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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一入學首天遞表 傳統名校區現人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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喇沙舊生憂子 25 分仍落選
■明年小一入學「自行分配學位」昨
首天接受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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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一入學「自行分配學位」從昨起一連
5 天接受申請。適齡學童人口波動
下，2020 年升小學生將較今年下跌 1,600
名至 5.57 萬名，兩年累計減少約萬人，而
官津小一學額數目亦相應減少，預料整體
競爭情況相若。在適齡學童以及官津小一
學額同時回落下，無礙家長續追捧心儀學
校，傳統名校繼續深受歡迎。
根據現時小一自行學位計分法，父母
是舊生可獲額外 10 分，對大多數學校都是
很大優勢，不過傳統名校校友眾多，競爭
尤其激烈。任職銀行的楊先生是喇沙舊
生，昨前往母校為其獨子交表，雖然兒子
在計分制下有 25 分，但坦言聽聞過往亦有
舊生的孩子落選，對成功入讀信心不大，
會抱平常心面對。
曾經是母校足球校隊成員的他，只為
兒子安排參加足球班及認字班，無意特別
栽培或報面試班、興趣班等催谷。他認為
父母日常生活與互動對小朋友成長更重要，
「我想他做一個開心的小朋友，平時會跟他
多看故事書；也不覺得上更多這些特別班，

嶺大夥五邑大學 研灣區居家養老

嶺南大學與江門市五邑大學
近日宣佈成立「居家養老聯合研
究創新中心」，以回應大灣區發
展對安老服務的需要。另外，嶺
大與五邑雙方也會於五邑大學建
設智能居家養老示範實驗室，開
展師生互訪、課程開發等活動。
嶺大校長鄭國漢形容，是次
合作成果是「天時、地利、人和
的結合」，而嶺大一直以社會政
策、社會服務為重點研究領域，
通過建立養老服務的聯合研究中
心，可連結雙方優秀的教研、實
務團隊，促成更多對社會有正面
影響的研究。
在本月 20 日的簽署儀式前，
嶺大亞太老年學研究中心總監陳
澤群介紹了嶺大及亞太老年學研
究中心的最新發展。

■喇沙小學外出現排隊等候遞交小一
入學表格的家長。

會比我跟他講故事更好、更深入。」因對入
學欠把握，楊先生打算為兒子報讀三四間直
資或私校，不過家住東區的他亦笑言，就算
兒子考入喇沙，也未必能負擔區內樓價，到
時會再考慮上學的問題。

另為子報逾 10 間直資私校
同為喇沙校友的工程師黃先生，昨日
也有到母校為兒子交表。他坦言，即使兒
子手握 25 分，但在競爭激烈下亦擔心兒子
未能於自行階段獲派位，已計劃另外報考
逾 10 間直資、私校，包括英華小學、男拔
附小等做預備，亦有安排兒子參加中、
英、數補習班、跆拳道班、畫班等，裝備
其入學競爭力。

住在九龍城區的周太則表示，兒子連
同宗教分應有 20 分，雖然競爭激烈仍打算
在自行階段「博一博」。她又指兒子有讀
鋼琴、游泳、打鼓等興趣班，校外數學比
賽亦曾獲獎項，認為其學習能力頗强，月
花逾 8,000 元為他栽培，笑言這些額外學
習開支比幼稚園學費更貴。
而在同區的瑪利諾修院學校亦是家長
另一心水選擇，家住九龍塘的梁太昨就為
即將升小一的幼女到該校交表。因長女就
讀該校中學部，幼女將可獲 25 分，梁太直
言一心想入讀瑪利諾，未有考慮報其他直
資或私校。而為準備好全英文教學，她亦
為幼女報讀英文補習班，亦有報讀體操、
跳舞等感興趣的課外活動。

