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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直資學校2016/17學年學費

學校

拔萃男書院
（本地生IB課程）

拔萃男書院
（非本地生IB課程）

拔萃男書院
（本地生中學課程）

拔萃男書院
（非本地生中學課程）

福建中學

港青基信書院
（非本地生）

羅定邦中學

中華基督教會
公理高中書院（中四）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中學

港青基信書院

孔聖堂中學

九龍三育中學

李寶椿聯合世界書院
（IB課程）

保良局顏寶鈴書院

基督教中國佈道會
聖道迦南書院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
真道書院（小一）

*除特別註明外，上述各項為中一級學費
資料來源：各學校網頁及教育局網頁資料 製表：記者 黎忞

2016/17年學費
（待審批）

$87,100至$93,700

$150,100至$160,300

$45,900

$99,000至$108,900

$17,500

$82,528

$15,300

$13,740

$12,500

$37,000

$4,000

$2,310

$255,000
（學費連宿費）

$31,000

$23,200

$26,046

2015/16年學費

$75,700至$81,500

$133,616 至$139,416不等

$43,000

$92,704至$100,916不等

$16,150

$76,400

$14,300

$12,840

$11,770

$35,000

$3,800

$2,200

$242,000（學費連宿費）

$29,500

$22,100

$25,460

加幅

15%

12.3%至15%不等

6.7%

6.8%至7.9%不等

8.4%

8.0%

7%

7.0%

6.2%

5.7%

5.3%

5%

5.4%

5.1%

5.0%

2.3%

文匯報教育版致力配合教育界發展，為學校
師生提供有助年輕人學習及成長的資訊，在5
月份開始並將積極引入更多新增元素，令教育
版內容更豐富。其中包括逢周三推出科普專版
「百科啟智」，透過多個科學及數學相關欄
目，希望啟迪年輕一代的思維及對科學的興
趣。
教育版編採團隊亦會將現有教育新聞及語文

通識等內容進一步擴充，包括增加心理健康及
親子相處相關專欄，同時組織逢周一的「百搭
通識」版面，將時事及評論內容結合中英文雙
語對譯，亦會分享學界的慳電節能體驗，更全
面照顧學界關心的熱門議題。

文匯教育文匯教育
55 月新面貌月新面貌

科科普普 教教育育

男拔IB課申加學費最高15%
稱赤字料700萬今年「添食」再加 近半直資校申請調升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黎忞） 直資學校調整學費申請上月底截止。教育局指今年

共收到34份加學費申請，佔全港73所直資學校數目接近一半。本報翻查教育局及各

學校網頁資料，發現部分直資學校擬加費幅度相當高。傳統名校拔萃男書院，繼去年

於國際文憑IB課程大幅加價後，今年再以預計錄得逾700萬元赤字為由申請加費最

高達15%，其本地生IB學費將增至約8.7萬至9.4萬元，非本地生更高至逾16萬元。

教育局發言人指，審批申請時將小心檢視直資校的財政預算和調整學費理據，並會於

新學年開始前通知有關結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由香港城市大學領導
的4個研究計劃，近日共獲得研資局的協作研究金撥
款2,500萬元支持，涉及金額及獲批計劃數量均為城
大歷年最高，在本地大學中則排名第二。其中該校電
子工程講座教授彭慧芝團隊擬利用納米技術，研發三
維仿生平台仿製鼻咽癌腫瘤，獲800萬元資助有關系
統具精密監察能力，研究所得數據可延伸至肺癌及乳
癌等研究，可減少利用動物做實驗之餘，亦有助革新
人類對腫瘤內的癌細胞活動之基礎認識。
城大科學及工程學院院長、電腦工程學講座教授嚴
洪領導的研究計劃「張量分解的高效算法和硬件加速
以及在高維數據分析中的應用」，亦獲得600萬元資
助。由於現代科技發展迅速，互聯網和通訊系統、電
腦運算和流動設備的發展，對「大數據」應用愈來愈
多，故嚴洪領導的研究團隊，擬開發出張量計算相關
的數學理論、計算概念、硬件加速器、大數據分析、
圖像和影片處理及生物分子數據分析。
嚴洪表示，由於肺癌的發病率及死亡率在本港及海
外亦相當高，故研究的其中一個目的是對肺癌患者的
抗藥性問題成因作生物醫學數據分析，例如突變的種

