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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國際校加費漢基中學破20萬
13校加幅7.1%至20% 家長嘆任人宰割

部分國際學校加費情況
學校 年級 2014/15年學費 2015/16年學費 變動 加幅
學前Reception Class
啟歷學校 R3全日制 $123,500 $143,300 $19,800 16%
港灣學校 R3全日制 $125,000 $141,300 $16,300 13%
大嶼山國際學校 R3全日制 $68,000 $76,000 $8,000 12%
香港學堂國際學校 R1-2全日制 $109,000 $122,100 $13,100 12%
中小學第一至第十三班
大嶼山國際學校 第一至六班 $68,000 $76,000 $8,000 12%
香港學堂國際學校 第六至第十二班 $162,000至$178,000 $181,600至$197,600 $19,600 11%至12%
香港日本人學校 第七至九班 $37,800 $42,000 $4,200 11%
啟歷學校 第一至六班 $130,300 $143,300 $13,000 10%
漢基國際學校 第十二、十三班 $194,200 $204,900 $10,700 5.5%

資料來源：各學校《收費證明書》、教育局「香港的國際學校」網頁
製表：記者姜嘉軒

教育局發言人昨日表示，截至上月底局方共接獲47
間國際校申請調整2015/16年度學費，至今已全部

完成審批，普通加幅於7%或以下。本報記者比較教育
局「香港的國際學校」網頁及最新獲批學費的資料，發
現多所國際校加費幅度或實際加費金額偏高。

學前班啟歷R3全日制增至143,300元
其中以學前班計，啟歷學校R3全日制課程新學年學

費增至143,300元，加幅達16%，而港灣學校R3全日制
課程也加費13%至141,300元；另大嶼山國際學校全日
制R3班及香港學堂國際學校全日制R1及R2班，新學
年同樣加價12%。
在中小學年級方面，香港學堂國際學校及大嶼山國際
學校同樣加費12%，屬較高水平。另外漢基國際學校中
學年級上學年的學費已是逾19萬元的「天價」，雖然其
新學年加幅只有5.5%，但學費卻高達202,100元（第七
至第十一班）及204,900元（第十二、第十三班），冠
絕全港。

英基資助被撤學費較現時多21.6%
教育局並已按既定程序仔細審核，批准英基15所中小
學及特殊學校的加費申請，平均加幅為5.2%，新學年學
費由78,700元至116,200元不等。
因應政府早前決定2016年8月起逐年撤銷對英基轄下

學校的資助，英基協會早前於網頁公佈，2016/17學年
第一班的學費預計將增加 17,000 元，約較現時多

21.6%，如因通脹而導致成本上漲，學費也額外調整，
具體資料將於明年3月公佈。
此外，部分有提供國際課程的私立獨立學校亦有獲

批加價，例如保良局蔡繼有學校第九班至十二班今學
年加幅10%至12%，新學費由96,140元至97,900元不
等。該校回應指學校每隔兩年始加一次學費，此前已發
問卷諮詢家長，讓加幅維持合理水平。

家長會促政府加強監管
對不同類型學校連環加學費，香港家長協進會主席黎

曾慶大嘆無奈，他形容，各學校不斷以「優化師資」、
「增加設施」等理由巧立名目加費，家長只能「硬食」
卻投訴無門，認為政府應加強監管，別讓本應作育英才
的學校變成一盤生意。
家長聯盟主席黃自勇則指，不少家長為子女報國際學

校的一刻已認命，心裡「預左佢會年年加價」，惟今年
竟有學費突破20萬元大關，實在叫人吃驚。他續指，身
邊認識不少從事中小企生意的家長認定子女學費絕不能
慳，但隨着近期經濟波幅不定，卻擔心無力承擔高昂學
費，並有賣樓套現交學費的「覺悟」。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姜嘉軒） 繼早前90多所私立及直資學校及

