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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 
 

縮班危機逼在眉睫 

教聯會促加強支援取錄跨境生的學校 
 

疫情持續逾年，兩地至今仍無法全面通關，嚴重影響跨境生來港上學；不少學校反映接

獲部分學生退學，加上申請報讀的人數減少，新學年恐面臨縮班，當中又以小學的情況較為

嚴峻。教聯會調查發現，絕大部份取錄跨境生的學校收到跨境生退學，平均流失了 1 成半跨

境生。同時，取錄跨境生的學校亦遇上各方面的困難，包括行政及聯絡工作有所增加、難以

跟進跨境生的學習進度、軟硬件配套難以支援網課等。本會促請教育局加強支援取錄跨境生

的學校，減低跨境生流失對學校造成的震盪。 

 

 教聯會於 5 月底訪問了 330 間中小學，結果發現近 5 成半學校反映在自行分配學位階段

申請報讀小一/中一的學生人數有所減少，平均減少了 15%，部分學校的減幅達到 3 成。與

此同時，有近 1 成半學校反映本學年開辦班數減少，大多減少 1 班；近 4 成學校預期會出現

縮班(22%)及不知道會否縮班(17%)，反映為數不少的學校憂慮學生人數減少會導致縮班，影

響學校的穩定性。問到過去一年學生人數減少的原因，7 成半受訪學校指跨境生轉至內地學

校就讀，表示學生移民往外地的有約 5 成半。其他原因包括：學生跨區轉校流動(44%)、轉

往直資學校就讀(35%)及學校所在地區人口老化(34%)等。 

 

對於取錄跨境生的學校而言，面對的挑戰更為嚴峻。由於兩地至今仍無法全面通關，跨

境生未能來港上課，故紛紛申請退學。是次調查反映，在取錄了跨境生的學校中，絕大部份

反映收到不少跨境生退學，平均流失了 12 名學生，佔全校跨境生約 1 成半。除了流失學生

外，取錄跨境生的學校亦同時遇上各方面的困難。9 成學校表示，行政及聯絡工作有所增

加；逾 8 成半學校表示，難以跟進跨境生的學習進度。與此同時，逾 6 成學校分別表示軟硬

件配套難以支援網課，以及跨境生未能回港考呈分試。此外，過半數學校反映，與跨境生家

長溝通有困難。 

 

面對新一輪縮班危機，教聯會促請教育局盡快推出應對措施，當中尤其需要加強支援取

錄跨境生的學校，避免這些學校因流失大量跨境生而引致縮班，影響教師人手的穩定性。本

會冀教育局盡快與內地當局商討，讓部分班級的跨境生於本學年內回港上課。倘若兩地疫情

進一步穩定，可安排跨境生分階段回港接受教育，讓其恢復正常的校園生活。短期內，則加

強對跨境生的網上學習支援，協助他們解決軟硬件配套問題。同時，本會建議簡化跨境生健

康申報程序、加強支援學校安排專車點對點接送跨境生來往關口及學校，為跨境生全面回港

上課及早作準備。整體而言，本會呼籲局方維持學校上學年的開班數目，並在點算學生人數

方面提供更大彈性，讓學校能夠專注做好教與學工作。 

2021 年 6 月 8 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新聞聯絡：教聯會主席黃錦良、副主席鄧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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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錄跨境生的學校面對之挑戰」問卷調查 

(2021 年 6 月 8 日) 
 

疫情持續逾年，兩地至今仍無法全面通關，嚴重影響跨境生來港上學，非華語學生亦

被迫滯留原居地；不少學校反映接獲部分學生退學，加上申請報讀的學生人數減少，新學

年恐面臨縮班。為此，教聯會於 5 月底向全港中小學發出問卷，收到 330 間學校回應，當

中分別有 173 間小學和 157 間中學。問卷的結果和分析如下： 

 

一、全港學校整體情況 

 

1. 是次調查發現，近 5 成半學校表示(54%)，在自行分配學位階段，申請報讀小一/中一

的學生人數有所減少，表示沒有減少的有約 4 成(46%)，平均而言減少 15%，部分學校

的減幅達到 3 成。值得注意的是，中學適齡人口正值處於上升趨勢，惟逾 6 成學校

(62%)在自行分配學位階段接獲的申請反而有所減少，比例高出小學 1 成。以上反映，

目前中學收生情況仍存在諸多不明朗的因素，情況令人擔憂。 

 

