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費續見天價 最想知貴喺邊
漢基24.6萬全港最高 家長：增透明度有助選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詹漢基）新學年學費繼續加加加。教育局

近日公佈，多達173所直資、私立及國際學校獲批在新學年加學費，平均加

幅逾5%，明顯高於通脹，個別學校加幅更達兩成，令家長負擔百上加斤。

另多所國際／私立學校繼續刷新「天價」學費，加費後最高達24.6萬元！

有家長代表坦言，報讀相關學校一般對高價學費有心理準備，但認為校方

與教育局均宜加強透明度，讓大眾了解學費如何「貴得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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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幅較高直資及私立學校
直資學校（除註明外其餘以中一級計）

學校 17/18年學費 18/19年學費 加費金額 加幅
基督教中國佈道會
聖道迦南書院（中六） 15,700 20,700 5,000 31.8%

羅定邦中學 16,210 19,500 3,290 20.3%

將軍澳香島中學 5,180 6,210 1,030 19.9%

天水圍香島中學 4,530 5,430 900 19.9%

滙基書院（東九龍）（中六） 23,000 26,000 3,000 13%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真道書院 29,430 32,300 2,870 9.8%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
真道書院（小一） 26,040 28,600 2,560 9.8%

港青基信書院 39,500 42,000 2,500 6.3%

私立學校（小一級計）

激活英文小學 83,600 92,620 9,020 10.8%

聖保祿學校（小學部） 50,000 55,000 5,000 10%

香港培道小學 36,200 39,800 3,600 9.9%

晉德學校 112,000 122,650 10,650 9.5%

弘志學校 93,720 101,860 8,140 8.7%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啟信學校 47,000 51,000 4,000 8.5%

資料來源：教育局學費資料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姜嘉軒

部分「天價」加費情況
學校（年級） 17/18年學費 18/19年學費 加費金額 加幅
漢基國際學校（Y13） 231,300 246,000 14,700 6.4%

弘立書院（GRADE12） 224,070 238,630 14,560 6.5%

香港學堂國際學校（Y12） 214,600 223,000 8,400 3.9%

啟歷學校（九龍灣校舍）（Y13） 201,200 210,250 9,050 4.5%

加拿大國際學校（Y11、Y12） 187,100 198,800 11,700 6.3%

資料來源：教育局學費資料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姜嘉軒

每年考試局都會將不同等級
的 《考生表現示例》（exem-
plars）放上網，讓學生們更清

楚了解不同等級學生的表現。趁着學期初同學們還有較
多時間，我建議大家應仔細參考那些真實個案，並和自
己所作的文章作比對，從而得知自己應屬哪個等級，亦
為自己定立一個努力的目標，盡可能在文憑試考試來臨
前提升自己的英語proficiency。今天我想與同學分享一
下，我從2017年卷二(Paper 2 Writing) 《考生表現示
例》所看到的東西。
從那些exemplars中，不難看到若果考生在文憑試中要

取得level 5的等級，同學們除了要做到文章題目的要求
外，亦應表現出一定程度的creativity (創作力)，這創作
力包括展現在同學們運用英語時所表現的creativity，或
者在文章內容上的創意。
若同學的文章能展示出創意，並且內容不偏離合理性

或邏輯性（logicality），則理應會取得較高分數。畢竟
除了創意外，同學更應着重合理性。卷二雖然要求同學
作文，但這並不表示同學可以脫離現實，天馬行空。
例如，如果題目要求同學們去探討一下學校應否多增

撥資源去為中小學生提供心理輔導服務，若同學們支持
有關觀點，為了說服校方，同學們可能會引用一些數據
（statistics）；要留意的是，同學們不應太過誇大數據，
例如稱「校內有90%的同學曾經想過自殺」。因為太過
誇張的數據會減低文章的可信性，影響分數。
在內容上，另一個同學時常犯的錯誤就是浪費太多的時

