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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覽》揭 底數
幼園雜費7000元
賬面升幅最多29倍 詳列收費添透明

■沈祖堯與本學期海外交換生合照。

雜費最貴的幼稚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歐陽文倩）
教育開支通脹未有停止，教育局昨上載了最

幼稚園

2012/13年雜費
(元)

新出版的《幼稚園及幼稚園暨幼兒中心概
覽》
，當中顯示幼稚園在學費以外的收費項目

真理浸信會碧濤幼稚園

7,372

繁多，部分學校的雜費一學年超過7,000元，

宏福幼稚園（分校）

7,264

貴絕全港；另有幼稚園「加」雜費29倍，幅

激活幼稚園

7,230

度驚人。值得一提的是，有學校收取的雜

威廉（睿智）幼稚園（非本地課程） 6,833

費，竟高於扣除學券後的學費。業界人士認

宏福幼稚園（本地課程）

5,823

為，《概覽》透明度已較以往提高，而校方

宣道會上書房中英文幼稚園

5,820

收雜費是否太高，則屬見仁見智，情況是
「一個願打，一個願捱」
，家長有權選擇。

教中心概覽2013年》，網站顯示全港約970間學校

育局昨日在網上發布《幼稚園及幼稚園暨幼兒

的學費、師生比例、校長資料、教師人數、資歷、
薪酬等項目，當中雜費備受家長關注。

首分列茶點練習簿課本
以往《概覽》所顯示的雜費，只包括冬夏校服、
書包和學習材料等費用，但經今年審計署的《審計
報告》揭露幼稚園不受監管的雜費比例偏高，以及
批評《概覽》雜費開支透明度不足後，最新的《概
覽》取消出「學習材料」一欄，將之分為「茶點」
、
「練習簿/作業」和「課本」三項詳細列出。有關做
法令幼稚園的「 底數」浮面，以南英幼稚園為
例，該校2011/2012學年只收取50元書包費用，無列
明學習材料收費；但最新的《概覽》顯示，
2012/2013學年，該校就茶點及課本等項目收費，達
1510元，「賬面升幅」高達29倍。

碧濤幼園雜費貴過扣學券後
另外，部分幼稚園的雜費驚人，費用逾7千元。其
中真理浸信會碧濤幼稚園雜費達7,372元，當中4,990
元屬茶點費。其整體雜費相較於扣除學券後的全年
學費，亦貴出幾百元，變相是雜費貴過學費。另一
方面，亦有部分幼稚園願意減收雜費，減幅最高為
八成（見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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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幼稚園概覽2013》

■教育局上載《幼稚園及幼稚園暨幼兒中心概覽》
，顯
示幼稚園學費以外的收費項目繁多。圖為一般幼稚園情
況。
資料圖片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馮晉研

雜費增減幅較高的幼稚園
幼稚園

2011/12年雜費（元）

南英幼稚園

2012/13年雜費（元）

增減幅

50

1,510

增約29倍

373至790

3,840至4,157

增約4倍至9倍

225

1,670

增6.4倍

聖雅各福群會銅鑼灣幼稚園

315至320

956至2,276

增約2倍至6倍

九龍城浸信會慈愛幼稚園

200至300

1,369至1,527

增5.8倍

350

50

減85.7%

2480

385

減84.5%

231

37

減84%

香港伯特利教會基甸幼稚園
嗇色園主辦可德幼稚園

KHALSA DIWAN KINDERGARTEN
力行幼稚園
聖保祿幼兒園
資料來源：《幼稚園概覽2013》

元朗區家教會聯會會長何瑞眉表示，今年的《概
覽》在幼稚園收費方面的透明度較以往提高，但仍
有進步空間。就不少學校收取高昂雜費，她坦言，
雖說幼稚園有自己的成本考慮，但對家長而言則覺
得不太合理，「這樣平均一個月就要700多元，家長
當然大感無奈」
。

會長：講清楚價錢讓家長判斷
幼稚園協會會長唐少勳指，很難單以價錢評價學
校收費是否合理，「如果雜費收到7,000多元，可能

所謂「十年樹木，百年樹人」，
要培育人才，是長久、不容易的
教學
事。身為教師，除了要有一定知
有方
識基礎外，更要不斷增進知識
和改善教學方法，與時並進。
筆者教授資訊科技高級文憑
課程多年，教學事業吸引筆者的地方，是可向學生
傳授最新資訊科技知識及技術，為社會培育專才。
不過，有一事卻令我很納悶，就是多年來，師生聯
繫方式未見新意，只有面談、電話及電郵。教師若
遇上突發事件，如請病假，就要拜託文書同事逐一
致電通知學生。假如課堂是早課，學生便白行一
趟，病後更可能被學生取笑：「阿Sir，你病就早出
聲啦！」

