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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成直資校申加費 最勁漲20%
英華小學1.5萬增至1.8萬 男拔IB課程最高貴14%

跨媒體遊戲化增閱讀樂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直資名校新學年或出現加費潮。教育局至今共收到45份直資學校計劃於9月新學

年加學費申請，佔全港73所直資校數目達六成。本報翻查教育局及各學校網頁資料，包括英華小學、拔萃男書

院、聖保羅男女中學、聖保羅書院等多所傳統直資名校，均加入加學費行列，其中英華小學申請學費加幅高達

20%，而男拔IB課程最高加幅亦達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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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直資學校2017/18學年加學費情況

學校

英華小學

拔萃男書院
（本地生IB）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港青基信書院
（中學課程）

拔萃男書院
（非本地生IB）

九龍三育中學

拔萃男書院
（非本地中學課程）

聖保羅書院

拔萃男書院
（本地生中學課程）

英華書院

聖保羅男女中學

李寶椿聯合世界書院
（學費加宿費）

資料來源：各學校網頁及教育局網頁資料 製表：黎忞

2016/17
學年學費

15,000元

87,100元至
93,700元

15,800元

28,000元至
37,000元

150,100元至
160,300元

2,070元至
2,180元

99,000元至
108,900元

38,000元

45,900元

18,800元

55,000元／
82,500元（IB課程）

255,000

2017/18
學年學費（待審批）

18,000元

99,320元

17,800元

31,000元至
39,500元

167,121元

2,280元至
2,420元

103,724元至
116,451元

40,400元

48,650元

19,900元

58,000元／
87,000元（IB課程）

266,000

增幅

20%

6%至
14%

12.7%

5.7%至
12%

4.3%至
11.3%

4.8%至
11%

4.8%至
6.9%

6.3%

6%

5.9%

5.5%

4.3%

■英華小學擬在新學年加學費至1.8萬元。圖為該校校舍。
小學概覽圖片

■男拔稱因推行STEAM教育及繼續行小班教學等，故要在新學
年加學費。圖為該校校門外。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柴
婧） 香港年輕科研人才輩
出，令人欣喜。香港科技大
學三年級生任大偉早前成功
將普通數碼相機改裝成用以
檢測農作物的多光譜成像
儀。
系 統 猶 如 「 農 作 物 醫
生」，靠採集從葉子反射出
的紅外線與藍光強度差異的
圖像，再對比數據庫中健康
與不健康植物的圖像，以確
定其健康狀況，準確度達
94%。由於相機價格低廉，
比市面的多光譜成像儀便宜
近30倍。

刊國際期刊 研究獎奪季
該研究早前刊登於國際學
術期刊，並獲科大「柯吉祖
先生暨柯潘景儀夫人本科生
研究獎」季軍。
科大於2005年推出本科生

研究計劃（UROP），每年秋
季、春季及夏季開班，本科
生有機會在教授指導下參與
研究，本學年春季學期有約
120名教授及150名學生參與
近240個研究項目，較去年增
長約12%。
項目總監潘永安指，計劃
鼓勵學生跨學科研究，以啟
發學生的興趣和能力。
主修物理和計算機科學的
任大偉，不僅大一起就參與
UROP，且跟隨機械及航空
航天工程系教授李建邦開展
跨學科研究，方向是遙感技
術。任大偉表示，「全球人
口飛速上漲，為了能應付

2050年全球97億人口對食物
的需求，全球糧食生產量必
須提高70%，但現在世界各
地的農作物產量都在停滯或
下降。」故遙感技術是振興
農作物產量的新方法，任大
偉更從中找到研究突破口，
開發出一個可以確定植物健
康狀況、找出具體健康問題
的多光譜成像儀，以及早給
農民提示，讓他們採取措施
拯救植物。

植物檢測準確度達94%
任大偉用藍色濾光片代替

一般數碼相機中的紅外線截
波熱鏡，製作出多光譜成像
儀。大多數農作物具有相似
的反射特性，光從健康的葉
子反射時，紅外線與藍光強
度之間存在明顯的差異，而
光透過不健康的葉子，相關
的差異會變小。
據此原理，配合一個包括