表 1  自行分配學位階段與去年比較的申請人數增減情況 
 中學 小學 整體 

有所減少 62% 52% 54% 

沒有減少 38% 48% 46% 

 

 

2. 與上學年(2019/20)相比，約 8 成學校表示班級數目沒有變化(81%)，同時有近 1 成半學

校表示本學年出現縮班(14%)，另有 5%學校表示班數有所增加。在表示本學年縮班的

學校中，大多減少 1 班。按學校類別分析，則發現較多中學出現加班(中學：15%，小

學：2%)，而減班則在小學出現(中學：0%，小學：17%)；主要原因在於近年中學適齡

人口穩步上升，而小學適齡人口則跌勢未止，有關現象值得當局加以關注。 

 

表 2   2020/21 學年班數增減的情況 
 中學 小學 整體 

增加 15% 2% 5% 

減少 0% 17% 14% 

沒有變化 85% 81% 81% 

 

 

 

 

 

 

 



 

 

3. 問到學校下學年會否出現縮班，約 6 成學校認為不會出現縮班(61%)。與此同時，逾 2

成學校預期會出現縮班(22%)，另有約 1 成半學校表示不知道(17%)，兩者合計佔近 4

成，反映為數不少的學校憂慮學生人數減少會導致縮班，影響學校的穩定性。按學校

類別分析，31%小學預期下學年會出現縮班，比例遠高於中學的 14%，反映小學面對

縮班的情況更形嚴峻。 

 

表 3  學校預期出現縮班的情況 
 中學 小學 整體 

會 14% 31% 22% 

不會 70% 54% 61% 

不知道 16% 15% 17% 

 

 

4. 問到過去一年出現學生人數減少的原因，7 成半受訪學校指跨境生轉至內地學校就

讀，表示學生移民往外地的有約 5 成半(56%)。與此同時，約 4 成半學校指出現跨區轉

校流動的情況(44%)。此外，約 3 成半學校分別認為導致學生人數減少的原因包括學生

轉往直資學校就讀(35%)及學校所在地區人口老化(34%)等。 

 

表 4  學生人數減少的原因 
 百分比(%) 

跨境生轉至內地學校就讀 75% 

學生移民往外地 56% 

跨區轉校流動 44% 

學生轉往直資學校就讀 35% 

學校所在地區人口老化 34% 

其他 12% 

學校被剔除出跨境生專網 7% 

非華語學生滯留外地 7% 

沒有減少學生 6% 

 

 

5. 對於支援學校應對縮班危機的措施，超過 8 成學校期望降低開班人數(82%)，表示延長

超額教師保留期的有逾 6 成半(67%)。約 6 成學校分別支持加快推行小班教學(62%)及

凍結班級數目(60%)。與此同時，3 成半學校支持加強扶持特色小校。 

 

表 5  學校期望教育局推出應對縮班危機的支援措施 
 百分比(%) 

降低開班人數 82% 

延長超額教師保留期 67% 

加快推行小班教學 62% 

凍結班級數目 60% 

加強扶持特色小校 35% 

其他 7% 

 

 

 



 

二、取錄跨境生學校的情況 

 

6. 調查同時發現，42%受訪學校表示在 2020/21 學年有取錄跨境生，表示沒有取錄跨境生

的學校佔 58%。在取錄了跨境生的學校中，平均取錄了 80 名跨境生。這些學校集中在

北區、屯門區、元朗區、大埔區等。 

 

7. 在取錄了跨境生的學校中，絕大部分學校都表示由去年初爆發疫情至今，流失了不少

跨境生。平均而言，受訪學校流失了 12 名學生，佔全校跨境生的 15%。 

 

8. 過去一年多，跨境生未能來港上課，為學校帶來不少挑戰。9 成學校表示，行政及聯

絡工作有所增加；逾 8 成半學校表示，難以跟進跨境生的學習進度(86%)。與此同時，

逾 6 成學校分別表示軟硬件配套難以支援網課(67%)及跨境生未能回港考呈分試

(63%)。此外，過半數學校反映，與跨境生家長溝通有困難(51%)。 

 

