科創中心，及
推動音樂或才藝教育等計劃，又利用
政府提供的「推廣閱讀津貼」，用3
萬元購買書籍和舉辦閱讀計劃。他希
望各項新增教育資源可使學校運作得
更暢順，並讓學生學得更好。
過往一學年楊潤雄曾到訪50多所

學校，與校長、教師、學生和家長
溝通，他形容，訪校讓他更加了解
學校或教師遇到的困難，對特區政
府教育工作也有幫助，亦幫助他本

人更加了解學校或教師遇到的困
難，未來他會繼續落區加強與學界
溝通，和前線教育工作者一起努力
為下一代做事。

修課程指引屬恒常工作
就近日有關《中學教育課程指引》

的報道，楊潤雄指，修訂指引屬於恒
常進行的工作，過去幾年的一輪更
新，局方主要是將原有的小一至中
三，及中四至中六兩個指引，改為以
小學及中學兩個階段區分，並就實際
情況修改一些內容。
而對於國民教育的推行，他重申當

局立場一直沒有改變，認為香港作為
國家的一部分，港人作為中國人，需

要對國家情況有所認知，亦希望從而
培養學生對國家的感情，局方會繼續
透過多接觸、多交流的方法，讓學生
能親身了解國家的發展。
除了探訪小學開學外，楊潤雄昨

日又與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羅智光聯
袂到訪灣仔區，在灣仔區議會主席
吳錦津、副主席周潔冰和灣仔民政
事務專員陳天柱陪同下，參觀了聖
雅各福群會為高中生策劃的「Ca-
reer Live職業體驗遊戲」活動，了解
他們如何藉活動嘗試訂立生涯規劃
目標；又前往香港小童群益會樂緻
幼稚園（灣仔），了解學生在暑假
後如何在老師協助下適應學習生
活。

祖籍湖南，現居於羅湖
的劉女士表示，在該校唸
四年級的女兒為了趕上保

姆車，每天需要五點五十分起床，「天還沒亮
就要出門口」對女兒來說是個挑戰。女兒每天
來回交通需要花兩個多小時，雖然舟車勞頓，
但劉女士認為香港的教育比內地好，師生比例
較佳，較能多方面照顧孩子。

家長：學習環境難得
被問道為何不在深圳上小學，劉女士表示

女兒在香港出生，加上自己沒有深圳戶籍，
在「社保」與「計生情況」積分均無法達到
要求，所以還是來香港唸書比較划算。

從事酒店業的周女士是小一新生的家長，
被問到會否擔心兒子不能適應新環境，她說
「適應也是成長的過程」，加上家裡距離學
校只有十分鐘車程，相信問題不大。至於兒
子與同學相處方面，她認為荃灣商會學校能
取錄不同種族的學生非常難得，在「國際
化」的學習環境裡面，最重要的教會孩子如
何尊重他人，如何與不同文化背景的學生相
處。
新來港一年的溫女士，認為香港教育的師生

比例比深圳佳，加上香港強調互相尊重，德育
教育做得好，所以在一年前連同唸三年級的女
兒移居香港，讓女兒在香港插班。

■香港文匯報記者詹漢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9月新學年開始，亦意
味明年升小一的申請程序啟動。教育局表示，家長如
欲為子女申請明年9月入讀官立或資助小學一年級，可
於明日（9月5日）起至10月2日向子女就讀的幼稚園
索取申請表格，並於9月24日起向申請小一自行分配
學位的學校交表。而備有全港500多所小學資料的《小
學概覽2018》，亦會於明日在網上發佈，供家長選校
時參考。
教育局表示，所有於2013年12月31日或以前出生的
香港兒童，如尚未入讀小學，均可申請明年9月入讀官
立或資助小一，申請表及相關資料，明日起可經幼稚
園或幼稚園暨幼兒中心索取，如兒童未有就讀幼稚
園，其家長亦可往各區民政事務處或教育局各區域教
育服務處索取有關文件。
明年升小的自行分配學位階段，家長可不受校網限
制，於9月24日至10月2日的學校辦公時間，向任何
一所有意申請的官立或資助小學交表。教育局發言人
提醒，另外若家長被發現同時向多於一所官津小學交
表，其自行學位申請將會作廢，另外家長填表時也必
須填寫真確的居住地址，被發現虛報住址者其小一申
請將會作廢，即使獲派學位亦會被取消。

