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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透視眼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伊莎） 多
所大學的學生都要於新學年「捱貴
宿」，據了解，8 大院校中至少 6 校會
加宿費，加幅介乎 3%至 8%。其中浸
會大學為非本地生而設的吳多泰博士
國際中心在加價 8%後，每學年雙人房
收費 4.74 萬元，單人房更高達 10.8 萬
元；香港大學本科生宿費亦上調近
7%。多所院校都解釋指，受通脹、宿
舍營運及維修保養成本增加等影響，
要加價以平衡開支。
8 大院校查詢新學年
本報近日向
的宿費安排，科技大學、城市

大學、教育學院、中文大學、浸大
及港大均表明會上調宿費。其中，
浸大的吳多泰博士國際中心加幅最
勁，幅度達 8%，宿生每年需繳交約
4.74 萬元至 10.86 萬元。至於浸大其
他的本科生宿位，則加價約 3%，約
介乎9,166元至12,756元。
浸大發言人解釋，加幅為彌補因
營運成本上升而引致的額外開支，
所有宿費的調整均在有學生代表在
內的管理委員會討論及通過。
新學年將升讀浸大四年級的內地
生方同學表示，身邊有多名入宿的
內地生同學曾指，近年學費及宿費
均有所上升，加重了經濟負擔，期
望校方在調整費用時顧及同學的負
擔能力。

港大本科生宿費漲 7%
至於港大本科生宿費則由 12,408
元上調 846 元，至 13,254 元，增幅
近 7%。港大發言人指，考慮到舍堂
各項日常支出成本和維修費用上
漲，故需調整宿費，並獲宿生會及
學生會代表通過。
本報就此向港大學生會會長馮敬恩
查詢，但他表示沒有回應。港大文學
院一年級宿生關同學則表示，近年百
物騰貴，校方受通脹、宿舍維修保養
等開支增加而需調整宿費是可以理解
的，但他認為宿費加幅應在10%內，
否則學生或難以負擔。

■責任編輯：勞詠華 2015年6月25日（星期四）

6 大加宿費最多 8%
浸大單人房收 10.8 萬
受通脹營運維修影響 院校指要加價平衡開支
部分院校宿費加幅

科大加價 3.5%待審批
城大及教院的本科生宿費增幅分
別約5%及5.5%。其中城大的單人房
則將加 500 元至 10,700 元，三人房
加 350 元至 7,150 元；教院的標準房
將加 590 元至 11,300 元，三人房加
410 元至 7,910 元。科大加價 3.5%，
新收費介乎 9,540 元 23,540 元。發言
人指，調整將有待審批。
中大近年的宿費加幅備受學生因
爭議，今年初就有學生因不滿宿費
加幅而在社交網站成立「中文大學
反加宿費關注組」。中大發言人回
覆本報時表示，新學年各宿舍宿費
均有所不同，調整水平仍待校方確
認。
發言人解釋指，9 間書院的宿費按
綜合通脹率上調5.19%，一般雙人房
之全年宿費由10,892元調整至11,458
元，但為紓緩學生的財政負擔，大學
會向每個宿位發放500元的一次性資
助，個別書院亦會在大學資助以外提
供額外補貼，故實際宿費將維持不變
或增加66元。
發言人又指，在檢討宿費的過程
中，各書院均已充分諮詢學生的意
見，並在宿舍管理委員會作充分討
論。
嶺大發言人表示，因通漲、水電
費及最低工資上調，該校已與舍監
及宿生代表討論宿費調整，因方案
仍有待審批，暫未有定案。理大回
覆指，新學年宿費將維持不變。

好 人好事

爛仔生勤補課 躍升全級五強
智誠自言是「爛仔」、「是很難教的人」，
能令頑石點頭，全靠校長惲福龍的以身作則。
惲福龍經常在學校工作至凌晨兩三點，智誠半
信半疑，覺得校長只是誇口。某晚九時多，智
誠離開學校時，見到校長室的燈仍然亮着，就
明白惲福龍對學校有多投入，「這時才知道他
為學校付出太多，不好好做人對不起他！」他
叫校長做「爸爸」，惲福龍在他心中的分量，
不言而喻。
智誠後來找來老師每天替他補課數小時，積極
學習之餘，又踴躍參加校內外的大小活動，擔任
主持和義工等。至中四、五已趕上進度，躍升全
級五名內。他希望將來可成為電台主持，透過大
氣電波把正能量傳達出去，回饋社會。

言傳身教

勉成功無捷徑 惟勤「收服」學生

筏可的校長惲福龍被學生稱為「校長爸
爸」，6年前出任校長至今一直是學校的
「靈魂人物」。這名「爸爸」打破校長的
框框，並不高高在上，學生似乎都對他心
悅誠服，到底有何秘訣呢？「我經常跟學
生講，我覺得自己唔叻，但我好勤力！」
勤力，是惲福龍「收服」不少問題學生的關
鍵。他每天早上五點半由火炭家中出發，長途
跋涉到大澳，七點就會現身校門口，向每位學
生說「早晨」，「因為每一位學生都很重

