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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童增學額減
升小勢爭崩頭
2020年9月3日（星期四）

香港不同升學階段的學生人數持續
波動，教育局最新資料顯示，2021 年

人數多 位少

適齡升小一人口有 5.92 萬人，較今年

上升 3,500 人。不過，據昨日發布的
2021/22學年小學自行分配學額資料，
明年全港官津小學共提供約 48,355 個
小一學額，較今年輕微減少約100個，

同時亦有 11 所小學「大班轉小班」減

少收生，當中7所來自北區。學生增學

額卻未見配合反而下調，預計來年小一

3500

入學競爭將更加激烈。

100
校「大班轉小班」火上加油

11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姬文風

踏入展 ，9 月，新一年度的升小流程即將開
教 育 局 昨 日 發 布 2021/22 學 年

《自行分配學位階段各小一學校網小學名
冊》，詳列各區小學預算自行分配學額，而
有關申請表亦於昨日起經幼稚園向適齡家長
派發，或於教育局網頁下載。各升小生家長
可於本月 21 日至 25 日，向任何一所官津小
學交表。
根據最新《名冊》數據，2021/22 學年全
港官津小一的自行分配學位約有24,261個，
連同明年初開始的統一派位階段，推算明年
全港小一學額共約48,355個，較去年輕微減
少約100個位。

北區 7 校
「大轉小」
按分區校網計算，來年以天水圍 72 校
網、觀塘 48 校網及將軍澳 95 校網提供較多
小 一 學 額 ， 分 別 有 2,925 個 、 2,875 個 及
2,675 個學額。名校網方面，九龍塘 41 校網

2021 年轉小班學校
學校

校網

聖公會置富始南小學
南區18網
聖公會田灣始南小學
慈雲山45網

保良局錦泰小學
鳳溪第一小學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上水80網

聖公會榮真小學
李志達紀念學校
曾梅千禧學校

的學額數、班數與今年一致，共提供 1,045
個學額，相信競爭維持激烈。
另一方面，教育局早前指，隨着整體小一
學位需求已由 2018/19 學年高峰回落，明年
將新增 11 所公營小學，由 30 人一班的「大
班」，轉為實施 25 人一班的小班教學。
《名冊》資料顯示，「大班轉小班」學校集
中在北區共有7所，單是上水80校網佔其中
5 所，導致該網減位情況相對明顯，其中自
行分配學額較去年減少 56 個，總小一額減
少約115個。
鳳溪第一小學校長朱偉林接受香港文匯報
記者訪問指，雖然上水 80 校網學額減少，
惟實際競爭情況仍然難料，「始終要視乎供
求，來年區內升小學生人數多少，近年社會
事件及疫情影響下，會否導致部分跨境生選
擇於深圳升小等，整體區內競爭情況還是未
知數。」

或有跨境生回流深圳

■預計來年小一入學競爭將更加激烈。圖為往年小學學位自行收生階段放榜。

朱表示，深圳開辦了不少高質素學校，跨
境生留港升學意慾或會降低，而這可能導致
區內部分弱勢學校收生更加困難。至於上述
5 間來年轉為小班教學的學校，均屬區內較
受歡迎，推行小班後學額減少，不排除有關
學校的競爭情況或會加劇。
朱偉林續指，該校多年來已實行「內部小
班」模式，即以往「編制上」雖屬於「大
班」兼有另外加派學生，但校方會另投放資
源，自行分拆至約 25 人一班，以改善師生
比例及加強照顧，相信學校老師有
足夠準備迎接小班教學。
於昨日出版的《小學概覽
2020》 網 上 版 （www.chsc.
hk/primary） 及 印 刷 版 ，
共輯錄 500 多所小學的基
本資料，方便家長掌握
最新的學校資訊，
於選校時作參考。

