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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大都會奧賽 港隊奪兩金六銀

學費免錢 雜費要命
九成四半日制幼園免學費 個別校膳食費逾萬嚇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免費優質幼稚園教育計劃」今學年已正式實施，根據教育局最新審

批數字，全港約740所參與計劃的幼稚園中，半日制課程多達九成四免學費，全日制則有逾七成每期

學費為1,000元或以下，相比去年底的初步預算（八成半日制免學費、半數全日制學費1,000元以

下），受惠的學生及家庭明顯增加。不過，部分參與計劃的全日制校，仍收取逾8,000元甚至上萬元

的膳食費。有家長期望政府監管幼稚園收取包括膳食費等不同雜費的水平，以防在免費幼教下變得

「妹仔大過主人婆」。

在免費幼教下，半日制、全日制及
長全日制的學童，分別可獲得

33,190 元、43,150 元及 53,100 元的資
助，少數學校因租金等原因或要收取學
費。
教育局近日初步完成審批2017/18學
年幼稚園收費申請，截至9月1日，在
已完成審批的約740所幼稚園，約500
所有半日制課程，其中約 470 所
（94%）免費；而約610所提供全日制
或長全日制服務的幼稚園中，亦有約
450所（74%）每月收費1,000元或以
下，更有約90所免費。
有關比率比起早前的初步預算更高，
意味受惠的學生及家庭更多。

膳食費平均數千
根據當局已審批的收費資料，隨免費
幼教的推行，仍有少數幼稚園的全日制
課程每年學費為兩萬元以上，而半日制
則為4,000元至9,000元（見表），但較
上學年尚是「學券制」已大減一半或以
上。另一方面，全日制或長全日制幼稚
園普遍要另外收取膳食費，資料顯示，
免費幼教幼稚園一般平均收2,000元至
4,000元膳食費，有學校則只需收200多
元或甚至免膳食費。
不過，亦有不少幼稚園收6,000元或

以上，當中如卓思英文學校暨幼稚園
（青怡分校），膳食費更逾萬元。
而不參與免費幼教計劃的私立幼稚園

中，膳食費普遍為7,000至8,000元，但
亦有多所學校索價逾萬元，其中慧中幼
稚園膳食費更達13,080元。

冀政府監管雜費
香港東區家長教師會聯會主席趙明認

為，免費幼教原意是減輕家長學費負
擔，但幼稚園仍可從其他方面如膳食費
抑或雜費等向家長收費，無疑會增加家
庭經濟負擔。他期望政府可監管幼稚園
的膳食費或雜費等收費，否則有機會出
現「妹仔大過主人婆」，令雜費比原本
學費更貴。
教育局發言人指，在免費幼教計劃

下，政府於幼稚園教育的經常性開支，
已由每年約40億元大幅增加至2017/18
學年的67億元，原則上足以讓幼稚園提
供免費優質半日制服務。
局方強調，幼稚園運作模式多元，營
運開支各不同，如政府資助足以抵消開
支，學校不應收學費，而有關全日制或
長全日制服務，在與家長共同承擔的原
則下，政府亦提供額外資助，學費應處
於低水平，局方審核收費申請時，會重
點考慮支出項目是否合理和切合需要。

發言人補充，目前尚餘極少數幼稚園
需要就學費申請遞交補充資料，當局正
密切跟進，盡快完成餘下審批工作。

內九外七皇城四 城門構成老北京

有關「全港學生中國國情
知識大賽」資料，可瀏覽
http://cnc.wenweipo.com/，
或掃描有關二維碼。

編者按：
為提升學生對中國國情、歷史、文化及社會科學等方面的知識水平，培養學生常閱讀、多思考

的良好學習習慣，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正在舉行「回歸盃—第七屆全港學生中國國情知識大
賽」，為此大會特別推出「中華學堂」專欄，以輕鬆手法介紹與香港特區回歸及國情相關知識，
深化讀者對國情的了解。

提起北京，很多人可能會首先想到是國
家首都，亦是先進的國際化大都市，或者
會想到故宮、天安門等城市標誌建築物。
不過，若你問一個地道的北京老大爺，他
可能會答你一句︰「內九外七皇城四。」
這句是什麼暗語嗎？是銀行密碼還是乘
數表？都不是，其實這是北京城門的數
目。
大家有沒有留意到，中國的古城都有高
大的城牆，環繞外圍四周，那是城市的基

