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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園違規收費 接警告「當唱歌」
5年16宗零檢控個案 多屬私營「無王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因應社會關注有幼稚園收取高額報名費問

題，教育局就立法會議員質詢提交資料，說明於過去25年，全港有36

所幼稚園獲局方批准收取高於核准上限報名費。不過資料同時顯示，單

是過去5年，幼稚園違規超收報名費的個案便已有16宗，而局方普遍只

作出勸喻，只有1次發出警告，未有提出過檢控。有家長表示，違規超

收報名費多屬國際私營幼稚園，不受資助令政府無從規管，面對當局發

出的勸喻或警告亦只會「當你唱歌」。

違規收費數字
及處理方式

地區* 個案 勸喻 警告

南區 5 5 0

中西區 2 2 0

灣仔 2 1 0

西貢 2 1 0

大埔 1 0 1

深水埗 1 1 0

沙田 1 1 0

黃大仙 1 0 0

觀塘 1 0 0

總數 16 11 1

*只列有違規個案地區

資料來源：教育局文件 整理：黎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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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前談及人口老化，我們
很多時就只想到會為社會帶
來很多問題，如醫療負擔加
重、勞動力下降等。不過，

經過兩個月關於積極老齡化的服務研習
後，我意識到關注人口老化並不只是為了
要減輕社會負擔，而是要更多地關注老年
人晚年生活和生命的意義。
這次除了鄰舍輔導會得富泰鄰里康齡中

心之外，我們也參與了屯門區長者日間護
理服務中心、屯門區綜合康齡服務中心和
屯門區綜合家居照顧服務中心的服務。其

間我們接觸的對象大部分都是長者和社
工，而在我們與部分老友記聊天時，談及
他們與年輕一輩的相處，他們都表示不需
要兒女時時刻刻在身邊，但掛心總是有
的，只要兒女給他們一個電話，就會覺得
很安心。
我聽到的時候，既感動又感慨，因為老

友記辛勞一生養育兒女，最終也只希望兒
孫開心，不想成為他們的負擔，但其實沒
有事情比一家人齊齊整整聚在一起更開
心。
所以請大家有空也多回家與家人吃吃

飯，平日也不要吝嗇每天幾分鐘的時間打
電話給爺爺嫲嫲問候一下，現今科技那麽
發達，要隨時聊聊天也不是難事吧。

兒孫地位不可替 主動關愛享天倫
經過這次研習，讓我想到了一個很諷刺的

現象。社會提倡大家多當義工，或者探訪老
人家，於是我們就積極參加義工活動，希望
探訪更多的長者。
然而，如果從根本看，為什麽現在社會

需要這麽多義工去探望長者呢？其實老人
最想得到的是自己兒孫的探望和關心，而
義工其實不能夠取代他們的兒女。
我們也有自己的公公婆婆，何不現在就好

好關心他們呢？這不是個更根本的做法嗎？
其實我們每個人都有變老的一天，他朝我們

安坐家中時，不也會希望得到兒女關心，共
享天倫嗎？
我希望將這經驗分享過後，能影響身邊

的人，能持續積極地採取行動，關心家
人，特別是長輩。要下一代也有敬老護老
的心，一代傳一代的教育是至關重要。
護老政策或許輪不到我們決策，但關心

自己家中的「全家之寶」還是可以做到
的，當我們樹立了敬老的榜樣，下一代自
然會得到最直接的身教，正如我也從老友
記身上得到了深刻的啓發和感受，這種代
代相傳的模式才是能達至家庭和諧的長遠
方法。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四年級生

古翠瑩

敬老護老 言傳身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早前審計報告揭示政府
有關空置校舍管理問題，而各相關部門隨後即因應建
議積極跟進。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昨綜合有關資料指，
經改善及更新數據庫，至上月底共有18間空置及兩間
部分空置校舍預留作學校用途，另規劃署亦已檢視
173間交還政府作中央調配的空置校舍的長遠用途，
當中有28間建議作房屋用途，其餘則主要用作政府或
社區設施。
吳克儉書面回覆立法會質詢時又提到，政府正計劃