類、蛋白突變體的立體分子結構、藥物結合模式、藥
效持續時間等，建造癌症模型。
至於城大海洋污染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兼生物學講

座教授林群聲團隊，將致力研究底棲及附生有毒藻類

（BETA）對海洋生態系統的影響；生物醫學系教授
賀菊芳則會探索「膽囊收縮素促進跨模態學習和記憶
的神經機制」，兩個項目分別獲得550萬元及540萬
元資助。

城大研仿製腫瘤 減動物實驗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高鈺） 於2012
年初由香港大學籌組成立、被指因收生不
足而陷入財困的明德學院昨落實重大管理
及人事變動，該校已由港大專業進修學院
(SPACE)接管。校方並宣佈，明德校長麥培
思、校務委員會主席張永霖已辭職，並分
別由港大專業進修學院院長李經文及董事
局主席陳坤耀暫代校長及校務委員會主
席。
今日明德會舉行茶聚，李經文及陳坤耀

將交代學院發展。
明德學院昨發表公告聲明指，港大校長

馬斐森以學院信託人主席的身份，與學院

校董會主席伍步謙共同宣佈，學院信託人
和校董會在本月3日的會議上一致決定港
大專業進修學院「在明德學院的管理上將
承擔更大的責任，即時生效」，而港大專
業進修學院將負責明德所有的人事管理、
招生和財務事宜等，並會與香港學術及職
業資歷評審局合作，完成今年稍後明德的
再評審程序，及和教育局商討華富校舍的
未來安排。
明德校方承認在目前環境下面對種種挑

戰，包括人口結構狀況和其他因素導致招
生遜於預期目標、現時的經營模式帶來的
財政考慮，及2018年後校址安排的不確定

因素，故學院信託人和校董會認為有需要
作出改變應對。

麥培思張永霖相繼辭職
據了解，明德校長麥培思已經辭職，即

時生效，其原先23個月合約的餘下任期會
擔任明德校董會的高級顧問；而校務委員
會主席張永霖亦已請辭，7月1日生效，他
將留任學院校董會成員。至於明德的暫代
校長將由李經文出任，而暫代校務委員會
主席則將由陳坤耀擔任。
明德學院開辦全日制自資學位課程，

每年學費 8.8 萬元至 9.9 萬元，學院由
2012年取錄了231名新生，跌至去年僅
75人，被質疑學費收入根本不足以支持
學校營運。

明德收生不足財困 SPACE接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高鈺） 職業訓練
局將於本月7日（星期六）下午1時至6
時，在院校成員香港知專設計學院
（HKDI）及香港專業教育學院（IVE）李
惠利院校舉辦VTC選科策略資訊日，介紹

適合應屆文憑試考生報讀的各類課程，包
括學士學位、高級文憑、基礎課程文憑及
職專文憑等課程，考生可即場查詢升學資
訊及報讀課程。
資訊日設多場選科策略及學科講座，向

學生及家長講解升學出路和提供選科貼
士，分析最新的升學及就業數據，同場亦
會介紹結合有系統課堂學習及職場訓練的
「職」學創前路先導計劃，參與計劃的學
員在學期間將獲津貼、職學金和特定薪
酬，有學有賺。活動詳情可瀏覽http://
www.vtc.edu.hk/infoday/， 查 詢 電 話
28361888。

職訓局兩院校辦選科策略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隨着全球各地愈來
愈多人口向城市聚集，各
種城市問題如環境健康、
未來城市規劃及人口遷移
等受到各地社會的關注。
香港中文大學、加拿大多
倫多大學，以及荷蘭烏特
勒支大學組成了跨越三大
洲的合作夥伴，結合各自
專長，為城市化所帶來的
全球挑戰提出創新及可持
續的解決方案。
中大校長沈祖堯、多倫多大學