本防禦建設，而城牆中間建幾道城門，所
有人出入城都要經過城門。
而北京城前身是公元1264年建設的元大

都城，經明、清兩代擴建、增建，同時根
據城內居民的不同情況劃定了相應的居住
範圍，並同樣以城牆、城門分隔開。

王師出征必德勝
皇宮所在的地方，稱之為皇城，設有四

門，其中大家最熟悉的天安門就是皇城四

門之一。
內城是包圍皇宮的地區，而內城就設有

九門，居中向南的稱為正陽門，設有一個
大箭樓，大家去北京的時候還可以看到，
而德勝門和安定門更在明清時有特別意
義，因為所有王師出征都要從德勝門出
發，打勝仗回來就要從安定門入城。
至於外城，就是在內城以南的一帶，設
有七座城門，永定門、東便門等都在這
區。

在清朝的時候，各座城門建有大大小小
的箭樓，形態不一，是北京的特色，但現
今去北京已看不齊了，因為不少城樓已經
拆掉，像安定門甚至連門都不在了。
不過，想看看老北京的樣子，也不用找
時光機回到過去，只需去離北京50公里外
的香河就可以了。中信國安集團在1992年
的時候，在香河以1︰1比例復原了北京古

老「內七外九」的城垣風貌，成為「國安
第一城」景區（見圖），各位在那裡應該
可以感受到老北京的味道。

學費較貴幼稚園（全日制課程）
學校 學費（元）
地利亞英文小學暨幼稚園 28,820

威廉（睿智）幼稚園（本地課程） 25,890

香港宣教會優質幼兒學校 25,890

香港小童群益會樂緻幼稚園（灣仔） 24,834

迦南幼稚園（窩打老道） 22,958

聖雅各福群會寶翠園幼稚園 22,497

基督教聯合醫務協會幼兒學校 22,200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紹邦幼兒學校 21,752

真理浸信會榮光幼兒園 20,076

膳食費較高幼稚園
學校 膳食費（元）
卓思英文學校 10,450
暨幼稚園（青怡分校）

福來邨錦全幼稚園 8,500

明我幼稚園 8,480

英揚樂兒中英文幼稚園 8,370

晶晶中英文幼稚園 8,270
（洪水橋分校）

啟思幼稚園（青衣） 8,200

啟思幼稚園（匯景花園） 8,200

北角衞理堂幼稚園（炮台山）8,040

太陽島英文幼稚園 7,800

永樂創新英文幼稚園 7,720

地利亞英文小學暨幼稚園 7,480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黎忞
資料來源：教育局

學費較貴幼稚園（半日制課程）
學校 學費（元）
迦南幼稚園（窩打老道） 9,473

英臻幼稚園 8,131

迦南幼稚園（黃埔花園） 5,831

迦南幼稚園（九龍塘） 5,433

迦南幼稚園（香港） 5,171

威廉（睿智）幼稚園（本地課程） 4,980

耀基創藝幼稚園（上水） 4,723

耀基創藝幼稚園 4,358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黎忞 資料來源：教育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
港國際機場是全球最繁忙的機場之
一，去年總客運量高達7,050萬人
次，在面積廣闊的機場範圍，如何
在高客流量區域維持行李手推車供
應，是一重要課題。中文大學獲創
新及科技基金資助，經過兩年研
發，成功於香港國際機場應用人工
智能（AI）的「行李手推車辨識系
統」，以高達92%的影像辨識準確
率，實時監察行李車供應，提示前
線員工調配及補充，有助提升機場
服務質素。
現時香港國際機場禁區內外的行

李手推車有13,000架，中大系統
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系副教授鄭進雄
率領的團隊，在2014年起與香港
物流及供應鏈管理應用技術研發中
心及機管局合作，利用攝錄鏡頭監
察行李認領大堂各個角落的手推車
供應點，再以人工智能辨析點算手
推車數量分佈，並透過手機應用程
式中的綠色（50架以上）、黃色
（約50架或以下）及紅色警示（0
架）通知前線員工，讓其可即時調
配及補充不同區域的手推車，滿足
旅客的需求。
而透過長期實地試驗的學習數

據，系統的人工智能辨識能力亦不
斷提高，由初期的87%增至目前的
92%。
另為保障旅客私隱，確保容貌不
被攝錄，系統亦可將手推車以外的
景物自動模糊，而有關影像都經過
嚴格加密，必須通過指定程式解密
方能讀取，防止資料外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第二屆「國
際大都會奧林匹克」於本月4日至9日在俄
羅斯莫斯科舉行，共有來自26個國家36個
城市的277名學生參與其中。
今年是香港首次派隊參賽，8名港隊代表