間在小事（minor details）上，而忽略了應回答的重點。

詞彙簡潔更自然
另外，取得較高分數的同學除了要懂得運用正確的文

法，恰當的詞彙外，詞彙的配合（collocation）亦十分重要。簡
單來說，要取得高分數，並不是一定需要運用很複雜的詞彙，因
為這可能會令閱卷員覺得文章生硬（artificial），甚至是過分矯
飾及造作（pretentious）。在考試中，同學們應考慮寫作背景
（context），選擇恰當的詞彙，才能取得滿意的分數。以下是一
些常見的pretentious / inflated（誇大）words:

Inflated words Simple words
facilitate help
manifold many
delineate describe
utilize use

以上只是小部分我從閱讀《考生表現示例》所獲得的訊息。同
學們不妨花些時間仔細參考那些真實個案，因為知己知彼，才能
百戰百勝。
Exercise. Please replace the inflated words with clear, sim-

ple words.
Utilization of electronic devices is proscribed in examinations.
Revised: Use of electronic devices is banned in examinations.

■Dr. A. Chan
哲學博士，哲學碩士，英語講師。熟悉公開考試之出題模式與

評分準則，任教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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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詹漢基）位
於摩星嶺、俗稱「白屋」的前域多利
道扣押中心，活化後成為芝加哥大學
布思商學院的新亞洲校舍，校方將之
命名為「香港賽馬會芝加哥大學教育
綜合大樓．芝加哥大學袁天凡、慧敏
校園」。
芝加哥大學於2014年將布思商學
院的亞洲校舍，由新加坡遷至香港數
碼港的臨時校舍。「白屋」歷時兩年
的工程後，位於摩星嶺的新校舍已局
部啟用，並將於今年11月正式全面
開放。校內的文物庭院及展示中心更

會於年底開放予公眾參觀。
芝加哥大學將繼續於香港舉辦亞洲

行政人員工商管理碩士課程（EM-
BA）、行政人員課程以及香港賽馬
會社會創新計劃。布思商學院行政人
員工商管理碩士課程（歐洲及亞洲）
副院長Richard Johnson表示，香港
分校現有132名學生，約四分之一為
本地學生。
其中EMBA課程每學年招生約80

人，全期21個月，學費為130萬港元。
新校園坐落的摩星嶺遺址原為銀禧

炮台一部分，在二戰時期為港島西邊

進行防禦工作。二戰後，該遺址曾先
後被用作難民臨時收容所及英國皇家
警察轄下的域多利道扣押中心，具有
很高的歷史價值。翻新後，歷史遺址
標誌性的「白牆」均被保留。

留白牆標誌 遙望見砲台
分校學術顧問委員會主席利嘉儀表

示，連同重建、保育等工程，建築成
本約5.85億港元。新校舍依山而建，
從上方俯視建築成波浪形，臨海的房
間多採用落地玻璃，可以遠眺南丫島
附近海域。校舍佔地5.3萬平方呎，

其中4.4萬平方呎為新建部分，包括
圖書館、演講廳、小組研討室等，室
外海濱觀景台則能俯瞰原址砲台及彈
藥庫。校園內有一棵高大的鳳凰木臨
海而立，利嘉儀笑言這與芝加哥大學
校徽上的鳳凰互相呼應。
校園採用開放式設計，除了鳳凰
木、砲台、彈藥庫等，鳳凰木旁的
登山徑亦會每天開放。
此外，校內的香港賽馬會芝加哥

大學文物庭院及展示中心於今年12
月起，一周開放6天，屆時市民可
以參與免費導賞團。

「白屋」活化校舍 讀書兼學港史

教育局發言人指，截至本年8月31日共收
到179所學校申請調整2018/19學年學

費，包括45所直資、66所私立，及68所國
際與英基屬下學校，其中3所私校及3所國際
校加費被拒，其餘173所加費申請已獲局方
批核，較上年度147所學校加費更多。如以
學校分類計，直資、私立及國際校獲批平均
加幅分別為5.94%、5.71%及4.67%。
直資校方面，絕大部分加費均少於6%，惟
有個別學校加幅較高（見表）。香港文匯報
翻查相關資料，其中基督教中國佈道會聖道
迦南書院中六級學費由1.57萬元加至2.07萬
元，賬面加幅超過三成，但那是因同一批學
生由中五升級至中六所致，涉事學生所繳學
費與上學年一樣。
另外，羅定邦中學、將軍澳香島中學及天
水圍香島中學，今年學費加幅亦約兩成。