健康植物和不健康植物的圖
像數據庫，對影到的圖像與
之對比，就可以輕鬆得知植
物是否健康。
為驗證系統準確性，任大

偉在科大生態公園分別種植
了150棵健康和不健康的生
菜，發現檢測準確度為
94%。
早前該研究結果發表於國

際光電工程學會的《應用遙
感期刊》。就讀本科時已有
研究經驗的任大偉，今年暑
假將赴劍橋大學做機械工程
理論研究實習生，繼續磨練
自己。

科大生研數碼相機測農作物

■科大UROP為本科生提供研究機會。左起：Jordy、郭文碩、潘永安，任大偉。 科大供圖

在包括PIRIS及 PISA等全球學生評估研究
中，香港學生在閱讀能力及不同基礎能力中均名
列前茅，可惜有關閱讀的興趣卻薄弱，很多時候
學生都是「為讀而讀」—即只為完成閱讀理
解、閱讀報告等，或只對本科相關的資料感興

趣，閱讀層面欠廣泛。大家都深信閱讀的好處及重要性，但每天
緊密的課堂、功課及課餘活動，要讓學生安靜坐下片刻閱讀、愛
上閱讀，並非易事。不論是教師或家長，都在培育孩子自主閱讀
上花盡心機。
其實坊間已有一些閱讀計劃，除了在營造閱讀氣氛上花工夫，

亦配合了新世代習慣，加入跨媒體元素如電子平台、遊戲化學習
等，成效顯著，值得借鏡。

課前撥30分鐘享受閱讀
由台灣「中央大學」網路學習科技研究所領導的「明日閱讀計

劃」提倡「身教式持續安靜閱讀」（Modeled Sustained Silent
Reading, MSSR），強調興趣閱讀、身教閱讀、習慣閱讀。學校
每天課前撥出30分鐘，教師暫時放下班務，與學生一同在課室
享受閱讀。
與此同時，撇開了閱讀後還要做功課的包袱、改以遊戲化平台

讓學生隨意分享，學生長年累月習慣了每早閱讀，興趣明顯提
升。計劃於去年引入香港，並獲優質教育基金資助，建立香港區
的「明日閱讀社群」及電子學習平台「明日星球」，期望在不久
將來，可以推展至更多學校。
另一個有趣的項目是香港大學開發的「Reading Battle」。這

個電子平台版面色彩繽紛，吸引學生眼球，更利用遊戲化學習的
概念，讓學生閱讀後回答以遊戲形式呈現的問題，累積分數，更
設有排行榜。學生都喜歡挑戰，當看見其他同學能完成平台上艱
深書籍的題目，取得分數，可激勵自己嘗試閱讀，成功完成挑戰
後，亦會有更大的動力閱讀更多。
善用這一類電子平台，令閱讀變得有趣，學生也可在不知不覺
間，提升了閱讀、寫作及學科上的能力。

善用科技優化閱讀質素
其實，善用科技不但有助提昇學生閱讀興趣，亦有助提高閱讀
質素。例如每所學校圖書館的書種和數量有限，受歡迎的書籍被
借閱了，其他學生只能輪候，但電子書能突破這個限制，讓不同
學生同一時間閱讀同一本電子書，更可擁有個人化的「圖書
館」。
而一個好的電子書平台還具備不同的互動功能，包括廣東話、

普通話及英語三語的發音功能（Text-to-Speech）、熒光筆畫重
點、標示書籤、註明筆記及字典等工具，讓學生輕鬆進行自學，
再配合記錄學生閱讀數據的系統，有助教師了解學生的閱讀進度
和興趣，調整合適的閱讀計劃。這些都是教育城「e悅讀學校計
劃」正實踐的方向。
另一方面，教育城的「十本好讀」今年踏入第十四屆了，這個

讓教師、學生及公眾以一人一票形式投選最愛書籍及作家的活
動，已成學界及業界年度大事，目前投票氣氛熱烈，我們都期望
這張好書名單出爐。
培育閱讀能力固然重要，提昇學生閱讀興趣更不容忽視。要成

功，不能單靠教師努力，亦要家長們的配合及身教，且要跨學
科、跨媒體，使閱讀變得更多元化、更有趣，培養學生以享受閱
讀為本的自主閱讀好習慣。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香港教育城行政總監鄭弼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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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資學校申請調整學費上月底截止，教
育局表示，截至本月9日共收到45份

調整學費的申請和28份不調整學費通知
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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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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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
學生的學習不會因家庭經濟困難而受影響，
並預計新學年開始前完成審批申請。

新泳池啟用 加森林課程
本報參考各直資校網頁資料，發現多所傳
統名校都有交代預計加學費情況。其中英華

小學新學費擬由1.5萬元增至1.8萬元，加幅
20%。該校校長林浣心回覆本報時指，學校
自2008年起轉直資至今亦未加過學費，而
該校將引入森林課程，讓學生體驗露宿、營
火會等，提升生活技能。
同時，該校進一步推展資訊科技及STEM