Meric Gertler 及 烏 特 勒 支 大 學
Marjan Oudeman近日於烏特勒支大
學會面，並簽署合作備忘錄，以促進
3校在3個重點範疇的教育及研究合
作，包括公共衞生、城市規劃及人口
遷移。3校相關的學者出席會議，介
紹未來大計。負責以上3個合作項目
的中大代表分別為賽馬會公共衛生及
基層醫療學院謝立亞教授、未來城市
研究所梁怡教授，以及社會學系客座
教授方偉晶教授。

在公共衛生方面，團隊將合作利用
大數據及創新的調查研究方式，如結
合感測器、穿戴式科技及統計模型，
以量度及分析人類的生活及工作模
式，及人與自然及社會環境之間的相
互作用、對健康的影響。
在城市研究方面，3校擬發展一個

全球城市數據平台，以檢視城市交通
及流動的模式。他們亦將在文化城市
研究、數碼人文及環境人文方面加強
合作。在人口遷移方面，則會從亞
洲、歐洲及北美洲的角度，就有關移
民的議題作比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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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直資學校申請調整學費的情況，教育局昨日表示，
截至前天（3日）共收到34份加學費的申請，發言

人強調有既定程序處理有關申請，局方會小心檢視學校提
交的財政預算和調整學費的理據，並確定學校已向家長進
行諮詢，及按規定將不少於學費總收入的10%撥備作學費
減免／獎學金用途，預計新學年開始前完成審批申請。

非港生每年學費逾16萬
本報參考各直資校網頁資料，發現多所學校都有交代預
計加學費情況，普遍幅度由2.3%至15%不等。其中以男
拔加幅較高，該校的一般中學課程，本地生及非本地生分
別擬加價6.7%至7.9%；而其IB課程加幅更達12.3%至
15%，港生每年學費將增至87,100元至93,700元，而非本
地生學費更達150,100至160,300元。
就加費情況，男拔上月初曾發出家長信交代並作諮詢。
當中提到，按學校的財務分析顯示，該校2015/16年度的
營運赤字達211萬元，假若學費維持不變，2016/17年度
赤字將增至逾700萬元，其中單是IB課程已虧損約409萬
元；而即使按上述建議加幅，學校2016/17年度赤字仍有

逾350萬元。有關財務分析亦顯示，該校今學年完結後的
累積儲備，約有1.2億港元。
男拔日前又發表家長諮詢結果，900多名回覆的家長

中，絕大部分指知悉加學費建議但沒提供意見，另支持及
反對加費建議者，分別12人及6人。
其他直資校方面，福建中學中一學費由去年的16,150元，

擬加價8.4%至17,500元，校方指由於學校積極推行電子學
習，並為所有中一新生購買平板電腦作上課之用，因此要在
新學年調整學費。港青基信書院的非本地生中一課程學費，
亦由去年的76,400元加至82,528元，有8%的加幅。

家長憂直資校「貴族化」惡化
東區家長教師會聯會主席趙明認為，學校因通脹等因素

加學費無可厚非，但亦要加得合理，而部分直資學校的加
幅顯著，或會令直資校「貴族化」的情況更嚴重，剝削基
層學童入學機會，「甚至令中產家長卻步」，扭曲了直資
制度讓家長有更多選擇的理念。
他續稱，政府應做好把關工作，設立機制和監管直資學

校調整學費的情況。

■■福建中學中一學費亦由去年的福建中學中一學費亦由去年的1616,,150150元元，，加價至加價至
1717,,500500元元。。圖為福建中學外貌圖為福建中學外貌。。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拔萃男書院將在新學年加學費拔萃男書院將在新學年加學費，，幅度由幅度由1212..33%%
至至1515%%不等不等。。圖為拔萃男書院外貌圖為拔萃男書院外貌。。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城大的4個研究項目獲得研究資助局的協作研究金撥款
2,500萬港元。彭慧芝（右）和嚴洪分別領導的研究團隊亦
獲得撥款。 黎忞 攝

■賀菊芳團隊期望研究有助研製新藥物，或可減
輕由衰老或阿茲海默症等腦退化疾病引致的記憶
衰退。 城大供圖

■■荷蘭之行荷蘭之行，，沈祖堯參與了在烏特勒沈祖堯參與了在烏特勒
支市政廳舉行的研討會支市政廳舉行的研討會。。 中大供圖中大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