將已確定長遠土地用途空置校舍清單，向相關民政事
務處及地區福利辦事處傳閱，及存放於規劃署規劃資
料查詢處及上載至該署網頁，以供市民查閱。

28空置校舍擬建屋

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昨日書面回覆立法會
議員張國鈞的提問時指，過去25年共

有36所幼稚園獲批准收取高於核准上限的報
名費，佔總數約4%，絕大部分都沒有參加
學券計劃；高額報名費學校中，有30所為國
際幼稚園，其餘6所本地幼稚園報名費雖然
高於上限的40元，但實際金額不高，均在
90元或以下。
局方亦同時提供36所幼稚園高額報名費
詳細資料，當中有 3所報名費屬於「天
價」的3,000元或以上，而2,000元至2,999
元及1,000元至1,999元各有7所，餘下19
所為1,000元以下。

局方僅勸喻警告
除正式獲批准收取高額報名費外，亦有不

少幼稚園屬於違規招收，單是過去5年教育
局已發現有16宗違規個案。
當局就此曾發出11次勸喻，並只曾對大埔
區一所的幼稚園發出1次的警告，從未有提
出檢控。

報名費有出無退
九龍城區家長教師會聯會主席陳鳳雯認

為，違規幼稚園一般屬私營，沒有接受政府
資助，令當局無從規管，「就算發出勸喻或

警告（幼稚園）亦『當你唱歌』。」她又慨
嘆，報名費無法退回，這些收取貴價報名費
的幼稚園，已是透過「入場費」挑選有較佳
經濟條件的家庭，然而在有供有求下，有能
力的家庭亦會願意支付。
就教育局監管幼稚園報名費不力事宜，

申訴專員公署亦曾發表報告。吳克儉昨表
示，局方已因應報告建議加強對報名費的
審批和監管，包括成立工作小組檢視有關

的審批機制及制訂工作指引，並於本年1
月中發信給已獲批收取超逾上限報名費的
幼稚園，要求有關幼稚園檢視其收生程
序，確認是否繼續提供報名費所涵蓋的服
務和活動，並提交過去3年收生的開支及
收入記錄供教育局審閱，以考慮其獲批金
額是否有下調空間。
當局亦要求幼稚園制訂清晰的收費機制，

提高收取報名費的透明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教育人員專業操守
議會就修訂《香港教育專業守則》及《個案處理程
序》的業界諮詢期上月底結束，日前提交文件予立法
會教育事務委員會匯報工作內容。其中修訂《守則》
的爭議較多，議會重申新加入的參考事例並非《守
則》條文的一部分，旨在讓業界更清晰了解《守則》
條文，有助進一步提升教育工作者專業形象。至於修
訂《程序》的反應正面，相信能提升處理個案效率。
有關文件將於下周一（13日）進行討論。
業界對《守則》的爭議主要來自加入參考事例部

分，如在教師「對專業的義務」章節中，《守則》表
示教師無論課內外，言談舉止與行為操守以至儀容衣
着，均須符合教育工作者標準；並應避免在網上發表
有違專業形象的意見。另《守則》亦有針對「師生
戀」問題列舉事例，包括「不應在沒有合理原因下接
觸學生身體」、「不應與個別學生私人約會，或共處
隱蔽室內地方」等。

保障學生安全減家長憂慮
對於個別教育團體質疑有關參考事例將限制教師自由，

議會強調例子旨在幫助教師進一步認識《守則》內容，並
非《守則》條文一部分。
文件指出，諮詢期間有不少意見贊同《守則》的修訂，

認為有助提高專業形象，家長亦普遍認同修訂方向，認為
這有助保障學生安全，減低家長擔憂。
《程序》經修訂後將由六個階段減至「立案」及「聆

訊」兩個階段，各設「覆檢」並新引入了「調解」機制。
議會表示，新《程序》經精簡後將能大幅減少議會處理教
師專業操守個案的時間，「覆檢」機制下能確保個案獲公
平處理，新增「調解」機制則可協助議會更有效解決糾
紛，持份者對相關優化的意見正面。
議會將整理及分析收集所得的意見，平衡不同持份者的

