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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英凝全球宣防災獲教學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溫仲綺）新學年不少家長都要繼續捱貴學費。教

育局昨日公佈，共有147所直資、私立及國際學校獲批在新學年加學費，

不少學校加幅都達5%至10%，明顯高於通脹，個別學校更加費達兩成，

令家長負擔更重。有部分學費高昂的私立或國際學校，雖然加幅不算高，

不過其實際加費金額卻已逾萬元，個別年級加費後需要「天價」的22萬

元、23萬元。

直資私校加學費超通脹
英華小學勁升兩成 漢基「天價」盛惠23萬元

部分學校學費調整情況

學校（年級）

直資學校

孔聖堂中學（中六）

英華小學（小一至小六）

勞工子弟中學（中一至中三）

勞工子弟中學（中四至中六）

拔萃男書院（本地生IB二年級）

私立學校

玫瑰蕾小學 (小一至小六)

拔萃女小學（小一至小六）

弘立書院（十一及十二年級）

弘立書院（六至十年級）

國際學校

香港日本人學校（一至六年級）

韓國國際學校（一至六年級）

協同國際學校（七至十二年級）

漢基國際學校（十二及十三年級）

漢基國際學校（七至十一年級）

資料來源：各學校、教育局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子優、溫仲綺

2016/17
學年（元）

1,800

15,000

3,672

9,048

87,100

62,000

60,000

211,590

194,640

43,200至
70,800

89,400至
100,000

113,500至
121,200

218,200

215,200

2017/18
學年（元）

3,370

18,000

4,406

10,857

99,320

68,000

64,000

224,070

206,120

44,400至
52,800

97,900至
109,000

113,500至
129,500

231,300

228,200

加幅

87.2%

20%

20%

20%

14%

9.7%

6.7%

5.9%

5.9%

10%

9%至
9.5%

0%至
6.8%

6%

6%

有家長對加學費感無奈，不
過，他們坦言選擇貴價校

的一群父母一般都已有心理準
備，期望學校會向學生提供相應
獎學金或津貼，以減低學費以外
學習支出。
教育局昨日表示，截至8月31

日為止，已審批47份直資學校
（小學9份，中學38份）的加費
申請，當中有8所學校的學費加
幅達6.1%至20%，1所加幅高於
20%，包括不少傳統名校。

男拔IB課程學費加14%
如拔萃男書院的中學本地課程及國際文
憑IB一年級亦有6%的加幅，而其IB二年級
的學費則有14%加幅，加價後學費達99,320
元；英華書院及英華小學的學費，亦分別有
6%及20%的加幅。
個別「平民直資學校」如孔聖堂中學，
因本身學費偏低致令加幅較大，該校中六學
費由1,800元增約87%至3,370元，但如只
以去年中五（學費3,180元）今年升中六的
同一批學生計，加幅則為6%。另一直資學
校啟思學校的中六非本地生IB課學費亦索
價不菲，達181,618元。
在私校方面，當局今年批准56份加費申
請，當中30所學校加幅達6.1%至20%，另
一校加幅高於20%；國際學校亦有44所獲
批加學費，33所加幅6%或以下，另11所的
增幅由6.1%至20%
現時香港多所私校國際學校以「天價」
學費見稱，部分學校雖然今年加幅並不算
高，但金額卻頗為驚人，其中私立獨立計劃
的弘立書院，該校十一年級及十二年級學費
加價超過1.2萬元，本學年學費達224,070

元；而漢基國際學校的十二年級及十三年級
學費更增至231,300元。
教育局發言人表示，當局有既定程序審批

直資、私立和國際學校調整學費申請。當中
直資學校會仔細審視學校的財政預算和調整
學費理據，並確定校方已諮詢家長解釋加費
理由，及按規定將10%學費收入撥作學費減
免及獎助學金；至於私立和國際學校，局方
亦會仔細考慮加費理據及財務狀況，並提醒
學校與家長充分溝通，妥善回應關注。

團體盼學校闡述加價理由
觀塘區家教會聯會創會主席奚炳松指，

現時經濟環境不算很理想，加薪亦追不上通
脹，加學費無疑會加重家庭負擔，對此感無
奈，但認為現有機制下，加學費都要有合理
理據才會獲當局批准。
他續說，選讀私立及國際學校的家庭一
般經濟條件較好，亦有心理準備負擔高學
費，但仍然期望學校多向家長闡述理由，提
升透明度，並在學校財政穩健時，向有需要
學生提供更多學費及其他津貼等資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姜嘉軒）朋友相
聚最忌遇上手機「低頭族」來掃興。3名
香港知專設計學院（HKDI）學生遂構思
出手機閃光燈遊戲「感光氣墊球」的概念
設計，希望玩家重拾互動遊戲的樂趣。有
關意念榮獲「英國設計與藝術指導協會新
血獎2017」木鉛筆獎，是本屆唯一得獎
香港隊伍。
「感光氣墊球」由HKDI廣告設計高級
文憑畢業生張鍫嵐、蕭經洋和李之亮構
思。他們所參與的玩具設計項目，要求參
加者開發一款讓大眾放下手機，打破人與
人隔閡的派對遊戲，而且設計不能涉及任
何手機應用程式，也不能使用網絡。