跨境上學應考慮對學童影響
針對居於內地的申請兒童，發言人提醒家長應審慎考
慮每天長途跋涉跨境上學對學童的影響，以及各出入境
管制站運作情況，並及早自行為子女安排交通配套。
上述有關小一入學及自行分配學位學額的資料，明

日也會上載到教育局網頁（www.edb.gov.hk），市民亦
可致電教育局24小時自動電話查詢系統2891 0088查
詢。
另外，為幫助家長替子女選擇合適學校，家校會將

於明日在網上發佈《小學概覽2018》（www.chsc.hk/
primary），當中輯錄了500多所小學的學校設施、教
師資料、班級結構、學習評估、學習生活、課外活
動、辦學宗旨及學校特色等基本資料，並增設有關融
合教育及非華語學生支援的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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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詹漢基）

漫長暑假後，全港數以十萬計中小

幼學生昨日迎來開學日。因應今年

為「雙非」升小一的尾班車，跨境

生情況備受關注，有位於青衣、近

年取錄不少跨境生的小學，6月時

獲派224名小一生，但昨日開學只

有約90人至100人出席，流失率

達五成五。校方估計，與深圳去年

起允許港籍學生入讀當地公營學校

的新政策，令有跨境家長放棄香港

相關。另一方面，明年小一適齡人

口將會激減8,400名，帶來縮班及

超額教師危機，有校長促請教育局

作長遠規劃，以穩定學界及提升教

育質素。

港教育國際化 寧「天未光出門」

位於青衣的荃灣商會學校，在6月派位
時共有224名小一生，至7月亦有約

150人註冊，但昨日開學到校小一新生減
至約90人到100人，流失率達五成五，預
計來年小一班數亦會由5班減至4班。該
校小一新生中，約70人為跨境童，分別經
皇崗、深圳灣、沙頭角、文錦渡及福田口
岸，乘保姆車來港上學。
校長周劍豪昨晨亦特別到皇崗，跟隨保
姆車與小一新生一同到校，他表示，現時
學童過關的效率越來越高，昨日從深圳到
校，連同過關檢查全程花約1小時多，約
8時40分便抵達，遠勝往年校巴最遲近10
時才到達。

校長：增STEM 信能吸生源
對於小一學生於開學初期流失，周劍豪
直言是自然現象，部分家長或於開學前為
孩子選擇更就近的學校，亦有經濟條件較
好者，會讓孩子轉往直資校就讀。他又提
到，對於跨境生來說，去年深圳的教育新
政策，吸引部分家長讓港籍孩子於當地公
營校讀書，另外亦有部分家長在派位後成
功於更近邊境的北區小學「叩門」，都會
令其他地區的跨境生流失。
特區政府於2013年就「雙非」截龍，
2019年將不再有「雙非」童升小一，加上

本地出生人數也減少，明年的小一適齡總
人口將由 65,700 名大幅下降 8,400 名至
57,300名。
不過周劍豪表示，學校近年加強了

STEM教育，又改善語言政策以英語教授
數學和常識科，至今已有一定成績，相信
能吸引家長及學生，不擔心收生不足。
至於「超額教師」問題，他表示該校高
年級班數較少，每級只兩班，縱使接下來
幾年預計收生人數會下降，但小一班數仍
能填補畢業班離校的情況，全校整體班數
不會減少，教師分配亦應不受影響。
而最多跨境學童的北區，今年大部分學