（科學、科技、工程及數學）教育，而新設
的泳池亦將啟用，故有需要申請加學費。而
該校直屬的英華書院，學費亦擬增5.9%至
19,900元。
另一名校男拔，其中學課程亦擬加費6%

至48,650元，而該校的IB課程方面，根據
教育局《收費證明書》資料，今學年港生學

費為 87,100 元（IB 二年級）至 93,700 元
（IB一年級），新學年擬增至99,320元，
加幅6%至14%；非本地生學費則由現時
150,100 元至 160,300 元，增加至 167,121
元，加幅達4.3%至11.3%。
該校回應指，調升學費原因包括要繼續推

行小班教學、提供全面升學輔導及支援服
務、發展STEAM教育課程，及為有需要學
生提供資助計劃等，而校方並已就調整學費
一事，諮詢小學及中學部的家長教師會。

貴族化嚴重 升班都要加
東區家長教師會聯會主席趙明認為，部分

直資學校「貴族化」情況愈趨嚴重，「現在
連中產家庭都不敢選擇（直資校）」，而部
分學校不單止於一年級加費，在學學生升班
時學費亦有調升，家長更只能無奈接受。

趙明認為，當局應正視直資學校「貴族
化」問題，同時應審慎考慮學校調整學費的
理據，而學校亦應增加透明度，如進行諮
詢，了解家長的意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柴婧）參與
UROP、且研究獲發表的本科生不只任大
偉一人。同樣主修物理和計算機科學三年
級的郭文碩，利用計算機科學理論知識，
計算出優化版的金融系統，理論上可減低
60%的風險。其研究不僅奪得科大「本科
生研究獎」冠軍，還在第二十屆歐洲進化
計算應用會議上發表。
郭文碩從學術期刊《自然》一篇介紹銀

行體系系統風險的文章獲得啟發，開始探
究更穩定的金融系統，希望改善其在外部
衝擊下的穩定性。郭文碩用數學方法，先
將金融體系模擬為一個「有向網絡」，又
創新採用計算機科學中的遺傳算法，計算
優化金融體系的方法，「金融體系中既有
與其他銀行有很多聯繫的銀行，又有很少
合作、影響力小的銀行的話，會更穩定，
另增強不同銀行間的資金流動亦可以增加
穩定性，理論上可減低60%的風險。」

八面體鉑鎳充電催化劑
至於主修化學工程及生物分子工程的大

四生Jordy Evan SULAIMAN，則研製出
八面體鉑鎳納米粒子，作為高效率的「直
接酒精燃料電池」的充電催化劑。
可隨時充電的燃料電池，是極受關注的

新淨能源之一。其結構中作為催化劑的
鉑，因高昂成本、低活性及易中毒的特
性，而大大阻礙了燃料電池技術的廣泛使
用。Jordy把能增強鉑之催化反應的鎳加入
鉑，以製成合金，又把合金的形狀改造成
八面體，大大改善了反應速度。
研究結果顯示，Jordy所製的八面體鉑鎳

催化劑，是一般的鉑反應速度的7.7倍、有
出色的穩定性、更耐用、亦減低了中毒的
問題，故獲科大本科生研究獎季軍，研究
結果將於美國化學學會的國際科學期刊
《Catalysis》發表。

計算優化金融系統 本科生研究獎摘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近年
香港不少父母強調要「贏在起跑
線」，孩童在幼兒階段便要應付學
業及各式培訓與操練，然而他們的
社交、情緒和德育發展等「軟技
巧」卻往往被忽視。
香港教育大學昨日舉辦「幼兒的

社交、情緒和道德發展」幼教研討
會，為300多名幼教學者及專業工作

者提供互動交流平台，並邀得10間
幼教機構分享如何以課程、教學、
活動或行政安排，策略性地支援幼
兒社交、情緒和道德方面的發展。
是次研討會邀得海外及本地學者

從不同角度探討家庭、學校與社區
在當中擔當的角色。
教大教育及人類發展學院院長汪雅

量教授表示，面對社會、文化及科技

的急促發展，教育亦應將由傳統的
「硬技巧」轉移到包括抗逆力、道德
觀、心理覺醒、快樂及社會責任等方
面，才能有助兒童成長發展。
教大幼兒教育學系系主任鍾杰華

期望，藉研討會更廣泛推展幼兒的
社交、情緒和道德教育「軟技
巧」，讓幼教業界的教和研、家庭
的教與養，都關注這些個人素質的
發展，協助孩子培養積極、正面的
價值觀。

教大研討幼教「軟技巧」

■教大研討會探討幼教「軟技巧」。
教大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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