要。」他又經常留校工作至夜深處理校務，這
些實際行動比起口號式的鼓勵，更能打動人，
亦成功令很多原本對他視若無睹的學生，放下
戒心，甚至一見面就叫他「爸爸」。
惲福龍笑言，自己經常要做「擦仔鞋」。只
要學生有需要，他都會邀請學生到校長室，安
坐沙發聊天，「我與學生是平起平坐的，我的
任務是令他們將來青出於藍、更出色。」如何
讓學生更青出於藍呢？他說：「我要讓他們夠
勤力，就正如很多讀書叻的人，你以為他們不

香港大學

本科生（每宿位劃一收費）13,254元

6.8%

教育學院

本科生（三人房）7,910元

5.5%

（標準房）11,300元

5.5%

研究生13,450至20,460元

5.5%

本科生（三人單位）7,150元

5%

（雙人房）5,350元

5%

（單人房）10,700元

5%

研究生＊1,550元至2,850元
科技大學

▲香港大學的本科
生 宿 費 將 由
12,408 元 加 至
13,254 元 ， 增 幅
近 7%。圖為港大
校園。 鄭伊莎 攝

浸會大學

6%至7.8%

本科生（三人房）9,540元

3.5%

（雙人房）10,550元至15,890元

3.5%

（單人房）21,390元至23,540元

3.5%

研究生＊（雙人房）1,690元

3.5%

＊（單人房）2,720元至3,090元

3.5%

本科生（三人房）9,166.4元

3.1%

（雙人房）12,076.8元至12,756.8元

3%

非本地生－吳多泰博士國際中心
（雙人房 ）47,400元

8%

（單人房）108,640元

8%

非本地生－校外宿舍
◀浸大非本地生
校內住宿將於新
學年加價 8%，
每學年要逾 4.7
萬元。圖為浸大
校園。
鄭伊莎 攝

■ 馮智誠
馮智誠（
（ 左 ） 盼成為電
台主持，
台主持
， 將自己的正能量
透過大氣電波傳達出去。
透過大氣電波傳達出去
。
蔡長志（
蔡長志
（ 右 ） 則立志成為
中學教師，
中學教師
， 以自身經驗
以自身經驗，
，
勉勵莘莘學子。
勉勵莘莘學子
。 鄭伊莎 攝
後，整個世界就塌下來了。」生活頓失方向的智
誠，拒絕祖母及叔叔照顧，開始逃學，流連街
頭，成績一落千丈，更要重讀中三。不足一年，
他更輟學，外出工作。
最無助時，口袋連一元也沒有，兩天沒有東西
落肚，生活拮据，「當時想起了住在大澳的祖
母，她一直在等我回去」。在她的鼓勵下，智誠
入讀筏可的中三，但反叛性格不變，欠交功課、
與老師吵架，仍是同學眼中的壞學生。

加幅

頹廢生戒甩網癮 每年穩守三甲
惲福龍的另一名學生蔡長志，皮膚白皙、溫文
有禮。本來小學成績名列前茅，升進英文中學
後，卻未能適應英語環境，結果他放棄學業，轉
而沉迷網絡遊戲，重讀了三年中一，中三中途輟
學，「媽媽有一日對我說，我繼續頹廢下去，她
現在還可以養起我，但她擔心自己年老後，沒有
人可以照顧我」，長志對此極為內疚，決心重新
開始。
要重返學校，長志戰戰兢兢來到筏可面試，擔
心校長會將自己拒諸門外，沒想到惲福龍二話不
說就取錄他。長志由中三讀起，入住學校附近的
法華寺，告別電視、電腦和手機等，這「潛心修
行」的生活，助他成功戒甩打機。
他指「筏可就是我的家」，在這個「家」的孕
育下，他脫胎換骨，每年穩守全級前三名，又參
與不同的義工活動，服務社區。他立志成為中學
教師，以自身經驗，勉勵莘莘學子。

三提「多謝學校」感激校長付出
訪問完畢，智誠及長志不忘向惲福龍打聲招呼
才離去。訪問期間，兩人在言談間至少說了三次
「多謝學校」，又多次直言對校長老師的付出
「好感動」等，足見學校對二人的影響很深遠。

用讀書？錯了！他們關埋房門就背書，都是靠
努力捱出來的。」他告訴學生，成功沒有捷
徑。

「不是讀書材料也不是垃圾」
筏可早年一度面臨殺校，全校僅 200 名學
生，惲福龍令學校起死回生，近年學生人數倍
增至約 400 人。現時校內仍有不少弱勢學生，
他認為「即使部分人不是讀書材料，他們也不
是垃圾」，故有學生立志做廚師，他就帶學生
見工應徵學徒，又有人熱衷打泰拳，他就大力
鼓勵，「只要找到他們的興趣，發展下去，個
個都可以青出於藍。」
■記者 鄭伊莎