最後勇奪兩金六銀。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昨祝賀港隊，指佳績

展現了港生具備優厚的潛質，局方會繼續
支持更多與STEM（科學、科技、工程和

數學）教育相關的活動，加強香港的競爭
力。
「國際大都會奧林匹克」為14歲至18歲

學生而設，內容涵蓋數學、資訊科技、化
學和物理。
港隊在團隊總成績與主辦城市代表隊

及上海代表隊同獲一等獎，其中順德聯
誼總會梁銶琚中學李承恩及英皇佐治五
世學校 Rahul Arya 在物理組各贏得金

牌，李承恩並因得分最高而獲物理組的
第一名。
兩名喇沙書院學生黃子峯及陳澤賦則在

化學組各贏得銀牌。至於數學組比賽，拔
萃男書院梁睿及中華傳道會安柱中學李信
明分別獲得銀牌。
同為培正中學學生的黃梓駿及黃亦駿則

在資訊科技組比賽分別取得銀牌。港隊在
熱身賽中獲得第三名。

為了在家庭層面建立創科氛圍，團結
香港基金與香港城市大學CityU Apps
Lab 將於今年創科博覽親子日合辦
「Hour of Code」編程工作坊，讓父母
和子女有機會一起學習編寫程式，提升
市民的科技知識。大會日前於中華基督
教會協和小學舉行了一次預演，近30
個家庭參加，各人學習了基礎的編寫程
式技巧，然後立即應用至操作無人機和
交通燈。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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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這幾天，我的face-
book被刷屏了。事情的起
因是一位中大女生出於義
憤，把民主牆宣傳「港
獨」的海報揭下，卻被中

大學生會成員圍攻指責，事情的經過被拍
成短片放上網。事後，這位女生接受了某
網站記者訪問，他們的對話錄音視頻，不
斷在我的臉書裡出現。在這些信息中，出
現了一些內地常用的詞語，但這些詞語對
於香港人來說，可能比較陌生，我們今天
就來講解一下。
在這個中大女生接受某網站記者訪問
時，當記者問，為什麼恰好被拍到時，這
個女生回答：「……他是蹲點兒的那
種。」
「蹲點兒」這個詞如果只從字面上看，
可能只是理解為拍攝者蹲在那裡。詞典的

解釋是「到某個基層單位，參加實際工
作，進行調查研究。」比如：「他在西環
蹲過點兒，對那裡的情況很熟悉。」但是
現在常用的意思是「守在某個地方或者等
待某事的發生。」比如：「粉絲們在那裡
蹲點守候，等候自己的偶像出來。」
當記者向這位女生表示，網上有很多人

支持她，「甚至不少人說你英語很棒，為
你圈粉。」
「圈粉」就是通過各種方式來擴大自己

在社交網路上的粉絲群。比如：「這個男
明星真帥，已經被他圈粉了。」順帶一
提，如果成為某位明星的粉絲，大家也會
說「圈飯」，比如：「電視台一直在為這
個新人圈飯。」意思就是說電視台為這個
新人拉粉絲。
當這些短片在facebook上傳來傳去，其

間免不了會有很多朋友留言，有的支持，

有的反對，大家的政見不同，所以很快就
有朋友被拉黑了。
「拉黑」在這裡的意思就是把手機等通

信工具或微信、QQ等通信軟件中的聯繫
人列入黑名單加以屏蔽，比如：「她被好
友拉黑，還渾然不覺。」這個詞語，就算
聯繫了上文下理，也可能會讓人丈二和
尚—摸不着頭腦。
同學們，今天學的詞語，你們會用了
嗎？那你們有沒有在偶像的家附近蹲點兒
守候，為他圈粉，而被朋友拉黑呢？

■吳良媛
簡介：香港普通話研習社創辦於1976

年，是香港地區首個專注推廣普通話的民
間團體，並致力提供各類型的普通話課
程。
網站：www.mandarin.edu.hk
電郵：pth@mandarin.edu.hk

蹲點兒守候 圈粉被拉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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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幼教今學年實施免費幼教今學年實施，，受惠受惠
家庭比預期多家庭比預期多。。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代表隊展示獎牌及獎盃香港代表隊展示獎牌及獎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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