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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學費近20萬 家長憂加風蔓延添經濟壓力

私校國際校加價
弘立貴絕全港

港閱讀風氣指數升 4年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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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鄭伊莎）香港教
育學院繼 2010 年與
2014年先後與本港八
大辦學團體簽署合作
協議，昨日再與基督
教香港信義會、香港
道教聯合會及匡智會
簽訂合作協議，展開
課程教學、管理組織
等方面的全方位合
作。另外，該校昨舉
行「教育使命的承
傳——辦學團體的角
色與領導」論壇，邀請學界人士集思廣益。

與辦學團體協作簽約
教院昨日舉行的「第二屆辦學團體論壇暨教院與辦學
團體協作簽約儀式2015」，由教育局副秘書長黃邱慧
清主禮，教院校長張仁良、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監督張振
華等人出席簽訂儀式。至於論壇則由立法會主席曾鈺成
擔任專題演講嘉賓，與多位資深的辦學團體管理人員，
進行綜合探討。

張仁良致辭時表示，辦學團體是政府的重要夥伴，
為本港教育作出了重大貢獻，「雖然辦學團體歷史不
同，經驗各異，但同樣有高瞻遠矚，有值得學習的寶貴
經歷。」簽訂協議後，教院將會與11個辦學團體展開
全方位合作，在課程教學、管理組織等方面作出支援；
教院亦會為辦學團體所屬學生設立獎學金，供獲學校校
長推薦計劃的優秀學生申請，吸引學生入讀。而辦學團
體就會為教院學生提供教學實習機會，讓他們獲取寶貴
的實踐經驗，為開展未來教學事業作好準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穎宜）近年來
香港各階層都推動閱讀風氣，有機構進
行有關香港人閱讀風氣和習慣的調查顯
示，過去一年港人喜愛閱讀的程度及社
會閱讀風氣的評價，均錄得近4年的最高
水平，以10分為滿分計，前者的平均分
是5.51分，而閱讀風氣就錄得4.94分；
而平均每周閱讀的時間，更由去年的1.3
小時大幅上升77%至2.3小時。機構建議
社會各界攜手推廣閱讀文化，包括可加
強書籍共享的活動。
為了解香港人的閱讀習慣、對閱讀的
觀感、以及探討整體社會的閱讀風氣，
新鴻基地產委託圓思顧問，於今年4月
13日至5月15日進行第四年的「新地喜
『閱』指數」問卷調查，配合電話及網
上調查，合共訪問了1,400名15歲或以上
的香港居民。

每周閱讀2.3小時 多去年1句鐘

調查發現，近六成受訪者表示在調查
前的半年內曾經閱讀，較去年的四成大
幅增加。而港人閱書數量及閱讀時間亦
有上升趨勢，結果顯示平均每人於過去
半年看2.8本書，較去年平均看1.7本增
加一本以上。而每周閱讀的時間亦由
2014年的1.3小時大幅上升至2.3小時。
整體來說，今年港人喜愛閱讀指數為
5.51分，閱讀風氣則錄得4.94分，遠高
於去年的4.75分及4.51分。新地公司傳
訊總監廖國偉表示，指數創新高反映越
來越多人喜歡閱讀，希望透過不同的活
動，推廣閱讀的喜悅。

學者憂熱潮不長 倡學生儲書
出席是次閱讀分享活動的中文大學社

會科學院副教授沈旭暉表示，近年所見
年輕人的閱讀習慣與社會發展有密切關
係。他舉例指，過去一年持續的政治爭
議及有關活動，會增強不少學生的求知

慾，希望更深入認識相關議題，因而掀
起閱讀風氣。但他亦坦言，有關熱潮難
以長期持續，建議學生培養閱讀習慣，
嘗試儲書，建立生活品味，讓閱讀融入
生活。
經營書店的黃寶龍就提到，近年所見

社會閱讀風氣漸濃，不少人都希望藉以

增長知識，以其書店為例，當中有關香
港本地文化的書籍較受歡迎。他建議家
長花多些時間陪伴子女閱讀，助他們自
小培養閱讀習慣。至於近年電子書冒
起，黃寶龍指實體書仍有優勢，包括有
設計精美的封面，更容易吸引愛書之
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香港
著名企業家李達三繼年初分別捐贈1億
港元予香港大學和城市大學，及捐贈1.1
億元人民幣予復旦大學後，最近再捐贈
1億港元予中文大學，支持中大加強中
醫藥研究和發展，包括成立「李達三葉
耀珍中醫藥研究發展中心」、設立「李
達三葉耀珍獎學金」，及將大學圖書館
新翼大樓命名為「李達三葉耀珍伉儷
樓」。
中大日前舉行「李達三葉耀珍中醫藥研