關注，確定《守則》及《程序》的最終版本，並向教育局提
交。

教育專業守則修訂
操守議會下周討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柴婧）今年是
嶺南大學在港建校50周年，校長鄭國
漢昨日在新春傳媒團拜提到，會致力
強化大學品牌，並將於今年第四季開
展傑出領袖講座系列、亞洲博雅大學
聯盟會議等慶祝活動。任期將於明年8
月底屆滿的鄭國漢期望可獲續任，盼
有機會「把事情一直做下去」。
鄭國漢表示，今年是嶺大「承先啟
後」的一年：「承先」指嶺大今年將慶
祝在香港復校50周年，並在第四季開展
為期一年的慶祝活動，包括計劃於年底
舉行的亞洲博雅大學聯盟會議，標誌嶺
大和其他夥伴共同倡議成立亞洲博雅大
學聯盟。

承先啟後度金禧 修校標強化品牌
「『啟後』是說今年是嶺大邁進下一
個金禧的開始。」鄭國漢指，嶺大的中短
期目標是全力推展並落實2016-2022年策
略發展計劃，並致力強化品牌。他留意
到，出外交流時，很多人會混淆嶺南大學
和中山大學嶺南（大學）學院。為讓嶺大
品牌更明晰，特意於去年年底將大學標誌
加入「香港Hong Kong」字樣，亦將採
用「博雅教育成就一生」的新標語。
嶺大推行博雅教育二十餘年，現時已
有愈來愈多香港及亞洲學校加入「博雅」

隊伍，鄭國漢指大學樂意與其他院校交
流經驗，又指嶺大已有很多年相關教育經
驗，「我不在乎拿第一，只要領先就可
以。」
另外，該校去年亦成立全球最大「全

球高等教育中心」、「高等教育聯校研
究聯盟」，並推出一系列和國際夥伴院

校合作的新碩士課程，亦剛落實於今年
暑假，與英國牛津大學合辦為期三星期
的國際研究生暑期課程。
任期將於明年8月底屆滿的鄭國漢坦

言目前未知去向，但希望有機會「把事
情一直做下去」，又稱「僱主未出聲前唔
敢講」。

對於港大校長馬斐森上周突然辭職，
並會提早於明年初離任，鄭國漢對此感到
可惜，認為馬斐森為人風趣、正直及有能
力，又認為他辭職並非因政治因素，而是
適時抓住能夠在蘇格蘭頂尖大學擔任校長
的良好機會。他透露日前已親自恭賀馬斐
森。

校長任期明年屆滿 嶺大鄭國漢盼續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柴婧）位於海
怡半島的康傑中英文幼稚園（鴨脷
洲）因續租問題或面臨停辦，將影響
約140名學童，事件引起廣泛關注。業
主和記地產代理昨日表示，會考慮延
遲對該單位的其他計劃，並與幼稚園
協商續租方案。教育局則指，初步數
字顯示南區幼稚園下學年各級整體仍
有充足的學額，足以應付需要。
和記地產代理前日回應時指因涉及保

密協議，未有多提租約商討事宜，至昨
日的回應則表示，理解康傑中英文幼稚
園學生及家長、海怡半島居民及管業處
對有關幼稚園續約事宜的關注，指公司
會考慮延遲對該單位之其他計劃並與幼

稚園協商續租方案。

教局：南區學額仍充足
教育局發言人亦表示，理解家長有不
同的選擇，初步數字顯示南區幼稚園下
學年各級整體仍有充足學額，足以應付
需要，並已提醒學校透過不同途徑知會
家長有關學校續租的進展，如有需要，
必須協助受影響的學童。
當局表示，會繼續與校方保持緊密聯

繫，盡力為家長提供協助。截至昨日下
午4時，局方接獲12宗相關查詢。
有家長表示，學校應更早通知相關事

宜，以保障家長有充足時間應付變
化。

康傑幼園恐停辦 業主稱「有得傾」

■嶺大代表齊聚新春團拜。 柴婧攝

■申訴專員劉
燕卿早前批評
教育局就幼稚
園超額收費把
關不力。

資料圖片

■作者透過有關服務研習活動，認識到「積
極老齡化」的重要性。 作者供圖

■和記表示會與幼稚園協商續租方案。 柴婧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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