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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健康差1派位差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龐嘉儀) 香港逾5.16萬學生參加的升中派位
昨揭曉結果，由於學生人數大減，今年獲派首三志願的比率近九
成，滿意率為近十多年的新高。目睹其他家長拿 令人滿意的派位
證，黃女士的心情尤其複雜：兩個就讀鮮魚行小六的兒子，一個本
身已有讀寫障礙，幾個月前又發現患有骨癌，在放榜日亦要留院觀
察，雖獲派首志願，卻要忙於與病魔作戰；另一個成績一直優秀，
派位結果卻叫她大失所望，需要叩門撲校。本身是單親媽媽、曾患

癌母為兒急叩門

乳癌的她，奔走於學校與醫院，卻早已忘了疲累，只知道全心全意
為兩個孩子張羅打點，這份帶 堅毅的母愛，令人動容。
■楊溢笙因為要留醫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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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子升中一喜一悲
兩子升中一喜一悲 含淚奔走學校醫院
含淚奔走學校醫院
於 及楊院申，父母在英國打工，在當地
鮮魚行學校就讀小六的兩兄弟楊溢笙

生下他們後，以離婚收場。母親黃女士於
2008年回流香港，獨力撫養他們，並依靠綜
援維生，曾租住過板間房，而現時居於公
屋。兩兄弟最初因不懂中文而無法適應學習
生活，兄弟兩人分別留級2年及1年，最終由
荃灣區小學轉讀鮮魚行學校，並自三年級起
成為「同班同學」，互相照應。

讀障又逢骨癌 長子屢不幸

■黃女士提及長子病情，
■黃女士提及長子病情，
不禁飲泣。
不禁飲泣。 龐嘉儀
龐嘉儀 攝
攝

料

27

校
縮

30

班
屯
門
重
災
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升
中派位結果昨公布，雖然學生派獲
心儀校滿意率高企，但在中一學生
人數大減下，新學年各區剩餘學額
有達3,200個，不少中學都要面對縮
班危機。教育局副局長楊潤雄昨透
露，根據初步數字，新學年全港
382間官津中學中，料有27校會縮
班，共減少30班中一，其中以屯門
區影響最大，有8校面臨縮班；另
全港約5間學校暫取錄少於26人只
開一班，或需要提交發展方案。不
過他強調，由於學生仍可在暑假向
個別學校申請中一學位，實際影響
要視乎9月開學後點算人數的結
果，局方已放寬開班線下限，並延
長超額老師保留期，可望能於數年
後學生人數回升前，維持學校和老
師的穩定。

楊潤雄：3,200剩額
屬「賬面數」
楊潤雄昨出席立法會教育事務委
員會時重申，中學實際開班情況涉
不同因素，3,200個剩餘學額屬「賬
面數字」，部分人單純將學額除以
每班人數推算縮班情況的做法並不
恰當。他又指，局方根據實際派位
初步計算，新學年共減少30班中
一，涉及27間學校，除屯門區外，
東區及南區各有4間中學受影響。
受影響學校中，6校會由4班減至
3班，另外有16校會開辦2班，有5
校取錄人數未足26人將開1班，不
過教育局強調，在暑假期間學生仍
可向不同學校申請學位，實際情況
仍會變化，局方開學後會再點算人
數，若學校能取錄更多學生，亦有
可能增加開辦班額。

料2017回升 推「三保」免「殺校」
楊潤雄強調，升中人數下跌屬過渡現象，預計
到2017/18年起會逐年回升至高於現有水平，當
局會推出多項紓緩措施，以「保學校，保教師，
保實力」，包括放寬開班線下限、落實「211」減
派、超額老師保留期延至3年等，而即使只開辦
一班的中學亦可提交發展方案免「殺校」，翌年
並以三班為指標參加派位。教育局指，希望有關
安排可令學校稍為安心。
不過有立法會議員擔心，中學受縮班影響，即
使保住老師也令學校士氣受影響，亦有議員表
示，應把握人口下降的機會減少每班人數，提升
教育質素。

生活雖然拮据，但尚算安穩。黃女士
指，長子溢笙有輕度讀寫障礙，但一向
努力學習，可惜禍不單行，今年4月
被診斷出小腿有骨癌，「當時我
幾乎情緒崩潰，到過廟宇求平
安，覺得難以接受」。曾患乳
癌的黃女士表示，對兒子的
痛苦感同身受，曾作好了癌
細胞擴散而需要切腿的心理
準備，幸而本月初長子手術
成功，目前正進行物理治療並
逐漸康復。
溢笙天性樂觀懂事，「他年

