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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費加幅超通脹 議會稱7%內屬合理

逾半直資校申加價
伯裘最勁升近三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直資學校調整學費申請上
月截止，教育局資料顯示，全港約70多所直資中小學中，
近五成半申請在新學年增加學費，其餘學校凍費，審批結果
將於8月底公布。據了解，大部分學校申請加價介乎4.8%
至8%，均超過通脹水平。其中，元朗區的伯裘書院擬加價
至每年4,050元，幅度近三成，為全港之冠。校方解釋，此
舉是要聘請額外教師配合部分科目的教學需要。直資學校議
會則指，逾半學校加費主要因水電費上升及要調整教師薪金
等，加幅在7%內屬合理範圍。教育局發言人指，審批申請
時會研究學校財政狀況及確保校方按局方要求諮詢家長。

教育局昨日公布直資學校申請調
整學費的情況，截至昨日當局

共收到40份加費申請，約佔全港約
70多所直資校的五成半，當局另收到
28份不調整學費的通知書。
局方將按既定程序審核有關申請，
預計8月底前完成所有申請個案的審
批程序及通知學校有關結果。

伯裘：加價後仍要補貼師薪
本報參考學校網站及向學校查詢時
發現，至少18所直資中學擬申請在
2015/2016年度加費。大部分學校加
幅介乎在4.8%至8%之間，當中以伯
裘書院加幅最驚人，由今個學年的
3,150元增加至新學年的4,050元，加
幅高達28.6%。
伯裘書院校長黃頴東解釋，新學年
主要是中一及中二生加費，用作聘請
額外教師，以配合部分科目教學需
要，提高教學質素。
他指去年已向當局提出申請，但因
增加比率太大，遭當局拒絕，「其實
每個月加不足100元，並沒有瘋狂
加，就算加價後學校仍然要補貼老師
的薪水。」他強調，有經濟困難的學
生可以申請學費減免計劃，校方亦會
資助學生參加短期遊學活動。

男拔加6.7% 聖保羅男女校5.8%
傳統名校也在加費行列，拔萃男書
院本地中一至中六學費擬由40,300元
增加至43,000元，加幅6.7%，與去
年相若；非本地生的初中學費則由每
年96,200元減至92,704元。該校本地
學生IB課程則由70,900元增至81,500
元，加幅高達15%。至於聖保羅男女

中學則由5.2萬元加3,000元至5.5萬
元，其國際文憑課程亦加價 4,500
元，兩者加幅均為5.8%。
對於大部分學校加幅超過通脹，培

僑中學校長、直資學校議會主席招祥
麒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學校在計算
受通脹影響的開支時，除了基本的
「燈油火蠟」，每年教師薪金的調整
也是一大支出，「薪金要按通脹加，
也要跟隨其薪金積點去調整」，故整
體加幅有近7%屬合理範圍。
招祥麒續指，直資學校申請加費程

序嚴謹，包括向校董局提交財務報
告，在校內也有機制必須遵循，譬如
當加幅為7%或以下，就需諮詢家教
會成員；當加幅為7%以上，則需諮
詢全校家長，提出調整學費的詳細理
據。

家長：須理據說服 政府把關
東區家長教師會聯會主席趙明認

為，直資學校在決定加費前，必須提
出合理及詳細的理據，否則難以說服
家長支持學校增加學費。
他強調，政府需做好把關工作，避
免個別學校瘋狂加費。他又提醒家
長，部分直資校的學費有頗大的差
距，家長在選校時需量力而為。
教育局發言人表示，直資學校如申

請增加學費必須提交財政預算和充分
理據。局方在審批申請時會小心研究
個別學校的收支情況和預算，以及學
校是否已根據局方的要求諮詢家長，
並向家長提供適當的資料及回應家長
對加費的關注和意見，以確保家長知
悉有關學費調整的水平和學校的理
據。

毒青「傷心」悔改 棄黑幫「畫出彩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身穿印有
「Start From Zero」的白色T-shirt、鮮橙
色褲，頭戴紅色cup帽，眼前朝氣勃勃的
青年，誰也想不到是曾經浮沉毒海的黑社
會小頭目，打架、逃學、夜蒲樣樣齊。烏
煙瘴氣的生活，令身體也忍不住發出衰敗
的警號，豆豆才驚覺要另找人生出路。在
家人支持下，他決心離開原先混濁不堪的
地方，投身設計行業，誓要畫出一片新天
新地。
甫坐下便問記者：「你有什麼想知
道？」說話直率、言談鬼馬的豆豆，今年
23歲。小學成績名列前茅，升中時，母親
為他錯選了一所「Band 3」學校，校內同
學不乏古惑仔，返學等放學，課堂上「光
明正大」在課室後排打麻雀，結果成績一
落千丈。直至中五，因在街外跳街舞，他
結識了不少古惑仔，開始「全職」投身黑
社會。

