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逾400幼園加價 最高5.5倍
耀中學費增1.6萬至19.8萬 膳食費多見萬萬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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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發言人表示，截至本月10日
局方已完成審批約740所參加幼

教計劃幼稚園的學費資料，當中512所
有提供半日制班，495所學費不變，12
所獲准加費另5所逆市減費；至於607
所有提供全日／長全日課程的幼稚園
中（部分學校同時提供半日及全日課
程），有294所加費、16所減費、297
所凍費。
局方指，今年參加計劃半日制幼稚
園中，約九成可免收學費，而全日制
每月學費中位數則增加約60元至790
元，升幅8.2%。

有「免費幼教」校盛惠2.62萬
現時亦有210所沒參加幼教計劃的私
立及國際幼稚園，經教育局審批後，
有135所獲准加費、2所減費、75所學
費不變。

香港文匯報查核各區幼稚園資料，
多所私立及國際幼稚園學費繼續刷新
「天價」數字，其中耀中幼稚園（森
麻實道）全日班，學費增加逾1.6萬元
至 19.8 萬元；啟歷學校（觀塘及南
區）兩校學費均為16.4萬元；銅鑼灣
維多利亞國際幼稚園則緊隨其後，學
費16.3萬元。
至於「免費幼教」下的幼稚園，香
港宣教會優質幼兒學校、聖雅各福群
會寶翠園幼稚園、香港小童群益會樂
緻幼稚園（灣仔）的全日班，全年學
費分別約2.62萬元；半日制則以迦南
幼稚園（窩打老道）的1.01萬元學費
最高，「收盡」教育局所設上限。
部分去年學費水平偏低、約數百元

至1,000多元不等的全日制幼稚園錄得
倍數計的驚人加幅，最高達5.5倍（見
表），惟學界卻擔心仍未必足以填補

成本。
膳食費方面，多所非「免費幼教」
計劃幼稚園收費1萬至1.3萬元費用，
而參加計劃的幼稚園膳食費略低，但
亦有不少收費8千至1萬元。

東區家教聯盼收費更透明
香港東區家長教師會聯會主席趙明

表示，近年不少幼稚園會調高膳食費
等不同雜費向家長收費，「事實上明
買明賣，家長有需求去讀亦無可厚
非，但希望有關收費可更公開透
明」，包括清楚交代有關費用去向，
讓家長「畀錢都畀得心服」。
對於個別幼稚園學費加幅驚人，趙明

坦言家長角度肯定不想學費過高，但亦
明白學校有其經營需要，所以還是期望
校方可更清楚說明相關加幅的必要，取
得合理平衡。他又提到，近年家長對全
日型需求日增，期望政府能適時檢討資
助額度，回應社會需要。
對於幼稚園調整學費的申請，教育
局強調有嚴謹機制審視，並會考慮幼
稚園整體財政和營運狀況，包括薪
酬、師生比、學校設施維護等因素。
局方指，新的幼教計劃今年踏入第二
年，當局會累積數據，適時檢視幼稚
園的實際需要，務求為家長提供易於
負擔的優質幼稚園教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教育局近日完成幼稚園學費調整

審批，全港約950所幼稚園中，共有400多所今學年加價。在

「免費幼教」計劃下，部分上學年學費較低全年只約數百元的學

校，為填補成本要大幅加費，最高加幅達5.5倍，而個別「天價」

的私立幼稚園加價後學費逼近20萬元，另不少幼稚園均要收取近

萬元膳食費。有家長團體直言不希望學費過高，但亦明白幼稚園

有營運需要，希望加價理據可更公開透明，平衡各方利益。

本學年有個別全日制幼稚
園錄得超過5倍學費加幅，
數字相當驚人。不過，有幼

稚園校長指出，全日制學校的成本較高，有關學
校經加價後的學費也不過3,000多元，未必能做
到收支平衡，期望教育局正視全日制及長全日制
學校的社會需要，積極檢視資助額度，減輕幼稚
園營運負擔。
錄得超過5倍學費加幅、來自葵青區的中華基

督教青年會葵涌幼稚園，學費由去年541元加至
本學年3,498元，加價接近3,000元。
教聯會副主席林翠玲本身亦為同區的荃灣商會

朱昌幼稚園校長，該校本學年新設全日制課程，
學費一年10期共5,610元，本年收生12人。
林翠玲解釋業界情況時指，以本身服務的學

校為例，學校新設全日制課程原意是要紓緩區內
需求，本來計過數一年收約1.1萬元才能達到收
支平衡，「最初都已跟家長提過（定價），大部
分都接受，並已講定將會入讀」，豈料教育局首
次只批出一年3,660元學費，「但始終應承咗家
長開全日班，只能硬着頭皮做」，經上訴後最終
調整為5,610元。
「聽到有學校可以3,000多元做一年，我都想