近800所幼稚園紛紛加價後，超過60所國際學校新學年也相繼加學

費。教育局昨日公佈完成審批47間國際學校加學費，34校加費7%或

以下，另13校加幅為7.1%至20%之間。英基學校協會轄下的15所

學校，也獲批加費5.2%。香港不少國際學校以學費高昂見稱，其中

漢基國際學校新學年雖只加價5.5%，但中學每級學費已衝破20萬元

大關，其中預科的第十二及十三年級學費高達204,900元，冠絕全

港。有家長團體直言對學費年年加價感無奈，形容家長每年任人宰

割，建議政府應加強監管，別讓本應作育英才的學校變成賺錢的「學

店」。

■47所國際學
校及英基轄下
15校獲批加學
費，其中漢基
國際學校加幅
雖只為5.5%，
但加價後每年
學 費 逾 20 萬
元。

資料圖片

教院冀立會換屆前完成「升格」

大亞灣核電廠年檢15次安全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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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敏婷）為
期兩個月的全城清潔行動即將完結，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昨日表示，
行動期間清理了本港逾200個衛生黑
點，區議會反映滿意成效，希望可轉
化為恆常工作。他指出，當局將爭取
增撥資源以加強清潔、執法及宣傳教
育。他又說，當局近日關注廣東部分
地方登革熱個案疫情升溫的情況，食
環署已在本港蚊患黑點進行噴灑蚊油
等滅蚊工作。
高永文昨日與18區區議會食物及環

境衛生委員會正副主席會面，討論將
於本月底完結的「全城清潔2015＠家
是香港」行動成效。高永文會後表
示，行動中清潔了逾200個衛生黑
點，當中逾90%成功清理，另外又為
36條私家街、14條私人後巷及484幢
「三無」大廈進行特別清潔。
他續說，當局關注非法傾倒建築廢
物問題，環保署已在12個非法棄置建
築廢物的黑點安裝攝錄監察系統，加
強監察及搜集證據，以便日後的執法
行動。處理海岸垃圾方面，政府各有
關部門於本年度會為27個需要優先處
理海上垃圾的地點增加約440次清潔
行動，惟針對部分海灘因交通不便而
嚴重妨礙清潔活動，當局會與環保團
體合作處理問題。

「沙士」後港人衛生意識鬆懈
高永文表示，自2003年「沙士」過

後，港人衛生意識增強，惟近年有所
鬆懈，認為政府各部門責無旁貸，當
局會與各區區議會建立恆常溝通機
制，最重要是市民支持及參與；而會
上意見均對大行動持正面態度，並時

支持將清潔行動恆常化。高永文表示，今次行動
獲額外資源支持，當局未來會再爭取資源，加強
清潔工作與宣傳教育，亦會加強執法。

今年確診77宗登革熱個案
他又主動提到當局近日關注廣東部分地方登

革熱個案疫情升溫的情況，食環署亦有在本港蚊
患黑點進行噴灑蚊油等滅蚊工作。截至前日，本
港今年共確診77宗登革熱個案，包括一宗本地
個案，與過去10年同期比較，數字相對較高。
他指出，衛生署衞生防護中心正調查一宗登革熱
確診個案，該名病人曾於潛伏期內到訪廣東惠
州，但據廣東當局指惠州至今未有錄得本地登革
熱個案，故現階段不排除個案屬香港本地感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香港教育學院
上星期獲教資會通過其正名為大學的報告，校長
張仁良及多名高層昨會見傳媒，講解有關工作進
展，包括就改名為「教育大學」或「師範大
學」，及決定新校訓方面收集師生校友意見。張
仁良表示，希望趕在明年立法會換屆前完成所有
正名修例程序，有信心可在下學年正式更名為大
學。
張仁良昨日分享指，上周五晚接獲正名獲教

資會通過的消息時十分興奮，即時並收到各方
面的祝賀短訊，整夜輾轉反側至凌晨4時才能
入睡。他形容，教資會的認可對教院「打了一
支很強的強心針」，有信心在教育局向特區行
政長官與行政會議遞交報告後，正名可獲正式
通過，及在明年立法會換屆前完成修例，下學
年迎接全新正名後的大學。
就新校名及校訓的諮詢，教院本周一起向師

生教職員等發出逾4.5萬個電郵，提供「香港
教育大學」和「香港師範大學」兩個中文全名
供選擇，而英文全名則對照「Education」或
「Normal」字眼，但連同「Hong Kong」、
「University」等有不同排序方式共七個組
合；另有五個候選校訓，包括「知類通
達」、」厚德日新」、「恭德慎行」、「博取
謙受」和「學行兼脩」。調查將在本個月底完
結，截至昨日早上9時共收到6,500個回覆。