四成學童「寒背」民記倡每年驗脊
學童日常學習和生活的姿勢有機會
對脊骨健康構成不同影響，民建聯一項
調查發現，超過 6 成中學及 3 成半小學家
長指，子女有腰痛、頸痛及頭痛等脊骨
相關問題，亦有 3 成至近 4 成半人說孩子
有寒背徵狀，情況令人關注。
民建聯家庭事務委員會月前訪問了
433 名中小學生家長，了解子女日常生活
■民建聯調查發現，中小學家長指子女有
習慣及脊骨健康情況，其中約 36%小學家
腰痛等脊骨問題，情況令人關注。
長指，子女最近三個月有出現腰痛、頸痛
及頭痛等脊骨相關問題，中學家長指有問 受脊骨評估及檢查，學校亦可推出「共用
題的比重更達 64%。此外，受訪家長反映 課本」政策、理順時間表及增設儲物櫃，
子女最常見的脊骨健康徵狀是寒背，中學 減少學生攜帶課本數量從而減輕書包負
擔。此外，學校及社區也應加強護脊的宣
生及小學生各有 44%及 33%。
民建聯建議，政府應優化現時衛生署 傳教育，家長多提醒子女留意日常姿勢，
「學生健康服務」，讓學生能每年一次接 一同幫助學生維持脊骨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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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大「生態領袖」遊東非體驗保育

有家長帶同子女去心
■
儀學校遞交申請。。

踏入 9 月下旬，又是家長為子女
報讀小學之時，昨日是 2020 年小一
入學「自行分配學位」接受申請的
首天，九龍城 41 校網傳統名校喇沙
小學及瑪利諾修院學校（小學
部），開門前已有數十人排隊等候
交表，當中不乏「高分」家長。有
喇沙舊生家長表示，即使身為舊
生，孩子能在計分制下持有 25 分，
但因母校競爭激烈，對獲取錄仍然
信心不大，要另外報讀數間、甚至
10 間直資或私校，增加入心儀學校
的機會。

2019.9.24 | TUE

2019 年 9 月 24
24日
日

星期二

2019 年 9 月 24
24日
日

星期二

■15 名港大生遊歷非洲，體驗生態。

香港大學理學院為慶祝成立 80 周
年，特別與港大基金在暑假期間合辦
「東非野生動物生態遊及學生生態領
袖培訓計劃」，15 名經嚴格挑選的港
大理科生，在出發之前接受 6 個月的
生態領袖訓練，帶領贊助人進行 13 天
的生態遊歷，於東非近距離一睹自然
界奇觀的動物大遷徙，期間觀賞到數
以百計種類的各式動物，學習及體驗
全球生物多樣性，推廣自然保育訊
息。
負責安排及帶領是次知識交流生
態遊的港大生物科學院首席講師侯智
恒指，希望透過計劃培養年輕學生對
大自然的熱愛，為香港及世界培育熱
心、專業及務實的年輕自然保育家。
事實上多名參與學生亦受啟發，理學
院碩士研究生陳子頌說，此行鼓勵他
應用知識保育大自然，讓更多人了解
到地球的美麗和奇妙。

親睹動物大遷徙

「生態領袖」此行遊覽多個東非
地區，當中包括：桑布魯禁獵區、馬
賽馬拉國家保育區、奧爾帕傑塔保育
區、奈瓦沙湖和納庫魯湖國家公園地
區等，期間有機會一睹自然界奇觀動
物大遷徙，觀賞到超過 330 種鳥類、
60 種哺乳動物、15 種爬行動物和兩棲
動物，學生又擔任導賞員，以專業知
識解釋所見物種的生態。
參加計劃的師生今日起至 10 月 4
日，亦將於港大百周年校園智華館地下舉辦
攝影展覽，展示是次生態旅程中的風景、動
物和大自然奇觀，歡迎港大師生職員及市民
到場欣賞。

高階能力學生測試接受報名
考評局受澳洲教育研究理事會委託舉辦
的「高階能力學生測試」於昨日起接受郵遞
及 網 上 報 名 ， 郵 遞 截 止 報 名 日 期 為 10 月 4
日，網上截止日期為 10 月 18 日；至於親身報
名日期為 10 月 8 日至 14 日。考試日期在 2019
年 11 月 23 日（星期六）。
根據考評局資料，「高階能力學生測
試」是由澳洲教育研究理事會開發的一項為
辨認具高度學習能力的學生而設的考試。該
測試與課程為本的考試不同，旨在評核學生
的一般學習能力而並非對指定知識內容的認
識，測試分「數學推理」、「抽象推理」及
「文字推理」（可選科目）三科。 無特定報
考資格，適合約 10 至 13 歲的學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