校長：學費用於增班師比
兩所香島中學均屬於學費基數較低的「平
民直資」，加價約1,000元後全年學費亦只為

5,000元至6,000元。天水圍香島中學校長吳
容輝解釋，增加學費會用作提高班師比、推
動STEM教育，並會撥備學費收入30%為有
需要學生提供經濟援助，較當局規定的10%
高。將軍澳香島中學校長鄧飛則指，該校自
創校以來學費一直未有調整，是次加費主要
為學生提供更適切的教育，例如為針對有意
到歐美地區升學的初中生安排強化英語的參
觀與交流活動，大部分家長並不反對加價。
另一方面，部分收費高昂的「天價」私立

及國際校，學費高處未算高，繼續加價刷新
紀錄。其中漢基國際學校13班的24.6萬元學
費為全港最高，較去年「微升」6.4%（1.47
萬元）；弘立書院12班的23.8萬元學費次
之，加費6.5%（1.45萬元）。
香港學堂國際學校12班及啟歷學校（九龍
灣校舍）13班，加費後亦分別收取約22.3萬
元及21萬元，加幅約4%。

首公佈不准加價校數目抵讚
現時全港有72所直資校，今年有45所加費

比率62.5%，而私立及國際校的加學費比率更
高達八九成。
南區家長教師會聯會主席劉頴欣認為，大部

分家長在選擇上述學校前，已對其學費有心理
準備，「應該都預計負擔得到先至去揀。」對
於教育局歷年首次公佈不獲批准加價學校數
目，劉頴欣認為資料有助家長了解狀況，期望
未來可更進一步公佈詳情，「例如解釋不獲批
的原因，會否是課程問題、以至是否有濫收費用
情況發生」，讓家長在選擇學校時可作參考。
教育局強調，局方根據既定程序審批直

資、私立及國際校調整學費申請，包括仔細
審視其財政狀況及加費理據，並要求學校諮
詢家長、解釋加費理由並妥善回應關注。
針對直資校，局方並已規定須把不少於學

費總收入10%撥備用作學費減免和獎助學
金，確保學生學習不會因家庭經濟影響。

教育局去年公佈有關
直資、私立和國際學校
學費申請加費數據時，

有社會意見批評局方審批制度欠缺嚴謹透
明，部分學校加費申請輕易獲批，對家長構
成沉重經濟壓力。申訴專員公署遂向教育局
展開主動調查，範圍包括教育局審批加學費
的準則和程序，及監管學校收取學費的制

度。公署會探究教育局現時的審批機制和行
政程序是否存在不足，從而提出改善建議。
申訴專員公署本年6月底宣佈展開調查，

邀請公眾就教育局審批學校調整學費申請的
機制提供資料或意見。申訴專員劉燕卿當時
指出，家長有賴教育局詳細審視學校的財政
預算和調高學費的理據，教育局須確保加幅
合理，及保障學生和家長的利益。若學校可

不合理地隨意連年調高學費，會對家長造成
沉重經濟壓力，故公署十分關注教育局審批
學校調整學費申請的機制是否足夠嚴謹，及
程序是否恰當。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回應會全力配合申訴專

員調查，又指局方有不時就審批學費制度檢
討，如專員有建議亦會積極考慮。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姜嘉軒

學校加費欠透明 申訴專員主動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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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基國際學校學費較去年「微升」6.4%
（1.47萬元）。 資料圖片

■■新校舍已局部啟用新校舍已局部啟用。。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攝

■■海濱觀景台能俯瞰原址砲台及彈藥庫海濱觀景台能俯瞰原址砲台及彈藥庫。。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攝

■■校方保留大部分標誌性的校方保留大部分標誌性的「「白牆白牆」。」。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攝

■■校內臨海的房間多採用落地玻校內臨海的房間多採用落地玻
璃璃，，可以遠眺南丫島附近海域可以遠眺南丫島附近海域。。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攝

本疊內容：文匯教育 文匯副刊 娛樂新聞 體育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