■楊院申對派位結果未如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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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慣風浪 兒前展現堅強
要同時為孩子的健康與學業而擔憂，黃
女士在接受訪問時一度忍不住感觸落淚，
但她畢竟是見慣風浪的母親，很快已收拾
心情，讓孩子見到的，是自己堅強的一
面。她表示，無論生活多困苦，自己亦會
盡力照顧好孩子，讓他們過上好日子。她
又感謝親友及鮮魚行學校平常對他們一家
的關顧。

6年前搬定屋 漁翁撒網撲校
■文先生
(左二)疑填
錯編號，
結果女兒
(右二)被派
到不在心
儀「志願
清單」上
的學校。
黃偉邦 攝

■黨太(右)豪花百萬元遷入油尖旺
區，增加入九華機會。黃偉邦 攝

■江晉熹(中)為入讀喇沙書院，決
定放棄之前兩個學位。黃偉邦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為了讓孩
子入讀心目中更好的中學，家長們可謂各施
各法，有家長早在6年前已開始策劃，安排
搬家以進駐理想的校網，兒子終成功獲得心
頭好；亦有失意家長決定以漁翁撒網式向約
10所學校叩門，辛苦程度可想而知。據了
解，針對收生不足的問題，今年多區學校已
協議不接受同區學生申請「叩門位」，以免
互搶同區生源，但就昨日所見，有家長即使
已知悉有此安排，仍堅持前去叩門，希望出
現奇蹟。

花百萬搬家 陪子「閉關」兩年
■有獲派心儀學校家長與子女開
心得互相擁抱。
黃偉邦 攝

大批家長昨在油麻地天主教小學等候孩子

的放榜結果。其中黨太得知兒子浩樑獲派首 「志願清單」上的中學，唯有叩門。另一名
個志願九龍華仁書院時，即喜上眉梢。她 家長李太表示，知道朋友派位結果不理想，
指，早在兒子升小一時，已開始部署，豪花 故幫忙對方交表，打算先後到東區、南區和
過百萬元由屯門賣樓遷入油尖旺區，增加入 西貢區等10間學校叩門，博取多一個機會。
九華的機會。到兒子小五和小六時，為準備
拒區內生叩門 「轉校生」鑽空子
呈分試和升中，她已減少娛樂的時間，如同
今年升中人口大跌5,000人，當局推行
「閉關」，壓力很大。現在如願以償，她與孩
子均放下心頭大石。本身水平在Band1與 「減派」措施後，仍有多區出現剩餘學額。
Band2之間的石曉朗，因獲派九華開心得哭 部分地區如屯門區、葵青區和東區等學校達
了起來，他指每天溫習至晚上，就是為了入 成共識，決定拒絕將每班數名的留班學額派
給區內「叩門生」，以免互搶區內學生。不
讀心儀學校。
另一名學生江晉熹則獲派喇沙書院。才藝 過，有指屯門區有學校以「轉校生」形式取
兼備的他，在較早前已獲男拔取錄，但為了 代「叩門」取錄學生，有關學校在回覆傳媒
入讀有同一宗教信仰的喇沙書院，決定冒險 查詢時表示，已跟從當局的規定收生，但沒
放棄名校學位。江父指，每月花費約5千元讓 有回應有否違反區內協議。
家住東區、不滿派位結果的辛太表示，今
兒子參加課外活動和補習，孩子興趣廣泛，
年派位滿意率高達九成，自己卻派不到心儀
包括足球、辯論、英語話劇、雙簧管、小提
琴等，加上他今年考獲全級第二名，成績優 學校，感到詫異。她指，不清楚「東區不收
叩門生」的消息，坦言如果「叩門」不成
異，對派位一直有信心，結果亦如願以償。
功，不會到其他區找學校，只好接受派位結
學校畀錯「 把」選錯校
果。至於中六生鄭同學，在自行收生階段已
另一邊廂，有家長因派位結果不理想而四 獲派地區名校金文泰中學，其母鄭太坦言，
出叩門。昨日到港島民生書院遞表的文先生 派位結果不差，亦曾聽聞東區學校不收區內
表示，小學給錯選校編號，令他在統一派位 叩門生，但為了入讀心儀「英中」，故決定
階段時選錯學校，結果女兒被派到不在心儀 騎牛搵馬，向同區英中「叩門」。