電郵徵詢正名 7個組合選擇
教院一年級生張同學表示，正名獲通過的

消息令人鼓舞，未來同學能更明正言順稱為
大學生，能增加歸屬感。她又指，教院近年
已開辦環境研究和創意文化等課程，學科更
多元化，已達成為「大學」的條件，而她自
己傾向「教育大學」的新校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敏婷）教育局昨在
網頁公佈18所幼稚園的驗水結果，36個樣本的
含鉛量全數符合世衛標準，有關幼稚園來自包
括、元朗、大埔、沙田、九龍城油尖旺及中西區
等多個地區。迄今，政府共為56所幼稚園完成
驗水，除香港基督教服務處觀塘幼兒學校有一個
主要供消毒的熱水爐水辦超標外，其餘全部符合
標準。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觀塘幼兒學校早前被驗出

一個主要用作消毒碗筷的電熱水煲水樣本驗出含
鉛量超標10倍。該校校長鄧明慧昨晨在接受電
台訪問時表示，涉及的電熱水煲在8月中安裝，
已加裝濾水器，主要用作消毒碗筷，有時亦會讓
職員飲用，但學生不會飲用。由於部分家長或仍
感到憂慮，校方已向教育局表達，希望政府安排
為學生驗血，她又期望水務署盡快找出含鉛超標
原因。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昨日下午出席一個

場合時表示，無需要為該校師生驗血。他解釋，
校方管理層與辦學團體已證實該電熱水煲的食
水，沒有供應給學童及懷孕或授乳的員工飲用，
加上資源有限，特區政府會按風險評估決定是否
需要安排驗血。他補充，若再驗出有幼稚園水樣
本含鉛量超標，政府了解事件後會安排受影響的
6歲以下兒童、孕婦及餵哺母乳的婦女驗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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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協港生體驗外交官解危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本港青少年經常被

指缺乏國際視野，香港青年協會今年的「中國歷史
文化周」活動就以「外交縱橫」為主題，透過外交
官體驗計劃，讓中學生和大專生扮演中國外交官和
外交幕僚，考驗他們對於外交議題的熟悉、臨場反
應和國際視野。有於計劃得獎的學生昨日指，在參
與過程中需要觀摩學習外交官的用字、語氣、立場
等，增長了不少外交知識，更獲大會安排參觀外交
部，並與中國人民外交學會的人員交流，是難得的
體驗。
是次外交官體驗計劃舉辦了「危機24小時實況

比賽」，共吸引203名中學生及10隊大專生報名
參加，中學組需代入外交官的角色，而大專組需
扮演外交幕僚，在不同的國際事件上闡述國家立
場和作出回應。大會昨舉行頒獎典禮，邀請外交
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國際部副主任張建新、教育局
常任秘書長黎陳芷娟主禮及頒獎。

張建新：比賽為港青揭開中國外交面紗
張建新在致辭時表示，上述計劃透過實況比

賽、外交體驗之旅如參觀外交部等，可為香港青
少年揭開中國外交的神秘面紗，讓他們認識國家
外交政策，了解國家發展，擴闊視野。
在比賽獲得大專組「最佳外交解決方案」冠軍

的隊伍，由香港大學郭嘉明、港大附屬學院劉健
宇、中文大學方琮瑋和嶺南大學吳恩皓組成。他
們需要代入國家外交部幕僚，並在賽事中就不同
外交事件計劃出最佳的解決方案。
方琮瑋分享指，決賽題目是有關亞投行議題，

涉及大量複雜的數據與知識，而賽事又規定他們
在不足24小時內將資料分析整理成數據和圖像，
以及製作出清晰易明的簡報，在準備期間所學甚
多，非常有挑戰性。
剛在本月升讀港大、獲得中學組「最佳外交發言
人」亞軍的李沛媛指，比賽除資料性內容外，也需要
參考新聞片段，學習外交發言人用字和語氣，淡定應
對提問，對急才和臨場反應都是很大考驗。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文森）亞洲電視賣盤
一事備受公眾關注，通訊事務管理局主席何沛
謙昨日表示，已接獲亞視股權變動申請，並進
入處理階段，但強調股權轉讓須事先取得通訊
局批准，若未獲該局批准便轉讓股權，或違反
牌照條例，將面臨罰款或吊銷牌照的懲處。

