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逾80%半日制幼園明年免學費
遠高於現時15%比率 半數全日制每月少於千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免費優質幼稚園教育計劃將在明年新學年全面實施，教育局

昨日上載獲批參加計劃的幼稚園名單及其預計學費資料。截至昨日為止，共有738所幼稚

園獲批准參加計劃，而根據學校遞交的初步預算學費，有約430所半日制幼稚園能於下學

年全免學費，佔有關學校總數逾80%，比率遠高於現時學券制下的只有約15%免學費。不

過，仍有近20所幼稚園要於政府資助以外每年收取6,000元或以上學費。至於全日制或長

全日制幼稚園，近半數預計其學費為每月1,000元或以下，亦明顯多於現時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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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瑞士
新西蘭
愛爾蘭
丹麥

6.
6.
6.
9.
10.

加拿大
英國
澳洲
芬蘭
荷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素以自由
為傲，一項國際排名顯示，本港的人類自由指
數繼續在全球奪冠，擊敗瑞士、英國、荷蘭等
歐美國家，連續6年排名第一。報告分析「經
濟自由」是香港蟬聯冠軍的主因，因而擊敗主
要競爭對手新加坡。
美國著名智庫CATO及加拿大菲沙研究所
（Fraser Institute）日前發表最新的人類自由指
數報告，在全球159個國家及地區，主要將
「個人自由」與「經濟自由」作為評分指標，
並在指標中細分數十個項目，包括安全度、結
社和言論自由等進行評分。
報告顯示，香港繼續成為全球最自由的地區，

連續六年蟬聯冠軍，其次是瑞士、新西蘭、愛爾
蘭、丹麥、加拿大、英國、澳洲、芬蘭和荷蘭，
美國則從去年的全球第二十位下滑到第二十三

位。亞洲地區方面，台灣排二十六、日本排三十二、韓國排
三十五，新加坡排四十，中國內地則排在一百四十一位。

經濟最自由壓星洲
報告顯示，香港在經濟自由方面得分為9.03，排名是

全球最高，本港的主要競爭對手新加坡緊隨其後得第
二。至於個人自由方面，香港得分是9.08分，排名第十
九位，算是較上游的位置，排名第一的則是丹麥，得分
高達9.58分，其次是奧地利和挪威。
菲沙研究所發言人表示，香港排名第一的主因是由

於經濟自由的評分較高，而香港在經濟自由外也享有
高度的個人自由和收入。
至於最缺乏自由的10個國家或地區分別是：安哥拉、

剛果民主共和國、阿爾及利亞、緬甸、委內瑞拉、中非
共和國、敘利亞、伊朗、也門和利比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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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幼教下預計收費較高幼稚園
半日制班

（每期學費$601至$1,000，即全年學費$6,000以上）

香港靈糧堂幼稚園

天主教露德聖母幼稚園

迦南幼稚園（香港）

力行幼稚園（南便圍）

聖士提反堂小學暨幼稚園

鑽石山靈糧幼稚園

崇真小學暨幼稚園

香港靈糧堂秀德幼稚園

迦南幼稚園（麗港城）

全日制班
（每期學費$2,000以上，即全年學費$20,000以上）

聖雅各褔群會麥潔蓮幼稚園

天主教露德聖母幼稚園

北角衛理堂幼兒園

欣苗幼稚園

香港浸信會聯會耀興幼稚園

聖安多尼中英文小學暨幼稚園

聖雅各褔群會寶翠園幼稚園

地利亞英文小學暨幼稚園
（百老匯街）

地利亞英文小學暨幼稚園
（第8期）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紹邦
幼兒學校

中華基督教會深愛堂幼稚園

仁愛堂龐盧淑燕幼稚園

晶晶幼稚園（順利分校）

迦南幼稚園（九龍塘）

迦南幼稚園（窩打老道）

迦南幼稚園（黃埔花園）

耀基創藝幼稚園

耀基創藝幼稚園（上水）

英臻幼稚園

迦南幼稚園（海濱花園）

天主教聖雅各伯幼稚園

迦南幼稚園（窩打老道）

美雅幼兒園

威廉（睿智）幼稚園

英臻幼稚園

聖文嘉幼稚園（荃灣）

香港聖公會青山聖彼得堂
青雲路幼稚園

聖公會青山聖彼得堂幼稚園

山景邨浸信會幼稚園

宏福中英文幼稚園

宏福幼稚園

資料來源：教育局 製表：高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本港樓價仍然高
企，居屋成為夾心階層的「上車希望」。消息
指，房委會就2014年出售首期新居屋的調查發
現，60%申請人認為新居屋價格偏高。有資助房
屋小組成員建議，房委會應提高居屋折扣優惠，
以申請人負擔能力定價，協助申請人上樓。