二手教科書熱賣
恢復面授料更佳

全港學校在疫情陰霾
下展開新學年，在經濟不
上水宣道小學
景百業蕭條下，開學花費對
粉嶺81網
基層家庭來說更是百上加斤，
聖公會嘉福榮真小學
不少人為節省開支改買二手課
本。有二手書店指，今年整體教科
長洲97網 中華基督教會長洲堂錦江小學
書生意逆巿上升兩至三成，並指由於
新學年暫以網課形式授課，學生不急於買
書，若學校能在9月下旬恢復面授，二手書
資料來源：教育局
銷量或進一步上升。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鈺
開學買新書往往要花數千元，今年在疫情打擊
經濟下，很多家庭均選擇二手書節省開學支出，主要
售賣二手教科書的檸檬書店市務企劃總監王偉聰表示，
根據以往情況，經濟差時二手書銷量會特別好，「例如在

書店：收書後消毒除污跡
雖然疫情下，有人會擔心舊書不夠衞生，但
該店主打「高質量」舊書，而且店員在收書後
會用消毒濕紙巾擦掉書本內外的污跡，「相信
這些措施能給予顧客較多信心，故銷情能夠
『疫市』上升，整體而言上升了兩三成生意。」
該書店早幾年推出網上報價、快遞送書等策略，在疫
情下也大派用場。王偉聰指，「以往門市會有很多客
人，但今年很多人都不外出，經過快遞送書的比率亦較
以往上升五成。」另電子支付使用率也相應提高，減少
了錢銀找贖的風險。
一般7月上旬至20日左右是二手書店的生意高峰期，但
王偉聰指，今個暑假卻不一樣，大部分學校上學年日程都
被打亂，各校派發書單時間不一，甚至有升中四學生尚未
得知分科結果，故整個暑假檔期的生意頗為平均。
致力支援基層家庭的社協幹事施麗珊表示，經濟轉
差，打工仔開工不足、失業情況普遍，雖然新學年暫以
網課形式開學，電腦、上網服務等固然花錢，而課本、
校服等亦不得不買，花費不菲。





THE 世界大學榜
理大排名升 42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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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泰晤士高等教育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虹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虹宇）國際高等教育刊物
《泰晤士高等教育》（THE）昨公布最新的「2021
世界大學排名榜」，牛津大學連續 5 年成為世界第
一；亞洲方面，清華大學首次闖入世界前 20，北京
大學位列 23，表現突出。至於本港院校有 5 校殺入
200大，當中領頭的港大較去年跌4位至39位；科大
下滑 9 位，與中大同列第 56 位；理大則升幅明顯，
由 171 位急升至 129 位。THE 提到，全球知識經濟
正向東方轉移，西方的高等教育體系呈下降趨勢，
歐洲排名前 200 位的大學數量見歷史新低，情況值
得關注。

全球知經東移 清華首入 20 強
THE 世界大學排名榜根據大學的教學環境、研究
影響力、國際化、行業收入等多項指標評分，今年
除了牛津大學穩坐榜首，第二名的史丹福大學及第
三名的哈佛大學分別較去年上升2位及4位。
亞洲方面，清華大學首次闖入世界前 20 名，亦是
亞洲院校首次進入前 20，排在其後的是位列第 23 位
的北京大學及第 25 名的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京大學
排36名。
香港院校的表現參差，港大位列 39，跌 4 名；科

菲，加上欠缺技術支援，日常學習變得困難重重。有區議員
表示，近日收到相關的求助個案大增，相信仍屬冰山一角，
期望政府盡快作出支援。
教育局近日宣布，面授課堂將於本月底分階段恢復，意味學
生在家進行電子學習仍需持續一段時間。陳小姐及其就讀小二
的兒子陳同學，居住在深水埗的劏房，面積百餘呎，有一房一
廳及獨立廁所，衞生環境較其餘的板間房及籠屋為佳。
「這裏月租 5,000 多元，連生活費已佔家庭收入一大半；
孩子開學，校服、鞋子已經要買大一兩個碼數，希望可以更
耐穿，要省錢。」申領綜援的陳小姐坦言，說起孩子開學的
使費令她頭痛，「每次看見孩子的功課袋放着催交費用的通
告，讓我腳軟。」