養活近百手下 販毒賺快錢
他起初誤以為黑社會「好型、好威、好

講義氣」，「入會」就不怕被人欺負，只

要開聲便有大批所謂「兄弟」幫忙，但當
豆豆掉進這個混濁圈子之後，便發覺難以
抽身。在最風光的時候，其手下擴充至近
百人，但要養活這群人的開支不少，「單
單是出去打架，要坐10架的士，也要錢
呀！」要賺快錢，只有販毒。與毒品朝夕
相對、一試無妨的心態，讓豆豆終於沾上
毒品。最瘋狂時，曾持續一個月不分晝
夜、盲目地吸食可卡因，花費逾10萬元。
身不由己的他，曾目睹兩個稱兄道弟的

「社團成員」因對方未償還20元而大打出
手；又眼見社團大佬將保釋入獄「兄弟」
的資金中飽私囊，並漏夜潛逃，徹悟「黑
社會是講出賣、講利益、會勾心鬥角的地
方」。營營役役的生活，豆豆一事無成，
而黑社會「型英帥」形象亦告破滅。

遭毒品「傷心」功能退化如70歲
某次身體檢查中，心電圖顯示豆豆心臟

左邊的神經線已不能正常運作，相信與攝
取過量毒品有關，當時他才20歲，但心臟
功能已退化至70歲老人的水平。醫生叮囑
他不能喝咖啡、汽水等刺激性飲品，為免
休克，他甚至不能做運動。
噩耗驟至，豆豆一時間難以接受。運動

一度為他帶來滿足感和挑戰，划龍舟、踢足
球曾是他的最佳夥伴，「好後悔，白白浪費

了好幾年的光陰。」他暗下決心，要與黑社
會、毒品分道揚鑣，開展新的人生。

獲家人鼓勵 振作讀設計
家人鼓勵他重投校園，「只要你想讀，

讀幾多年都得。」這句話令豆豆重新振
作，並轉到職業訓練局修讀2年制的平面
設計課程，又到香港設計學院修讀室內設

計。上課的日子，每天早睡早起，完全改
掉以往日夜顛倒的生活習慣。對他而言，
現在每天幾乎都是一場自我提升的戰役。
豆豆表示，堅決不走回舊路，將畢業的
他，已找到新方向，銳意朝設計行業發
展。而令他較為欣喜的，是昔日追隨他的
近百名手下，當中近半人受他的影響而離
開黑社會，各自開展全新的人生路。

直資校申新學年中一級加學費情況
學校

伯裘書院

羅定邦中學

培僑書院

中華基督教
青年會中學

中華基督教會
公理高中書院

將軍澳香島中學

拔萃男書院

佛教筏可
紀念中學

香港兆基
創意書院

港青基信書院

福建中學

聖保羅男女中學

孔聖堂中學

匯知中學

保良局顏寶鈴
書院

基督教中國佈道
會聖道迦南書院

九龍三育中學

培僑中學

資料來源：上述學校、校網及教育局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伊莎

2015/16年學費（待批）

4,050元

14,430元

26,300元

11,770元

12,840元

4,570元

43,000元（本地課程）
81,500元（IB課程）

5,100元

（中四）27,600元

35,000元

16,300元

55,000元
82,500元（IB課程）

3,800元

8,550元

29,500元

22,100元

2,200元

近7,000元

2014/15年學費

3,150元

13,370元

24,600元

11,000元

12,000元

4,280元

40,300元（本地課程）
70,900元（IB課程）

4,800元

（中四）26,000元

33,000元

15,400元

52,000元
78,000元（IB課程）

3,600元

8,100元

28,000元

21,000元

2,100元

6,630元

加幅

28.6%

7.9%

7%

7%

7%

6.8%

6.7%（本地課程）
15%（IB課程）

6.3%

6.2%

6.1%

5.8%

5.8%

5.6%

5.6%

5.4%

5.2%

4.8%

不適用

▲▼伯裘書院申請加
費至每年 4,050 元，
加幅高達三成。校長
黃頴東指，加費是用
作聘請額外教師，以
配合部分科目需要。

資料圖片

▶聖保羅男女中學學
費擬由 5.2 萬元加至
5.5萬元。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子
優）廢物處理是當代各地社會一
項重要議題，當中往往涉及不少
科學原理及知識。為讓市民大眾
更了解相關內容，研究資助局將
於5月9日（星期六）在香港科
學館舉辦「廢物處理」公眾專題
講座，邀請浸會大學及中文大學
學者，與市民分享他們關於廚餘
管理及光催化除污的研究成果及
知識。
是次公眾講座分別由浸會大學