校滿額收生，不過北區小學校長會主席朱
國強指，擔心明年適齡小一生大減少會影
響收生，預料區內很多學校未必能收足學

生，或出現超額教師。他希望教育局有類
似中學的「三保」政策，更明確保留教
師，應對小學縮班問題。

黃錦良盼藉機推小班教學
本身為小學校長的教聯會主席黃錦良認

為，當局應把握明年小一人口大減的契
機，推行小班教學及提高班師比，讓老師
能有更多時間照顧不同需要學生，提升教
學質素。
他表示，局方不應再對教育問題「頭痛

醫頭，腳痛醫腳」，而要增撥更多資源應
對教育環境的變化，就未來學生人數作更
長遠的規劃，包括檢視長遠師訓名額，加
強不同範疇的在職培訓，提升老師於包括
STEM等多元化教學能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詹漢基）鑑於
香港近日出現了多宗登革熱的個案，教
育界早在開學前已嚴陣以待，啟動了不
同的防蚊滅蚊措施。於昨日開學日，有
包括位於黃大仙、長洲等曾爆發疫情地
區的學校更是提高警戒，採取了一系列
的應變，包括添置滅蚊燈、噴灑蚊油，
在學生進入學校前先為其探熱，及彈性
容許穿長袖衣褲等。政務司司長張建宗
及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昨均強調，特區政
府會盡力支持學校進行滅蚊行動，目前
未有因登革熱而停課的需要，但教育局
已有相關機制處理。
位於黃大仙、鄰近曾爆發疫情的獅子

山公園500米範圍的浸信會天虹小學，

校長馮耀章昨表示，於開學前已召開緊
急應變小組，商議防止登革熱措施。不
少家長聽從學校建議，上課前有為子女
量體溫，用蚊怕水。他表示，為減少蚊
叮機會，校方會彈性處理校服問題，容
計學生選擇是否穿着長袖衣服，另學校
亦已停用臨近山坡的露天操場，小息及
體育課則會在有蓋操場內進行。

家校配合全方位防蚊
此外，該校會在學校範圍噴灑花露

水，目前正使用13個防蚊裝置，包括
有效範圍是4萬尺的捕蚊器和驅蚊燈。
在該校就讀小六的女同學表示，雖然蚊
貼頗貴，但為了健康着想，「惟有落本

啲」，在衣袖、褲子各處均貼上蚊貼。
長洲佛教慧因法師紀念中學則在學校

範圍裡面添置了60盞滅蚊燈，同學均需
先探熱才能進入學校，以防同學出現感
冒、發燒的情況。該校中三生共同學說，
班主任曾於手機群組裡發訊息，提醒同學
注意衛生和採取滅蚊措施。此外該校也安
排學生擔任「防蚊大使」，推廣有關登革
熱的資訊，助大家防患於未然。

民政署派數萬支蚊怕水予學校
位於青衣的荃灣商會學校，校長周劍

豪表示，暫時沒有收到家長有關登革熱的
查詢，但鑑於登革熱風險，已經請工友於
花圃、渠道位置噴灑蚊油和清除積水，預

防蚊蟲滋生。香港文匯報記者在採訪該校
一名家長時，發現她總是拍打自己的小
腿，更笑言「返去真係要搽蚊怕水」。
因應開學後的登革熱疫情，張建宗昨

日回應指，民政事務總署正陸續將幾萬
支蚊怕水派發予學校，其中長洲派發工
作已完成，相信各間學校都有機會收
到。他又強調，教育局和食環署已經聯
繫了全港學校，做好清潔及除積水工
作，呼籲各界提高警覺。
楊潤雄則說，教育局早前已透過分區

辦事處聯絡了各區學校，特別是長洲及
黃大仙等地，學界已就預防登革熱作了
很多準備工夫，局方亦樂意提供更多支
援或協助，不會忽視有可能出現第二波
爆發的情況。他又提到，教育局有機制
處理因傳染病或某些原因而暫時停學或
停課的狀況，惟目前香港未有因登革熱
而停課的需要。

■楊潤雄（左三）在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第二校開學禮上與學生擊掌問好。
■羅智光（右一）和楊潤雄（右二）聆聽學生分享如何從體驗中加深對
自己的認識和嘗試訂立個人的生涯規劃目標。

■因應登革熱風險，多間學校積極滅蚊，昨日開學日亦向學
生講解防蚊措施。圖為荃灣商會學校去水渠口及花槽，學校
於開學前已進行滅蚊工作。 香港文匯報記者詹漢基 攝

▲荃灣商會學校校長周劍豪，跟隨跨境學童校車從口岸到校，親身了解學生上學情
況。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開學日上課時間有微雨，學校人員撐傘為乘校巴抵校的學生遮擋。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