（四人單位）46,380元

6%

＃中文大學 本科生(雙人房)11,458元

5.19%

註：＊為每月宿費
＃中大將提供一次性資助，個別書院又提供額外補貼，故實際
宿費將維持不變或增加66元。
資料來源：上述院校網頁

製表：記者 鄭伊莎

82.3
%

中六生選擇職業欠信心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伊
莎） 「同學早
晨」、「校長爸
爸早晨」……每天上課前，不同學生均會與校長
惲福龍互道早安，親厚的感情，見微知著。位於
大澳的佛教筏可紀念中學，早年曾一度收生不
足，有些學生又無心向學，學校死氣沉沉。不
過，自從惲福龍做校長之後，與團隊落力扭轉困
局，改造了一批又一批原本已自我放棄的學生，
讓他們成為有目標、有責任感、懂感恩的可造之
才。對學生來說，學校不只是學習的地方，更是
一個滿載溫馨回憶的「家」。
大澳棚屋前年 5 月發生火災，佛教筏可紀念中
學的學生在老師帶領下奮勇救人，翌日即登上不
少報章頭條，這班見義勇為的師生亦成為學界
「風雲人物」。
原來這些學生背後，有着一個又一個的勵志故
事，其中中六生馮智誠和蔡長志，就是因為在生
命中不斷求進，而獲得「黃寬洋青少年獎勵計
劃」嘉許。
馮智誠，身形高大、皮膚黝黑，一臉成熟。他
在 6 歲及 12 歲的時候，先後經歷父母因癌病離
世，「自小與媽媽相依為命，在她患病期間，一
直表現得很『大個仔』，不想她擔心，但她離開

2015/16年宿費

城市大學

校長為父校如家「機迷」悔悟盼執教鞭
■惲福龍
笑言，自
己與學生
是平起平
坐的，其
任務是令
他們將來
青 出 於
藍、更出
色。
鄭伊莎 攝

院校

■小童群益會有關生涯規劃的研究發現，有 82.3%受訪中六
學生表示沒有信心為自己作生涯職業選擇。
受訪者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穎宜） 文憑試放榜在即，不少應
屆中六畢業生將面對升學或就業的抉擇。為了解中六生的生
涯規劃取向，香港小童群益會進行一項相關研究，發現有近
85%受訪應屆中六生打算繼續升學，只有約 5%人考慮就業。
研究又顯示，雖然有九成中六生稱有為自己訂立職業目標，
但同時有逾八成人坦言在選擇職業時欠信心。小童群益會認
為，結果反映現時生涯輔導服務應更全面支援學生需要，例
如連繫及拓展商界的實習機會，讓學生早日認識職場及個人
發展方向。
小童群益會與城市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譚巧蓮在
去年11月至今年 2月間，邀請全港間中學 2,256名應屆中六生
進行生涯規劃及擇業取向研究，以問卷形式深入了解他們的
職業選擇取向、工作價值觀以及影響年輕人生涯規劃及擇業
取向的因素。結果顯示，受訪學生中有 84.6%的打算繼續升
學，只有5.2%有意就業，仍有10.3%未有決定。
另就中六生未來規劃方面，90%人表示有為自己訂立職業
目標，但面對不同的行業及就業資訊時，也有 82.3%直言在
選擇職業時欠缺信心。而在決定職業所需的支持時，受訪學
生認為父母是自己未來路向的最重要支援的有 62.5%人，亦
有53.2%指政府可在職業培訓上投放更多資源。

執教鞭成首選 做護士居亞
是次調查也了解了年輕人選擇工作的傾向，首選的五大職業包括教
師(9.1%)、護士(5.6%)、社工(4.5%)、酒店(3.5%)以及空中服務 ／地勤工
作(3.1%)，可見他們多以恒常、穩定及有發展機會為選擇職業的原則。
因應研究結果，小童群益會指學界及社會在推動生涯輔導服務時，
應更全面支援學生的發展需要，包括協助年青人了解自我和發揮潛
能，及建議家長鼓勵子女不斷探索和嘗試，從經驗中學習，而商界、
學界及社福機構亦可作跨界別合作，為如高中生提供工作實習機會及
生涯「師友計劃」，幫助他們及早認識自己及職場環境。

已離校非華語者 有課程學職業中文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穎宜） 如何協助非華語學生學好中文一直
備受關注，教育局除為有錄取非華語學生的中小學提供額外資助撥
款，及推出「中國語文課程第二語言學習架構」，助非華語中小學生
因應自身程度學習中文外，局方指語常會也將於 2016 年初推行「已離
校非華語人士職業中文課程」，邀請大專院校及教育機構關辦具資歷
認證的職業中文課程，提升學員應用中文能力和信心。
署理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昨日書面答覆立法會議員質詢時又表示，在
學前教育層面，免費幼稚園教育委員會已建議向錄取8名或以上非華語
學生的幼稚園提供額外資助，教育局現正審視建議，將進一步收集業
界和公眾意見，然後再制訂適當政策。他並提到，預計 2016 年初將由
語常會推出「已離校非華語人士職業中文課程」，有關課程可提升學
員聽、說、讀、寫四方面能力，並獲資歷架構認可達第一或二級，希
望更全面照顧不同年齡非華語人士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