何沛謙：未獲批准轉讓屬違例必究
何沛謙昨日出席一個活動時表示，亞視為一間
持有本地免費電視節目服務牌照的機構，其股權
轉讓須事先取得通訊局批准，該局已接獲有關股
權變動申請，將於適當時候處理。對於有關股權
交易是否合法，他稱買賣雙方可自行選擇交易完
成的方式，惟現行法例及持牌條件要求已列明股
權正式轉讓前，須事先取得通訊局批准。

他續說，若未事先取得通訊局批准就進行
股權轉讓，或違反牌照條例及相關法例，該
局可作出一系列懲處，輕則勸籲或罰款，嚴
重個案或會面臨吊銷牌照。他指出，該局對
任何申請均會按正常處理及審議，要視乎對
方所遞交的文件是否足夠，暫未知何時可完
成相關審議。
出席同一活動的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

樑指出，從報章上獲悉亞視有興趣重新申請新
免費電視牌照，相信通訊局若接獲有關申請，
將根據程序與法例處理。他又說，奇妙電視日
前已向通訊局提交補充資料，該局已根據相關
資料向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提交意見，行會
將盡快處理有關資料，惟處理過程繁複或影響
進度，現階段未有一個明確時間表。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趙虹）「八一二」天津大爆炸，引起
各界對危險品倉庫安全性的關注。第九屆廣東大亞灣核電廠、
嶺澳核電站核安全諮詢委員會昨日舉行第六次會議，主席何鍾
泰會後表示，大亞灣核電廠內現存一個小型化學品倉庫，但主
要用於維持站內常規清潔，且儲存量有限制，並符合消防條
例。輻射防護專家曹王敏儀亦指出，大亞灣核電廠平均每年舉
行15次常規檢查，對廠內安全有信心。

小型危品倉存非劇毒化學品
第九屆安諮會昨晨在深圳舉行第六次會議，何鍾泰會後返港
舉行記者會指出，早前天津濱海碼頭存放危險化學品倉庫大爆
炸事件，造成數百人死傷。針對是次事故，大亞灣核電廠內雖
附有一個小型儲存化學品倉庫，分別儲存氫、清潔劑及漂白水
等非劇毒化學品，但主要用於維持核電站常規清潔，且存放量
有限制，亦符合消防條例。他指出，任何核電廠均具一定化學

品。
輻射防護專家曹王敏儀表示，天津大爆炸發生前兩個月，大

亞灣核電基地已舉行危險化學品應用處理的常規演習，事件發
生後翌日亦再次進行相關檢查。她指出，大亞灣核電廠平均每
年舉行15次常規檢查，去年更在法國電力公司安全業績挑戰
賽上連續7年奪冠，對廠內安全有信心。
同時，為了防止日本福島核事故重演，大亞灣核電廠於今年
上半年引入3種事故預測及評估系統，包括輻射工作許可證、機
組狀態診斷與預測系統及輻射事故後果評價系統。對於有人質
疑系統全以預測性及評估為主，恐實質作用不大，何鍾泰指預
先知道才可及早採取補救行動，相信核電廠若出現任何不規則
現象或變化，均可透過系統知悉。
大亞灣核電廠至今運行21年，截至2015年上半年，輸送至

香港的電量佔核電廠基地6台機組累積上網電量的37%，輸港
電量亦佔香港用電量約25%。

通訊局：正處理亞視申股權轉讓

■青協今年舉辦「中國歷史文化周2015」，以「外交縱橫」為主
題，並舉辦「危機24小時實況比賽」，旨在讓青少年認識中國外
交。圖左起為得獎者劉健宇、李沛媛、方琮瑋和郭嘉明。 黎忞 攝

■香港教育學院昨日向傳媒交代教院正名情況。圖左起為呂大樂、李子建、
張仁良、黃敏兒和鄭吉雄。 黎忞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