不滿派位 躁婦「諗多 」傷副校老師

部分中學叩門情況
學校

首日叩門申請 去年同期情況

叩門位

競爭情況

約200份

1個

約150人至160人爭1位

150份

200份

3個

約50人爭1位

150份至200份

少於200份

3個至5個

約40人至50人爭1位

港島民生書院

100份

151份

不多於3個

約33人爭1位

中華傳道會安柱中學

91份

117份

4個

約23人爭1位

約150份

約150份

約10個

約15人爭1位

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 150份至160份
荔景天主教中學
迦密中學

風采中學
佛教善德英文中學
中華基督教會銘基書院

50份

100份

4個

約13人爭1位

約200份

約100份

未有預算

不適用

128份

約190份

視乎不到校註冊人數

不適用

約130份

197份

視乎不到校註冊人數

不適用

金文泰中學
中華基督教會劉永生中學

資料來源：上述各校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馮晉研

日後商減派 學界盼分區處理
津貼中學議會主席林日豐表示，對縮班數字學
界都感到不舒服，擔心未來升中人口進一步下
跌，剩餘學額越來越多，而議會也會向教育局索
取數據，將來和局方商討減派力度時，可能會按
分區需要處理。

紀雖小，卻意識到自己是家中最大的男
性，所以十分長進，對弟弟照顧有加，當
弟弟犯錯受責備時，他會挺身而出加以維
護」。為了照顧長子，近月她每天進出醫
院，為了讓兒子多吃一點，她試過帶上5個
保溫瓶裝載飯菜，供愛兒挑選。得悉兒子
獲派首志願的天主教伍華中學，她本來很
感欣慰，但另一邊廂，成績一向在全班首5
名的幼子院申，派位卻未如理想，被派到
Band 3學校，她決定到首志願油麻地循道
中學叩門，為么子爭取最後機會。院申表
示，不滿意派位結果，除希望可以經叩門
入到心儀學校，另一願望就是兄長可以盡
快康復出院。

■升中派位結果昨日揭盅，今年整體升中生獲派首三志
■升中派位結果昨日揭盅，今年整體升中生獲派首三志
願比率近九成，滿意率為近10年新高。
願比率近九成，滿意率為近10年新高。
黃偉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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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鄧偉明、杜法祖)
沙田一間小學昨晨公布升中派位結果期
間，發生女家長襲擊老師事件。一名女
家長疑誤會校方特別優待其他家長，在
派位註冊授權書上簽名，又不滿女兒獲
派的第一志願只是當初依校方建議填
選，並非屬意中學，當場大發雷霆亂擲
膠椅及文件夾洩憤，副校長及一名教師
勸止遭打傷，驚動警員到場將涉嫌傷人
「非常家長」拘捕，事件更揭發有人涉
獨留9歲次女在家。

揭獨留9歲童在家被拘
現場為沙田安景街5號路德會梁鉅鏐
小學，涉「襲擊傷人」及「對所看管兒
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被捕女家長姓
李(40歲)，據悉有情緒病紀錄，需社工跟
進。遇襲副校長姓陳(50歲)，他與另1名
51歲男教師均受輕傷，其中陳後頸被膠
文件夾 傷，男老師則被膠椅打傷腳
部，2人敷治後已無礙出院。
現場消息稱，李婦的11歲長女於該校
就讀小六精英班，但未屬「尖子」，然
有人認為女兒定能入讀心儀名校。但校
方早前為學生提供選校分析時，曾建議
李女選擇區內另一所英文女子名校為第
一志願，認為不單獲派機會較高，將來
學習亦較易跟上，有人雖不完全認同，

但考慮後亦接受建議。

大鬧教員室 「點解我冇 ！」
昨日升中派位放榜日，李婦與女兒一
早返校拿取結果。至昨晨9時許，李婦
雖得知女兒獲派第一志願中學，但內心
仍不是滋味。當步經教員室時，疑聽到
有人提及「授權書」及「簽名」語句，
有人隨即胡思亂想，以為他人獲校方特
別照顧安排往心儀中學。其間有人突情
緒激動衝入教員室，不由分說搶走另一
名學生的註冊授權書，質問「點解我冇
！」又拿起膠凳及 面文件夾亂舞，
李的女兒見狀大驚嚇得瑟縮一角，旁人
亦四散躲避。
其間陳副校長及一名男老師即上前好
言勸止及解釋，惟有人「火遮眼」推撞
2人，混亂間導致陳及老師受傷，校方
唯有報警。警員到場拘捕涉案女家長，
並將2名傷者送院治理，惟稍後警員再
揭發女事主另將9歲次女獨留在家。
該校女校長趙小雲事後解釋，由於有
一名小六學生因家長要上班，無法為子
女前往獲派中學登記註冊，須向學校拿
取一份由校長簽名的授權書，授權由指
定親友代登記，並不涉及特別優待，相
信事件只是聽者有意，「想多 」而引
起的誤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