究發展中心」捐贈及成立典禮，並將該1
億元設立常設基金。本身為樂聲物業投資
董事會主席李達三在典禮致辭時說，能為
香港教研及社會大眾的長遠益處盡一點心、
獻一分力深感高興，「我期待見到中醫藥
研究發展中心的成立，可以為中醫藥研究
發展帶來一番新景象。」

沈祖堯感謝助設中醫藥研發中心
中大校長沈祖堯表示，在中大成立初

期，李達三已出任中大新亞書院校董，
並屢次慷慨捐款資助學生獎助學金及中
大教研發展，是次又捐贈鉅款讓校方成
立中醫藥研究發展中心，對此致以衷心
感激。

新成立的中大中醫藥研究發展中
心，將加強與內地和海外多所頂尖學府
及機構合作，積極推動中醫藥研發。中
心主任兼中大生命科學學院教授邵鵬柱
表示，中心有多個重任，包括透過跨學

科合作，分析中藥的成分和藥效；收集、整理和
研究嶺南地區的藥材，以及為本地中藥業界和國
際中醫藥研發人員安排講座和提供培訓。
另外，中心會與食物及衛生局和衛生署攜手合

作，使香港成為中醫藥發展的國際樞紐。

■李達三（左二）與夫人葉耀珍（左一）致送支
票予中大校董會主席鄭海泉（右二）及校長沈祖
堯（右一）。 中大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教育局近年
積極推動生涯規劃，更向全港津貼中學提供每年
50萬元的津貼，支援學生升學之餘，也協助他們
規劃自己的職業路向。不過，有學界人士坦言，
校內支援學生升學就業的都是專業教師，大家都
需兼顧教學工作，再加上出路資訊太多，實在難
以照顧每一位學生的需要。因此，校方或會委託
坊間機構，為學生策劃各種職業體驗，讓學生透
過參與，以了解自己是否對有關參與有興趣。
仁愛堂陳黃淑芳紀念中學升學及就業輔導主任吳

娜滿表示，該校雖有約10位教師支援學生升學就
業，但都面對上述困難。該校遂委託仁愛堂屬下
機構幫忙策劃職業體驗活動，早前就曾讓一批男
學生去體驗「咖啡拉花」，吳娜滿說︰「其實一
開始學生是被『逼』着去的，但去到時候，他們
也十分投入，更有學生之後還不願離開，繼續留下
向咖啡拉花導師去了解其入行經過等事情。」
該校副校長鄧炳輝表示，校方為鼓勵更多學生

參與相關活動，除了設有「全方位日」，讓學生
了解適合自己的升學資訊外，還會利用週會時間
讓部分學生外出體驗，盡量不影響上課時間。

■鄧炳輝（左）
和吳娜滿（右）
任教的學校致
力推動生涯規
劃。
歐陽文倩 攝

仁愛堂中學生體驗生涯規劃

教育局昨表示，截至今個星期一（22
日），共收到47份私立學校及46

份國際學校加學費申請，前者已批出
19份，後者則已批出30份。就擬申請
學費加幅，私校方面普遍少於7%，但
亦有12間學校介乎7.1%至20%，及5
所學校有意加價21%至30%；而國際
學校則有35間申請加幅7%或以下，11
間學校介乎7.1%至20%。

香港國際學校學費第二貴
本報翻查教育局已審批學校新學
費情況，發現部分學校學費處於超
高水平。其中被稱為「最貴私校」
的弘立書院，獲批加價約 5.2%，
該校第一班（小一）新學費達
158,220 元，高中級的第十一及十
二班更創199,770元的新高。另香
港國際學校的學費第十二班的高年

級學費，也增至195,800元緊隨其
後。
多所名校的私立小學部也獲批加費，

當中九龍真光中學（小學部）學費由
29,000元至31,400元，增至新學年的
35,100元至42,000元，加幅達17.3%至
34%屬較高水平；而高主教書院小學部
獲批加價約7%至38,500元，拔萃女小
學學費則由56,000元增至58,000元，
加幅約3.6%。

有意加費直資校增至46所
至於直資校方面，教育局上月共

收到40份加費申請，局方昨亦更新
申請加費情況，有意加費的學校增
至46所，其中3間學校申請加幅介
乎21%至30%。根據早前資料，今
年傳統直資名校加費情況普遍，拔
萃男書院有意加價約6.7%至43,000