16%綠表買家屬公屋「富戶」
消息指，房委會早前就2014年出售首期新居屋申
請者進行調查，結果顯示房委會當時收到13.46萬
份申請，最後分別有1,296份綠表人士及864名白表
人士成功買樓。其中綠表有96%為公屋租戶，約
16%的綠表買家為須繳交額外租金的公屋「富
戶」；約10%白表買家為公屋居民，但他們並非戶
主，房委會不會收回這些公屋單位。
買家年齡方面，白表買家平均年齡為43歲，較
綠表買家的60歲年輕。若以年齡群組劃分，有
33%白表買家年齡為30歲至39歲，21%為29歲或
以下；綠表買家則主要集中在60歲或以上，佔多
達64%。若計算申請者的平均年齡，白表和綠表
分別為29歲和53歲，而且約90%的白表申請者為
40歲以下，可見白表申請者較為年輕。
另外，據悉房委會又以電話訪問形式訪問了

2,042名申請者，當中1,040名為成功申請者，了解
他們選擇單位時所考慮的因素和售價等的看法。
調查指，綠表申請者中，有35%人希望「改善
居住環境」，33%希望「擁有自己物業」，之後
是「舊居面積太細」和「為子女將來居所作打
算」，分別佔27%和13%。問及為何不透過居屋
第二市場置業，最多人指「新居屋單位的售價較
低」，佔40%；其次是「未能在第二市場找到合
適單位」和「較喜歡居於全新單位」，分別佔
28%及24%。
白表申請者的主要原因則是「擁有自己物業」，
佔46%；其次是「獨自遷出居住」，佔28%，其餘
理由包括「準備結婚」、「舊居面積太細」等。而

「地點」更是綠表和白表申請選擇單位時所考慮的
主要因素，其次是「單位價格」和「交通配套設
施」。
售價方面，2014年新居屋的售價介乎187萬至
326萬港元，60%人認為價格偏高，37%人認為合
理，認為售價高的綠表申請者更多達71%。而白表
人士則認為290萬港元為合理價格，也較綠表人士
認為的250萬港元高。
另外，房委會亦就居屋計劃二手單位買家進行統

計調查。結果發現，56%的公開市場居屋單位買家
是首次置業，年齡中位數為33歲，其餘44%首次置
業買家為44歲。至於第二市場，綠表和白表買家年
齡中位數分別為45歲及34歲。
調查指，第二市場的白表買家當中，約15%曾

申請公屋。
他們選擇購買居屋二手單位而不輪候公屋，主要

原因是「輪候公屋單位時間太長」，佔近八成；沒
有申請公屋的第二市場白表買家，則主要希望「擁
有自己物業」，佔67%。

郭偉強倡「度身定價」減負擔
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成員郭偉強指，多達六成人

認為居屋價格偏高，促房委會應提高居屋折扣優
惠，以申請人負擔能力定價，而非跟隨市場定價。
他又建議政府多建市區居屋；優化白表居屋，成為
青年家庭置業的方向，加快流轉；並分批推出白居
二計劃名額，免補地價仍可減輕市民負擔，及讓市
民多一個選擇。

首期新居屋 六成人嫌貴

教育局表示，共接獲 745 所幼稚園申請於
2017/18學年參與免費幼教計劃，而截至昨

日已有738所獲批，有關學校並提交了初步粗略
預計的學費水平並由局方審視，相關資料均已上
載到教育局網頁（www.edb.gov.hk/free-quali-
ty-kg-edu_tc）供家長參考。