用手機補光燈推動接球
張鍫嵐表示，在一次跟侄兒玩遊戲時獲

得啟發而萌生「感光氣墊球」概念，玩家
只要開動手機上的補光燈，靠近氣墊球的
感光裝置，球就會順勢推往另一邊玩家，
如此進行來回接球的遊戲。
由於是次比賽只要求概念設計，毋須參

賽者實際製作成品，3人均表示花很多心
思在宣傳短片上，要利用影片剪接與各種
小技巧去展示這個虛擬產品。
李之亮解釋了宣傳片背後的巧妙：他們
在感光氣墊球外殼下放了一個小遙控車，
幕後控制它來回，「幕前的我們則配合其
走勢揮舞手機。」
蕭經洋分享了他們在玩法上花了不少心

思，例如玩家之間可利用半透明色紙道具
改變燈光顏色，從而向「感光氣墊球」發
出加速、減速等不同指令，讓遊戲更有
趣。
HKDI傳意設計及數碼媒體學系講師劉

志乾認為，3人的設計跟比賽「放下手
機」的原意「唱反調」，但又符合其要
求，相信這點吸引到評審注意而獲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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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蕭經洋、李之亮、張鍫嵐 3位HKDI廣告
設計高級文憑畢業生憑研發「感光氣墊球」，獲
「英國設計與藝術指導協會新血獎2017」木鉛筆
獎。 香港文匯報記者姜嘉軒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香港的大學
老師中不乏熱心教學的有心人，一直致力
於人道救援工作的中文大學醫學院助理院
長（發展）陳英凝，積極鼓勵及帶領中
大、其他港校及英國牛津大學的學生「走
出課室」，到災害頻繁的地區進行救援及
培訓，並因應當地文化及習俗需要，為居
民推行健康教育，又與牛津合作將相關的
教學伸延至網上平台，向全球學生推廣防
災教學知識，獲教資會頒發本年度的「傑
出教學獎」。
陳英凝早年跟隨人道救援隊伍到戰亂地方
擔任志願醫生，其後於2006年加入中大。
2011年中大及牛津合作成立災害與人道救
援研究所（CCOUC），由陳英凝任所長，
致力進行與大中華和亞太區有關災害與人道
救援的研究、培訓教學和知識轉移。
她分享稱，至今已帶領過來自不同學系的
大學生，走訪過14條內地少數民族村落，進
行防災培訓、健康衛生教育等等。
為將防災知識推廣到更多地方，2014年6

月起，CCOUC透過牛津大學的網上平台推
出免費線上課程，讓世界各地的學員學習應
用及推廣防災知識。
陳英凝稱，期望將學員對象擴至中學師

生，讓他們亦能參與防災及健康教育培訓，
又計劃將是次獲獎獎金用於在古絲綢之路沿
線開辦一所實地行動示範中心，及發展相關
教材及體驗式教學法，豐富學生學習體驗。

中大蘇可蔚膺「新晉教員獎」
教資會昨晚舉行「傑出教學獎」頒獎禮，

各組得獎者可獲50萬元獎金。除陳英凝外，
同樣來自中大心理學系助理教授蘇可蔚則獲
得「新晉教學人員獎」，她在臨床心理學課
堂上應用「SP/SR教學法」，（Self practice

親身練習／Self Reflection自我反省），由3
名學生組成一隊，各自輪流擔任治療師、服
務使用者及觀察者，讓他們可以應用理論及
練習治療技巧，反思自己學習及治療的方
法。

城大馮剛團隊亦獲教學獎
城市大學協理學務副校長馮剛領導的教師

團隊就獲得「傑出教學獎」，他們在校內推
出「重探索求創新」課程，鼓勵學生探索及
實踐創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沈清麗）粵港
澳大灣區作為國家重要發展規劃，三地
如何發揮優勢互補以開拓新空間？「探
討粵港澳灣區計劃共求商機」論壇昨日
在港舉行。與會三地主講嘉賓表示，香
港除了發展上市融資平台同時需要打造
成為財富管理中心，粵港澳可以在創新
產業發揮優勢互補，打造具有全球影響
力的科技創新中心。

鍾創新：港需打造財富管理中心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上市發行

服務部/市場發展科高級副總裁鍾創新指
出，以前香港與內地的關係主要是貿易
轉口港，1993年出現重大突破，內地第
一家國企青島啤酒來港上市，開創接下
來許多央企、國企、民企借香港這個平
台上市融資。
現在隨着內地很多投資者和企業家