大跌 9
名，與中大同
借到舊電腦 仍缺上網費
列第 56 位；城大排
名 與 去 年 持 平 ， 排 126
由於本學年暫要網上學習，「需
名。本港排名上升的院校有中
要用電腦、平板，但很貴，
大、理大、浸大，其中理大躍升 42
兒子說想要一台，但我
位，至129位。
們實在負擔不
THE 於報告中提及，全球知識經濟正向東方轉
起。」雖
移，中國內地學府自 2016 年來提升快速，相信中國
然疫
內地學府未來將進一步取得佳績，與之相比，西方
已建立的高等教育體系呈下降趨勢，歐洲排名前200
位的大學數量創歷史新低。
港大回應香港文匯報記者查詢時表示，港大一直
致力為學生提供優質教育，在教學、研究及知識交
流等多方面力求卓越，確信透過實踐港大勾劃的未
來願景藍圖，致力成為亞洲的世界級大學，將更提
升港大在國際間的聲譽。
理大發言人表示，今次理大的排名躍升 42 位，大
學感到十分鼓舞，該校會參考排名及其他評核方式，
檢視可進步的空間，以期進一步提升教研水平。浸大
回應今次排名結果指，該校一向留意大學排名結果，
作為持續提升教研水平方面工作的其中一項參考。

■基於衞生
考慮，二手
書店收購舊
書後會加強
清潔工作。
香港文匯報
記者
詹漢基 攝

她估計不少草根家庭的家長為了減少開支，會寧願冒着
衞生風險選購二手書，她期望學校推出分享課本、轉贈校
服等措施，讓學生在安全、衞生的情況下節省開學支出。

2003年『沙士』、2009年金融海嘯期間。」

網課軟硬件貴 綜援戶嘆難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詹漢基）疫情持續，本港學校於
新學年只好暫以「開學不返學」的網課形式展開，
這卻令很多基層家庭苦惱不已。有居於深水埗
劏房的單親家庭以綜援過日子，扣除租
金、生活費，媽媽坦言已沒錢為
孩子購買電子設備；雖然成
功趕在開學前借得平
板電腦，但上
網 費 用
不

資料圖片

學生：新書都未必無菌
前往買二手教科書的中四生梁同學表示，因學校要求一次
過購買高中三年的課本，故至今已經花5,000元買書，為省
錢遂選擇購買二手書，「雖然擔心二手書有細菌，但反正新
書也不能保證無吧，回到家會用消毒酒精清潔一下書皮。」
家長周女士認為，細菌病毒等該不會在書本上停留太
久，「會選擇較為便宜的二手書，買回去後不會馬上
用，會先放一陣子」。
■香港文匯報記者 詹漢基

■王偉聰

■周女士

■梁同學
香港文匯報記者詹漢基 攝

情初期她已經暫借平板供孩子使用，但一直不適應用法，需
要在家長群組邀請其他家長幫忙，或者打電話回學校查詢。
由於兒子今天開學，她趕在開學前才從學校借到另一台較舊
的平板電腦，供孩子上課之用。
硬件解決了，但軟件成了另一大問題，「我們的上網費一
個月兩百多元，若流量用完，看影片就非常慢，學校的教學
影片基本上就看不了！」陳小姐慨嘆，「孩子小一的知識還
沒學完，就已經升小二。加上老師未能親身教學，孩子網上
學習時也不集中。」
為了幫補家計，陳小姐以往偶爾從事包裝花茶、湯包的兼
職，但始終要照顧孩子，只能將工作帶回家，錢自然也賺得不
多。她表示，本來以為待孩子上學了，能找一些兼職餐廳侍應
的工作，但疫情之下空缺很少，要改善經濟情況談何容易。

區議員：個案僅冰山一角
民建聯深水埗區議員劉佩玉表示，近半個月收到十多宗類
似陳小姐的求助個案，但這些只是冰山一角，不少有多於一
個孩子的基層家庭更需輪流使用電腦，加上學生欠缺技術支
援，導致電子學習成效成疑。
民建聯九龍城區議員林德成期望，政府能在電子設備、上
網服務等提供支援，亦可提供誘因予電訊商讓他們完善唐樓
的網絡，「因為網絡不暢順，有時候老師講完了三句，學生
才能聽到一句。」
■居於劏房的陳小姐及
兒子在疫下的網上學習
困難重重。
困難重重
。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