教材放群組 增加凝聚力

去年是「雙軌年」
，新舊制學生一同入學，內部有
很多訊息要於短時間內通知他們。若使用傳統通報
方法，就要花費很多時間及精力。如果懂得善用社
交媒體發布消息，效率則會大幅提升。班主任可為
任教班級設立facebook或whatsapp群組。例如於群組
發布「明日課堂改到410室上課」，學生透過手機收
到群組通知訊息，點擊「like」代表「收到」，然後
再個別通知尚未表態的同學，即可大幅縮短通知全
體學生的時間。另外，教師又可把文件、學習資料
及班級照片上載至群組分享，輔助教學之餘，又可
提升同學凝聚力。
教師經常會遇到一大問題，就是學生甚少發問。
每當課堂即將完結，筆者例必會問：「有沒有問
題？」當然，除了臨近測驗，學生會問「阿Sir，有
沒有測驗貼士呀？」一般情況下，班上總是鴉雀無
聲。學生其實並非無問題可問，只是尚未消化課堂內容而羞
於發問。在這情況下，社交媒體再次發揮功用，因為在社交
媒體群組內，學生可貼文發問，教師有時間便可解答。

較內向同學 私訊提問題
即使老師沒空，貼文亦可引起其他同學主動回應和討論解
決方法。一些較內向的同學，更可透過私人訊息發問，免去
上課時「遊魂」後羞於發問的尷尬。透過社交媒體，師生互
動多了，關係則更親近，不知不覺成為學生無間斷的學術顧
問，亦更了解他們的學習進度和想法。此外，師生又可透過
群組組織行山、唱K等活動，非常方便。
以筆者經驗，「社交教學」的確對教學帶來很大方便和成
效，但身為教師，有苦自己知。當教學步入「社交」時，學
生任何時間都會找你解決問題。雖然我樂意解答，但有時也
會感到分身乏術。所以我「add」學生前，都會跟學生講清
楚：「下班後，我未必能即時回答你的問題，你也不要太夜
whatsapp我，我都要睡覺呢！」
IVE（沙田）電子計算系署理講師 郭譽豪
（VTC機構成員）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馮晉研
他們是以平板電腦上課，收費較貴也在所難免」
。至
於幼稚園之間的茶點費差異頗大，唐少勳坦言「如
果他們的茶點都是有牌子的蛋糕和三文治，這樣就
會貴一點」，很多時是「一個願打，一個願捱」，故
她亦支持要提高雜費的透明度，如講清楚在有關價
錢下的實質內容是甚麼，讓家長自行判斷，如果家
長有質疑，就不應選讀這些學校，「但校方和供應
商亦應檢討費用，向家長解釋」
。唐少勳提醒家長，
若認為個別雜費項目無需要，如購買文具，則可拒
絕購買，學校亦不能勉強家長付費。

校方供圖

中大今年交換生逾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為推動學生的交流
風氣，香港中文大學至今已和亞洲、澳洲、歐洲和美洲
約30個國家及地區的230多所高等院校建立了學生交換
計劃。該校預計，今年到中大的海外交換生及外出交換
的中大生將分別有千多人。
不少曾參與交換的中大生都大讚計劃令他們獲益良
多。上學年赴墨西哥蒙特雷科技大學交流的陳子晴表
示，交流除了讓她遇到許多熱情可愛的墨西哥人外，她
亦感受到當地充滿活力的風俗文化，令她變得更成熟和
更有主見，學會積極地面對人生的挑戰。
此外，到中大交流的海外生亦深深感受到中國風。在
韓國延世大學主修中國文學的李佑修表示，自己在中大
學習了更多中國哲學和歷史的知識，發現自己對中國文
化甚感興趣。

浸大環保義工隊 250人參加

■黃錦星(左二)主持開展儀式，與其他主禮嘉賓一同以
發電單車踏出綠色能源亮起義工隊標誌。
校方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為了把環保訊息從
校園帶出社區，香港浸會大學前日成立全港大專院校首
支環保義工隊「浸大綠動力」
（BU GreenieS - BUGS）
，
並已獲超過250位師生及校友參加，希望把環保概念推
廣到身邊親友，達到「倍數效應」
。
成立儀式由環境局局長黃錦星主持，他讚揚浸大
「BUGS」很有意思，希望年輕人除了可參與更多環保義
務工作外，還可在生活上減碳，以及減少廢物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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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奕虹）馬
拉松向來都被不少人視為挑戰自我極
限的運動，對於童年時因意外失去雙
臂的楊小芳來說，長跑要面對的困

難，更是不言而喻。
她昨日於港大同學會
小學舉行的「馬拉松
101教育計劃」活動
中，與在場近400名
小學生分享過去兩年
參加長跑渣打馬拉松
10公里賽的經歷。因
為未能如常人般以雙
手借力平衡，她曾跑
步至因膝蓋勞損發
痛，但仍然堅持完成
比賽，以不屈的態度
面對生命障礙，以身
體活出馬拉松精神。