17半日制幼園學費年逾6千
在免費幼教下，教育局會向幼稚園提供單位
資助，依半日制、全日制等課程，每年金額為
3.32萬元至5.31萬元，另符合條件的學校並可
獲租金或其他津貼支援。如各學校有需要，則
可因應情況收取學費。
教育局指，根據各幼稚園遞交的初步預算，多
於八成的半日制幼稚園可在明年提供免費服務，
較現時的15%大幅增加。而會額外收取學費的半
日制班級，局方指有關金額多處於低水平。
本報審視相關資料，發現有17所半日制幼稚

園計劃收取每期601元至1,000元學費，以1年
10期或11期學費計，即全年學費6,000元或以
上（見附表）。
至於全日制班級，教育局亦認為整體學費屬低
水平，例如約50%的全日制或長全日制幼稚園初
步預計學費每月1,000元或以下，較現時學券制約
5%大幅增加。
不過，仍有20多所全年收取2萬元或以上學
費，包括地利亞英文小學暨幼稚園百老匯街和第
8期分校及英臻幼稚園等。

局方點名20所偏貴幼園
對各學校現階段遞交的學費及營運資料，教育
局並作出初步審視，並在免費幼教名單中附加相
關備註，點名指出約20所幼稚園所預計的學費偏
高，但未有解釋具體原因。
教育局補充指，現階段上載的學費水平只是學
校的初步估算。配合學校於 2017 年 2月提交
2015/16學年的經審核的周年賬目，當局會於
2017年1月中邀請學校遞交2017/18學年的詳細
預算，並嚴格審批其學費。故核准學費與現時的
初步粗略預計可能會略有增減。
在申請收取學費時，幼稚園需提出充分理由及
數據支持，只有屬於許可的開支項目（例如以半
日制而言，政府資助未能全數支付租金、過渡期
津貼不敷應用等）才會納入考慮之列，不合理的
開支不會獲得認可。

在免費幼稚園教育計劃下，
明年將有逾八成的半日制幼稚
園免學費，以及近半的長全日
或全日制幼稚園每月學費在

1,000元或以下；但部分半日制幼稚園在扣除資
助後仍需收取學費。有幼稚園校長認為，收取
學費的半日制幼稚園主要是因租用私人樓宇舖
位，租金較高；家長團體則指，新政策令學費
負擔普遍減輕，確實是「踏前了一步」，但亦
要留意會否有個別幼稚園收費較學券制更高，
同時監察雜費情況，確保家長能受惠。

幼園協會：仍收學費因租貴
幼稚園協會主席廖鳳香指，部分半日制幼稚

園仍要收取學費，主要是因為租金問題，例如
租用私人樓宇空間，租金也較高；亦有幼稚園
預計，因要面對區內生育率降低問題，若按人
頭計算，政府給予幼稚園的資助就會減少，幼
稚園仍有機會要向家長多收約一成雜費。

東區家長教師會聯會主席趙明認為，政府實
施免費幼教確是「踏前了一步」，認為現階段
是實施免費幼教的其中一部分過程，不能操之

過急，他強調需要
留 意 在 免 費 幼 教
下，個別幼稚園學
費會否比學券資助
時學費更高，或是
與以前學費相差不
大。另外，現時幼
稚園雜費如茶點費
等都不包括在資助
之下，若幼稚園收
取昂貴雜費，家長仍有一定經濟負擔，他期望
政府可監察幼稚園學費和雜費，以爭取真正做
到免費教育，否則對家長來說可能「得不償
失」。

立法會議員葉建源則稱，免費幼教下兩成
半日制幼稚園及全體全日制幼稚園仍要收
費，反映政府對學校提供的租金及全日制津
貼不足，擔心如當局的「過渡期津貼」結束
後，幼稚園加費壓力將會大大增加。

他又重申應設立幼師薪級表及直接資助幼
師薪酬，否則資深幼師或會因薪酬受擠壓而
流失，損害教育質素。 ▓記者 黎忞

監察雜費收費 確保家長受惠

■本港樓價高企，居屋成為夾心階層的「上車希望」，但房委會調查發現，有六成申請者認為2014
年推出的首期新居屋價格偏高。 資料圖片

■趙明期望政府監察幼稚
園雜費項目。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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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優質幼稚園教育計劃明年新學年全面實施，有約430所半日制幼稚園能於下學年全免
學費，佔有關學校總數逾80%，比率遠高於現時學券制下的只有約15%免學費。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