學吓」，林翠玲指出，全日班的開支遠較半日班
要高，除了一般燈油火蠟外，還包括教師、照顧
人員、清潔人手等開支，加上行政工作增加，負

擔絕對不輕。她更言目前估計都要「蝕住嚟
做」，「相信不少幼稚園都唔係為賺錢，辦全日
制更多是考慮到社會需要，但人哋都要平衡到先
得㗎」，遺憾現時狀況難免令人卻步。

稱局方批出學費偏低
至於元朗區的圓玄幼稚園（天逸邨），本學

年學費勁升近4.3倍。校長許佩芬承認加幅表面
看來有點多，「但其實是局方去年批出學費偏
低，與我們當初預期差距很大，今年則重新因應
開支與通脹，調整了加費幅度。」
被問到加價會否影響家長，「至今為止都無

家長質疑過我們，相信都理解當中考量」，她又
透露即使以目前學費計算，學校其實仍未達至平
衡，只起紓緩作用。
另一方面，本學年亦有少數全日制幼稚園從

收費轉為免費，黃大仙區的慈正邨菩提幼稚園是
其中之一，從去年5,005元轉至免費。校長葉惠
芳指是源於教育局今年資助額有所增加，「計過
都希望盡量畀學生免費讀，相信家長知道都會開
心。」
不過，她強調每年學費多少始終要逐年計

算，不排除未來再行調整，亦理解部分全日制幼
稚園經營困難，考慮到各區對全日制需求頗大，
期望當局可考慮增加資助，鼓勵更多幼稚園開辦
全日制課程。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姜嘉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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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加完都未必回本

部分學費加幅較高幼稚園
幼稚園

(以全日班計)

中華基督教青年
會葵涌幼稚園

仁愛堂顏寶鈴幼
稚園

圓玄幼稚園(天逸
邨)

香港西區婦女福
利會何瑞棠紀念
幼稚園

路德會建生幼稚
園

荃浸石籬幼稚園

聖母潔心會黃大
仙幼稚園

資料來源：教育局批核學費資料、幼稚園概覽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姜嘉軒、詹漢基

2017/18學年
學費(元)

541

1,397

1,009

941

1,480

729

1,474

2018/19學年
學費(元)

3,498

7,975

5,390

4,800

5,200

2,480

4,920

差額

2,957

6,578

4,381

3,859

3,720

1,751

3,446

加幅

約5.5倍

約4.7倍

約4.3倍

約4.1倍

約2.5倍

約2.4倍

約2.3倍

免費幼教計劃下學費及膳食費較高幼稚園
幼稚園（以全日班計）

香港宣教會優質幼兒學校

聖雅各福群會寶翠園幼稚園

香港小童群益會樂緻幼稚園（灣仔）

威廉（睿智）幼稚園（本地課程）

基督教聯合醫務協會幼兒學校

迦南幼稚園（窩打老道）

幼稚園

美樂中英文幼稚園

嶺南幼稚園(小西灣)

卓思英文學校暨幼稚園（青怡分校）

中華基督教會望覺堂賢貞幼稚園

明我幼稚園
（海寧街及西灣河街校址）

坪石英皇幼稚園

*膳食費一般只會於全日制班別收取
資料來源：教育局批核學費資料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姜嘉軒、詹漢基

2018/19學年學費（元）

26,246

26,244

26,052

25,890

24,720

23,790

2018/19學年膳食費*（元）

9,960

9,250

9,000

8,800

8,760

8,568

過去一個星期，大家感受了「山竹」對
生活、環境的影響。十號颶風的高掛，其
風力之強大，令不少市民經歷了樓宇在強

風中搖晃、窗戶抵擋不了風壓破裂、暴雨如瀑布從窗邊滲漏入
屋，同時也目睹颱風過後，滿目瘡痍，街道、公路滿佈樹枝、
雜物的境況。
公共交通工具因此不能正常運作，導致交通癱瘓，縱然學生
們不用上學，對上班一族亦構成不便。
當中的經歷，充滿了學習及啟迪的機會。天文台早幾天已預

報「山竹」的威力及移動路線和速度，使市民有心理準備之
餘，亦學懂防風措施；風暴過後，回公司路上，迫車迫人至透
不過氣來的時候，亦能練習謙讓、包容及忍耐；見證受災嚴重
的地區，如杏花邨、將軍澳，有青少年在社交媒體發起走進社
群協助清理現場，讓屋苑能盡快回復正常，減輕工人們壓力之
餘，更讓屋苑居民能再享安樂窩。
這類自發性的義務工作，除了發揮協作互助精神、也鍛煉了
品格素養，是書本未必能提供的實踐經驗，參與其中的人，賺
了寶貴公民責任的一課。
今次9月份掛十號颶風是非常罕見的現象，香港氣象學會發
言人的分析指出，某個程度上是與海水溫度有關，因為海洋一
直暖化下去，便會出現更強的颱風；亦有可能與天氣形勢的變
化有關，譬如「厄爾尼諾」或「拉尼娜」現象會影響颱風的移
動途徑。今次「山竹」喚醒我們對全球暖化的關注。