生物系教授及嘉漢林業珠三角環
境應用研究中心主任黃煥忠，及
香港中文大學化學系教授余濟美
主講。黃煥忠會以「廚餘管理—
化廢為寶」為題，概述可行的廚
餘處理技術，分析有關技術對香
港及其他國家的合適程度，以及
討論回收廚餘的好處和面對的主
要挑戰。
而因應空氣和水質污染日趨嚴

重，研發有效的環保殺菌淨化技
術實在刻不容緩，余濟美則會以
「光催化技術的除污染應用」為

題，向市民介紹光催化物料如何能吸收有
害的紫外線輻射、降解污染物及殺菌。上
述講座於星期六下午2時30分至4時30分
在香港科學館演講廳進行，即場免費入
座，座位先到先得。查詢詳情可致電2524
3987，或瀏覽教資會網頁：www.ugc.edu.
hk/big5/rgc/lectures/lectures.htm。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心
澄）今年為香港真光書院40周
年，校方日前於禮堂舉行校慶感
恩會暨習悅角啟用禮。感恩會邀
請了教院文化與創意藝術學系助
理教授都佩儀及該校名譽校牧李
炳光為主禮嘉賓，一同見證學校

的慶典。
當日同時是該校習悅角的啟用禮，習悅角是由視

藝科老師聯同中四至中六學生一同設計的創意學習
空間，目的為了建立賦有藝術氛圍的學習空間，當
中設有海馬形書櫃，魚形枱及海浪形雙座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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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真光書院啟用習悅角

■香港真光書院設立習悅角，方便同學温習。
校方提供圖片

好人好事人好事

世大聯盟代表聚中大研高效改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子優）中大上月
下旬於校園舉辦世界大學聯盟年度會議暨研
討會，吸引了約400名來自世界各地的聯盟
領導層、研究員及專家等雲集香港，一同討
論聯盟訂立的四大環球挑戰研究領域，包括
「環境轉變之應對」、「全球高等教育及科
研」、「公共衛生（非傳染性疾病）」及
「文化認知」，以制定未來的研究計劃。大
會又舉行多場學術會議，涉及移民、數碼文
化、健康耆年及中國境外投資等課題。研討

會以校長論壇作結，超過30位聯盟代表及來
自內地的高等教育領導層於中大（深圳）一
同探究中國以至全球之高等教育改革路向。
世界大學聯盟為一個國際研究網絡，在全

球享負盛名，共有19所成員院校，中大乃聯
盟在本港的唯一成員院校。中大校長兼聯盟
副主席沈祖堯表示，就中大能主辦本年的年
度會議感到榮幸。據了解，目前中大與盟友
合共約有30個合作項目，其中6個由中大領
導，彼此亦積極交換博士生及教員。

教院嘉許11「聯課尖子」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周
子優）香港教
育學院昨舉辦
2014/15 年度
「校長嘉許計
劃」頒獎典
禮，表揚過去
一年在學術以
外有超卓表現
的該校學生，
肯定他們積極
參與聯課活動
的重要性。
教院今年共

有 11 名學生
獲獎，他們分別在藝術文化、體
育、社會服務及全人發展四個類別
表現卓越，當中5人更獲最高殊榮的
「校長嘉許狀」。教院校長張仁良
表示，為一眾得獎學生感到鼓舞，
他指一所成功的大學，除了優秀的
教學及研究外，為學生提供整全的
學習經驗同樣重要，各學生的超卓

表現正好展現了大學生應該具備的
能力與自信。
張仁良又提到，教院正名已進入

關鍵時刻，在上星期公布的QS世界
大學學科排名中，教院於教育領域
中大幅躍升至全球第十五位、亞洲
第三位，成績令人鼓舞，對該校來
說更是一支強心針。

■中大於文
物館舉辦歡
迎酒會款待
世界大學聯
盟代表團。
中大提供

圖片

■教院昨舉行「校長嘉許計劃」頒獎禮，11名學生分別在藝
術文化、體育、社會服務及全人發展等類別表現卓越獲表
揚。 教院供圖

■■豆豆已找到新方向豆豆已找到新方向，，銳意朝設計行業發展銳意朝設計行業發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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