長跑喻人生 起跑不回頭
9歲時因誤觸高壓電失去雙臂的楊

小芳，憑 堅持及毅力，以足代手，
應付日常生活。她更發揮過人運動及
藝術天分，獲選為2009年度殘奧傑出
游泳運動員，以及香港展能藝術會青
葉藝術家。楊小芳於分享會上表示，
自己雖然擅長游泳及短跑，但接觸長
跑運動只是兩年前的事，笑言「一試
愛上」
。自2012年首次參加「渣馬」10
公里賽，她保持每周最少一次長跑練
習。今年初賽事，她原希望能完成1
小時賽事，但卻因前段發力過度，加
上未能雙手借力平衡，至8公里時，
膝蓋已勞損發痛。不過，她仍然堅持
完成做出較首次參賽略佳的時間。她
坦言，對成績感到失望，但承諾明年
賽事會再接再厲，「做出理想成
績」。小芳以長跑過程比喻人生，勉
勵小學生，「起跑後就要不斷向前

城大與跨企合作 「手易點」買舊衫
結時，校園總會出現一批批簇新的「垃圾」，
「不少交流生、宿生棄置的床上用品、電器、衣
服等物品，我們希望於校園內設立寄賣平台
『手易點』，為舊物尋找新主人、重新賦予它們
新生命。」
美國如新集團十分支持有關理念，早前向城
大捐贈了超過100件員工的舊衣服，並在賽馬會
社會創新設計院的幫助下，為學生模特兒設計
出逾30個不同造型，昨日就以時裝騷的形式展
■「手易點」與跨國企業合作，昨日於城市大
示改裝的成果，宣揚舊衣型穿的理念。
學舉辦時裝騷。
莫雪芝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奕虹）在過度消費的
社會中，簇新的物品都會被遺棄於垃圾堆中。
為推廣物資回收、循環再用的環保理念，香港
城巿大學與跨國企業合作，由校園作起點，成
立香港首間位於大學的二手店「手易點」
，校方
昨於城大舉辦時裝騷，16名城大學生變身模特
兒，示範了只要肯花心思作配搭，原來屬於堆
填區的舊衣服都可以是身上的華衣美服。

二手時裝騷展環保理念
城大去年推出全港首創的跨學科項目「火焰
計劃」
，旨在向全校師生推廣社會創新及企業精
神，並促進學生的個人成長，增強其競爭力。
而「手易點」正是「火焰計劃」的重頭戲。
「火焰計劃」執行總監馬錦華表示，每年學期終

設網購收10元行政費
「手易點」設有網上及實體平台，學生及教
職員可按自己需要，選擇於網上或校內店舖購
物。每件貨物均由學生訂價，「手易點」只會
收取每件貨品10元作行政費用，貨品售價上限
為500元。馬錦華表示，現時二手店只於城大開
設，但希望將來可以吸引其他大專院校一同參
與，他們亦有與政府官員商討於社區推展活動
的可能性，「雖然現時都有不少非牟利機構提
供類似平台，但香港人棄置可再用物品的情況
普遍，新平台仍有其發揮的空間」
。
此外，今年十月，城大將會與「MaD 創不同」
合作舉辦一系列廚餘處理的工作坊，由學生義
工帶領更多同學了解校園內廚餘處置的問題，
實行全方位向學生灌輸環保資訊。

衝，中途累了可以行、可以休息，但
千萬別想回頭。人生中，遇上挫折亦
一樣」
。

願成美術師 協助基層童
問答環節中，剛入讀香港藝術學院
藝術高級文憑課程的小芳分享指，近
期遇到一大困難，是要在沒有雙手協
助的情況下，於黑房處理菲林及底
片，「雖然攝影課程明年才開始，但
我已嘗試於家中模擬黑房情況，希望
可盡早摸熟當中技巧。」她自言，因
深知自己不是讀書材料，所以非常珍
惜於大專院校學習所愛的機會，希望
未來可善用課堂所學知識，設計出便
利殘障人士生活的工具。畢業後，她
希望成為美術老師，為基層兒童提供
接觸藝術的機會。

鄭州舉行世界大學校長年會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劉
蕊、田方冰
鄭 州 報 道 ）
2013年世界大
學校長聯合會
年會，前日於
鄭州大學西亞
斯國際學院揭
■2013年世界大學校長聯合會年會開
幕。會上，來
幕。
田方冰 攝
自世界各地的
大學校長、教育界領導及專家，圍繞多個高等教育議
題，包括增進各大學之間的經驗交流、提升校際合作水
平、共同推進大學發展等，進行積極而深入的研討。

西亞斯國際學院承辦
西亞斯學院創辦人陳肖純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訪問時
指，是次為世界大學校長聯合會首次在中國舉行，認為
大會選擇讓西亞斯國際學院承辦，說明西亞斯國際化水
平深獲認可。
據了解，世界大學校長聯合會（IAUP）是美國、韓
國、波多黎各、菲律賓和利比亞大學校長於1964年共同
商討創立、以推動各國教育界領導相互溝通交流，促進
彼此友誼及合作的世界性組織。會員僅限於通過認證的
學院或大學理事長、校長或副校長。現有成員高校400
餘所，現時聯合會於中國有20多個會員，包括貴州大
學、河南大學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