近距離感受暖化影響
平日，我們會覺得暖化問題很有距離感，在影片上看見北極
冰雪溶化速度上升，未必有刻不容緩的感受，今次近距離經歷
全球暖化的影響，便知道構成的災害比我們想像中大多了。
如何可坐言起行對保護地球出一分力？可從由香港教育城和煤
氣公司合辦「全港中小學VR遊戲設計比賽」的勝出學生隊伍身
上偷師，他們以對抗氣候變化、轉廢為寶、保護大自然三大主題
設計VR遊戲，讓玩家遊走於虛擬實景世界之餘，在完成遊戲任
務期間也學會如何從日常生活中愛護環境，如在不需要時熄燈、
熄電器，以步行代替坐升降機、惜食、過低碳生活等等。
參賽的學生在過程中，亦被激勵從自身出發，在生活細節
中，實踐環保。家長們也要為孩子做好榜樣，以行動回應地
球、環境、社區、社群的需要，建立健康的明天。

■香港教育城高級發展經理 洪婉玲

「山竹」帶來啟迪
$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詹漢基）城大
電子工程學系講座教授陸貴文近日獲
選為英國皇家工程院院士，以表彰其
推動天線研究的貢獻。這位土生土長
的科學家，學士至博士學位都是在香
港取得，與「海歸」學者相比，他覺
得「土產」學者毫不遜色，更認為港
人不該囿於環境，「身為工程師，必
須有遠見。」哪怕活在香港，也可以
擁有國際性視野。
陸貴文是城大毫米波國家重點實驗

室創始主任，現時致力研究磁電耦極
天線技術，並將其推廣應用於5G通
訊。若5G技術普及，屆時數據的傳遞
速度會更快，甚至比現時快上一百
倍。陸貴文表示，「未來的天線不但
要求更大帶寬，還需有其他特點，例
如多輸入多輸出、相控陣與天線小型
化。」
目前無線電波技術日趨成熟，陸貴

文透露正與本港的醫學專家合作，計
劃將無線電波技術應用在醫療方面，
作檢測及治療之用。未來可以將天線
伸進血管，發出微波或毫米波，將血
管中的血塊軟化並將其拉出，相較於
傳統的方法，減少了使血管受創的機
率，將大大有利於中風病人的治療。

惋惜電子工程少人讀
談到香港越來越少年輕人唸電子工

程，陸貴文感到非常惋惜。他認為，
想在電子工程方面獲得成功不需要天
才，只要有肯「落手落腳」的毅力，
將想法實踐出來，就一定會有收穫。
陸貴文又分享了自己的成長故事，

原來他小時在九龍仔木屋區長大，兜
兜轉轉現在於舊居附近的城大任教，
他笑言「這也是一種緣分吧。」他又
透露，當年高考英文科不及格，「要
是我在今天就唸不了大學了。」他認

為可以在學制方面做些調整，發掘並
吸納一些在數理方面有天賦的學生。
對於國家科技部與特區政府於昨日

簽署《內地與香港關於加強創新科技

合作的安排》，陸貴文認為這可以推
動兩地的技術交流與合作，也能對有
志投身於電子工程界的年輕人起到鼓
舞作用。

城大陸貴文膺英皇家工程院院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北京報
道）清華大學中國經學研究院19日在京
揭牌成立，300多位海內外學者和來賓
參加成立大會。該院為校級科研單位，
也是內地高校首家經學研究院。
為弘揚國學，香港愛國企業家馮燊均

及夫人鮑俊萍捐贈1.5億元人民幣創立
大成國學基金。在基金提供的3,000萬
元人民幣基礎上，清華大學設立經學研
究院、大成獎學金與獎教金。
馮燊均指出，今次清華中國經學研究

院的成立，標誌中國傳統文化教育的

進一步落實，亦為國家民族在學術文化
上返本歸原奠定了堅實基礎。
馮燊均伉儷在成立大會上頒獎予大成

國學人才獎勵基金的得獎者，今次清華
大學人文學院有15位教師、33位學生獲
獎。
中國經學研究院院長彭林表示，清華
大學於內地高校率先成立經學研究院，
不僅是為了更好地弘揚傳統文化，也有
利於更準確地研究歷史、把握歷史，研
究院將全力推動清華大學成為經學研究
的重鎮。

馮燊均夫婦3000萬人幣捐清華經研院

■陸貴文現時致力研究磁電耦極天線技術，並將其推廣應用於5G通訊。
香港文匯報記者詹漢基 攝

■全港共有400多所幼稚園今學年加價。 資料圖片

■馮燊均及夫人鮑俊萍為獲得「大成獎教金」的清華大學教師頒獎。
香港文匯報記者江鑫嫻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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