已經富起來，他們來香港不僅是融
資，也借香港這個平台購買其他市場
的產品。
因此，未來香港需要打造成為財富管

理中心，讓國內外和香港本地的投資
者，可以在香港一站式投資到全世界。

王焱俠：深港可創新優勢互補
深圳市前海深港現代服務合作區管理

局副局長王焱俠指出，香港作為「超級
聯繫人」，前海作為大灣區科技產業的
「超級中介人」，雙方可以着力抓好創

新平台建設，創新資源對接、創新優勢
互補，共同支持香港高校和科研機構聯
合設立技術轉移、成果轉化中心，加強
香港高校與深圳一流科技企業對接，促
成香港高校先進技術、優質科研成果通
過前海轉移轉化，共同開拓內地和國際
市場。
澳門金融學會管理委員會顧問劉錦釗

則表示，澳門可以發揮旅遊休閒中心的
優勢，聯繫葡語系市場，為大灣區其他
城市提供後勤服務。

倡設聯席機制定時溝通
論壇主持人、立橋証券有限公司總裁
詹美清則建議各城市群設立「聯席會議
機制」進行定時溝通，她認為應該通過
市場機制決定產業優勢，以香港為例，
香港在金融、法律、專業服務優勢明
顯，可成為大灣區內企業上市集資的理
想平台。
論壇由香港工商專業協進會主辦。工

商專主席朱蓮芬表示，粵港澳三地的經
濟需要轉型升級，香港有潛力成為全球
最大航運物流中心，廣東可發揮強大領
導力，發揮先導作用，澳門與歐洲地區
葡語系國家有緊密聯繫，因此粵港澳各
展所長，各取所需，發揮協同效應，互
補互利。
中聯辦社工部部長楊茂、法律部部長

王振民，香港特區政府商務及經濟發展
局副局長陳百里等出席論壇。

粵港澳精英共拓大灣區商機

■今屆傑出教
學獎得獎團隊
日前向傳媒分
享教學理念及
方法。圖左起
為蘇可蔚、陳
英凝、以及由
馮剛領導的城
大團隊。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黎忞 攝

■賓主為香港工商專業協進會「探討粵港澳灣區計劃共求商機」論壇揭幕剪綵。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今年漢基國際學校十二年級及十三年級學費增至
231,300元，較上學年升6%。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禮傑）警務處處
長盧偉聰昨日到觀塘區議會匯報本港首7個
月的罪案數字，指治安情況持續改善，首7
個月錄得 33,126 宗罪案，按年下跌 1,562
宗，破案率為44.2%。暴力罪案減少507宗
至5,306宗，但詐騙及風化案等有上升趨
勢，街頭騙案更按年大增5倍。
警方今年首7個月接獲4,210宗詐騙案件，
較去年同期上升206宗，涉販賣門票的網上
騙案上升28%至1,208宗，盧偉聰指街頭騙
案有死灰復燃跡象，錄得69宗，按年增加5
倍，涉及金額更上升近6倍至630萬港元，
當中60%為祈福黨，26名長者被騙去170萬
港元，警方拘捕15人。
盧偉聰表示，有3宗假冒官員及綁架的混

合騙案，騙徒先假冒官員欺騙受害人金錢，
再要求對方離家及提供家人電話號碼，然後

致電家人聲稱受害人被綁架，要求贖金，案
件共涉110萬元。
他續說，電話騙案受害人當中，約70%為

30歲以下人士；40%為內地來港讀書、工作
或新來港人士，警方會透過7月底新成立的
反詐騙協調中心，加強打擊詐騙案。中心至
今共收到超過4,000宗查詢，並已透過與銀
行合作，成功攔截逾30宗已匯出的款項，涉
及約2,000萬元。

冀警以天眼處理泊車問題
風化案方面，盧偉聰指今年首7個月共錄

得39宗，按年增加5宗，已偵破34宗，其餘
有4宗已鎖定目標疑犯。他表示，大部分受
害人與疑犯相識，另有9宗案件的受害人為
16歲以下少女；非禮案較去年同期增36
宗，共有620宗。

另外，不少區議員向盧偉聰遞交請願信，
關注區內違例泊車問題，有議員希望警方以
閉路電視系統處理。
盧偉聰回應指出，警方將於明年第一季與

發展局下起動九龍東辦事處就使用科技處理
違泊作為期18個月的技術性研究，結果將交
運房局及運輸署，如研究可行會修改法例。

區議員促一哥關注觀塘違例泊車

■多名觀塘區議員向警務處處長盧偉聰遞交
請願信，關注區內罪案問題。

香港文匯報記者莊禮傑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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