表 6  跨境生未能來港上課為學校帶來的挑戰 
 百分比(%) 

增加行政及聯絡工作 90% 

難以跟進跨境生的學習進度 86% 

軟硬件配套難以支援網課 67% 

跨境生未能回港考呈分試 63% 

與跨境生家長溝通有困難 51% 

其他 14% 

 

9. 調查發現，受訪學校普遍期望兩地政府推出措施，讓跨境生能早日回港上課。當中，8

成學校期望簡化跨境生健康申報程序，近 7 成學校分別期望兩地政府能盡快磋商，安

排部分班級的跨境生於本學年內回港上課(69%)，以及加強為跨境生檢測(69%)。與此

同時，逾 5 成半學校期望兩地政府加強支援學校安排點對點接送(56%)。 

 

表 7  學校期望兩地政府推出支援跨境生回港上課的措施 
 百分比(%) 

簡化跨境生健康申報程序 80% 

安排部分班級的跨境生於本學年內回港上課 69% 

加強為跨境生檢測 69% 

支援學校安排點對點接送 56% 

其他 7% 

 

10. 與此同時，不少受訪學校表達對學生人數減少的關注，摘要如下： 

- 教育局須盡早回應及公佈處理方法，以免影響學校教師團隊的穩定性。 
- 教育局應控制新校開班班數，並且應該跟區內學校加強溝通。 

- 維持 3 月開班信的人力資源，與業界共渡時艱。 

- 盡快與內地政府商討，讓跨境學童有序來港上學。 
- 跨境生已透過網上上課超過一年多，學習成效不彰。 
- 取錄跨境生的學校面對跨境生嚴重流失的問題，新學年面對減班危機，政府應加強支援。 
- 跨境學童小六升中一直可以申請跨網派位，但明年開始則必須持有本港住址證明才能申

請，極為影響校內小二至小五跨境學童，促使他們轉去北區學校，亦會導致學校縮班。 
 



 

11. 總結 

 

新冠肺炎疫情持續逾一年多，加上受各項因素影響，學界面對學生流失的情況。過半數學校

反映在自行分配學位階段申請報讀小一/中一的學生人數有所減少，同時有部分學校反映本

學年開辦班數減少，並憂慮下學年會縮班，當中又以小學的情況較為嚴峻。對於取錄跨境生

的學校而言，面對的挑戰更為嚴峻。由於兩地至今仍無法全面通關，跨境生未能來港上課，

故紛紛申請退學。是次調查反映，絕大部份學校反映收到不少跨境生退學，平均流失了 12

名學生，佔全校跨境生約 1 成半。 

 

除了流失學生外，取錄跨境生的學校亦同時遇上各方面的困難。當中包括：行政及聯絡工作

有所增加(90%)、難以跟進跨境生的學習進度(86%)、軟硬件配套難以支援網課(67%)，以及跨

境生未能回港考呈分試(63%)、與跨境生家長溝通有困難(51%)等。受訪學校普遍期望跨境生

在疫情穩定的大前提下，能夠盡快回港上課，紓緩學校的生源壓力；同時期望簡化跨境生健

康申報程序、加強為跨境生檢測、支援學校安排點對點接送等，為跨境生全面回港上課及早

作準備。 

 

教聯會表示，過去縮班殺校潮對學界造成嚴重衝擊，影響整個教育生態。面對新一輪縮班危

機，教聯會促請教育局盡快推出應對措施，當中尤其需要加強支援取錄跨境生的學校，減低

跨境生流失對學校造成的震盪。本會建議措施如下： 

 

- 教育局盡快與內地當局商討，讓部分班級的跨境生於本學年內回港上課。倘若兩地疫情

進一步穩定，可安排跨境生分階段回港接受教育，讓其恢復正常的校園生活。 

- 簡化跨境生健康申報程序，以縮短時間為學生過關提供便利。 

- 加強支援學校安排專車，點對點接送跨境生來往關口及學校。 

- 加強對跨境生的網上學習支援，協助他們解決軟硬件配套問題。 

- 維持學校上學年的開班數目，並在點算學生人數方面提供更大彈性，讓學校能夠專注做

好教與學工作。 

- 藉著學生人口下降的契機，逐步減派以達致全面推行小班教學，並進一步改善師生比

例，提升教學質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