元，聖保羅男女中學則有意加費
5.8%至55,000元。教育局昨指，有
關直資校加費情況，現正按既定程
序審核其申請。

中產也難捱 恐釀社會分化
對多所國際校、私校以及直資校

加價，九龍城家長教師會聯會會長
陳鳳雯認為，入讀前兩類學校的家
庭，大部分都「非富則貴」，未必
有太大經濟壓力。但東區家長教師
會聯會主席趙明則擔心有關加價的
風氣蔓延，特別是近年香港不少有
名氣的學校紛紛轉為直資或私立，
家長負擔勢必加重；而針對「天
價」私校及國際校，他直言即使是
中產家長也難以承擔，憂慮他們選
擇多元化教育的機會相對減少，或
會造成社會分化。

■ 新 地 調
查發現，香
港人喜歡閱
讀指數的平
均分是5.51
分，是4年
來最高。
李穎宜 攝

教院論壇談教育使命承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穎宜）為讓年輕學子
從不同層面了解國家的
經濟發展，香港青年工
業家協會首度與職業訓
練局合作舉辦「YIC飛
越港蘇體驗計劃」，讓
其轄下院校30多位大專
生到蘇州、寧波、南京
和上海四地進行36天交
流及工作實習。兩方昨
於職訓局旗下專業教育
學 院 柴 灣 分 校 舉 辦
「YIC飛越港蘇體驗計
劃」啟動禮，為計劃揭開序幕。
「YIC飛越港蘇體驗計劃」在今年初起推行，獲推薦

的學生經過兩輪面試後，最終甄選出34位職訓局工程
及技術學科的學生。是次交流活動長達36天，計劃以
工作實習為主，參與學生將獲安排到10間蘇州的公司
實習。
昨日舉行的啟動禮，邀請了中聯辦協調部副巡視員艾

志鴻、中聯辦協調部處長王軍、職訓局副執行幹事鍾志
杰、民政事務處首席助理秘書長馮浩賢，以及香港青年

工業家協會會長嚴志明等人擔任主禮嘉賓。

嚴志明致辭 艾志鴻領宣誓
嚴志明致辭時指，計劃得以順利展開，全賴中聯辦、
民政事務局、上海海外聯誼會和特區政府駐滬辦的鼎力
支持，並期望同學把握是次機會，充實自己，拓闊眼
界。其後，艾志鴻帶領34位參與計劃學生為計劃宣
誓，承諾全力以赴及全情投入參與各項活動，促進兩地
青年的友誼和合作。

職訓局生「飛越港蘇」實習計劃啟動

■教院昨日舉行「第二屆辦學團體論壇暨教院與辦學團體協作簽約儀式2015」。 教院供圖
■「YIC飛越港蘇體驗計劃」啟動禮嘉賓、青年工業家協會委員及參與計劃的職訓局
學生合照。 受訪者供圖

部分已獲批國際校私校新學費
學校 2014/15年學費 2015/16年學費 加幅
弘立書院 150,400至189,900 158,220至199,770 5.2%
香港國際學校 162,000至188,200 168,5000至195,800 約4%
滬江維多利亞學校 104,000至150,210 112,300至162,180 約8%
京斯敦國際學校 111,000至120,000 115,000至127,000 3.6%至5.8%
地利亞（加拿大）學校 95,000至110,000 101,000至116,000 6%
保良局蔡繼有學校 64,152至87,360 69,300至97,900 9%
拔萃女小學 56,000 58,000 3.6%
九龍真光中學（小學部） 29,000至31,400 35,100至42,000 17.3%至34%
聖方濟各英文小學 35,000 38,000 8.5%
高主教書院小學部 36,000 38,500 7%
嘉諾撒聖心學校私立部 33,000 35,000 6%
資料來源：教育局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黎忞

■■弘立書院新學年高中學費超過弘立書院新學年高中學費超過1919萬萬
99千元千元，，堪稱全港最貴堪稱全港最貴。。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九龍真光中學（小學部）獲批新學年學費增至35,100至
42,000元，屬加幅較大的私校。 小學概覽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隨着暑假臨近，不少學校都正籌劃新學年加學費事宜，家長即將
要面對更沉重負擔。教育局昨日公布，今年共接獲93間私立及國際學校申請加學費，部分私
校有意加價高達兩三成。在有關申請中，當局至今共批出39份，多所「天價」學校學費「高處未
算高」，其中弘立書院高中的新學費多達199,770元，堪稱貴絕全港，而香港國際學校高中級
加價後學費也達195,800元緊隨其後。有家長團體直言，近年不少名校紛紛轉為直資或私立，
擔心加價風氣蔓延，令家長經濟壓力更重。

■香港國際學校新學年學費加至超過19萬。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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