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幼園雜費增 文具過千元
新設文具寢具費 最貴全年總雜費逾7000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柴婧）香港幼稚園相關教育收費昂貴，備受社

會關注。教育局昨日發佈2018/19學年的《幼稚園概覽》網上版，學校

代辦雜費部分除列出恒常的各幼稚園校服、茶點、課本及練習簿費用

外，還新增了文具和全日制學生寢具費兩項資料。有幼稚園全年總雜費

額高逾7,000元，亦有個別幼稚園單是文具一項已收費1,630元，對家

長來說負擔相當大。

雜費較高幼稚園
幼稚園 學校代辦雜費(元)

樂善堂梁泳釗幼稚園 7,090至7,240

地利亞英文小學暨幼稚園 5,326至5,894

激活幼稚園 5,572至5,710

佛教金麗幼稚園 4,835至5,279

香海正覺蓮社

佛教林黃明慧幼稚園 4,952

卓基英文學校暨幼稚園 4,779

宣道會陳李詠貞紀念幼稚園 4,093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

張煊昌幼稚園 3,928至4,020

路德會長青幼兒園 3,690

宣道會上書房中英文幼稚園 3,622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志道堂

基博幼稚園（將軍澳） 3,558至3,565

資料來源：幼稚園概覽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柴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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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學生到加拿大讀
中學課程由來已久，相
對於香港學制來說，加

拿大除了升學壓力稍低外，還有不少吸引之
處。
首先，加拿大除了私立中學外，公立中學
亦會接受海外生前往升學。相對於美國或英國
海外生只可申請私立學校，當地提供更靈活及
更多類型的學校選擇。事實上，不少香港家長
希望子女能與加拿大學生一起學習，公立學校
更能滿足這方面需求。
在升學費用方面，加拿大相對低廉的學費
及生活費支出，着實有很大吸引力。現時在不
同的加拿大省份，學費以及生活費總支出每年
約港幣10多萬元至20萬元左右。以中學課程
為例，每年開支可以低至英、美的一半。
另外，加拿大的私立學校學費雖然比公立

學校稍高，但差距不算太大，故家長可較靈活
的選擇。

大城市易適應 多華僑感親切
加拿大吸引不少港生升學的另一原因，是

因為有親屬在當地，對於中學生家長來說，有
親屬照顧無疑更為放心。事實上，很多港生也
會住在當地親屬家中，能與親人照應之餘，亦
可節省部分生活費支出。

香港人習慣城市生活，求學地也多考慮大
城市。於加拿大，多倫多是人口最多的城市，
擁有世界知名的多倫多大學，而另一熱門城市
溫哥華，不少港人會誤以為是當地第二大城
市，但實際上該處人口比蒙特利爾少，算是加
拿大第三大。
大學方面，溫哥華有UBC，蒙特利爾則擁

有McGill大學，均屬全加拿大最頂級之列。
由於早年港人較多移民到多倫多或溫哥

華，所以至今兩地仍是港生最熱門升學地點，
儘管蒙特利爾學費及生活費相較來說更加相
宜。由此可以看出，親屬聯繫始終是考慮赴加
拿大升學的關鍵。
在學制上，加拿大各省的中學學制均有不

同之處，對於學生於哪一年級赴當地升學也有
影響。大體而言，到溫哥華中學讀書的同學，
應較早出發，最遲中三前後便應該往當地讀
書。而到多倫多升學的同學，在中四前後出國
也可以，中五後才往升學雖然並非最理想時
期，但仍然可行。 黃奕星

學林社海外升學中心總經理
作者簡介：擁有23年經驗，定期探訪各國

學府，十分樂意分享
協助同學到海外升學
的心得，詳情可參見
www.aca-lin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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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學費開支低 加國升學吸港生
英 國 歌 手 Ed
Sheeran 在 介 紹
《Photograph》 這

首歌的時候表示，希望這是一首會改變
他職業生涯的歌。這願景很快便成真
了。
《Photograph》不但先聲奪人地引領
專輯《x》成為英、美兩地大碟榜的冠
軍，也成為Ed Sheeran由街頭賣藝者
（busker） 變成當紅歌手的里程碑
（milestone），全球的歌迷都無一不被
那溫柔的旋律融化。不過要算上這首歌
最引人入勝的地方，是那簡約又讓人心
碎的歌詞：
Loving can hurt (愛會傷人的)
Loving can hurt sometimes (有時愛

會傷得人很深)
But it's the only thing that I know (但

這是我唯一會的事)
主歌短短三句，已經可以感受到Ed

Sheeran對愛那種不願捨棄、卻又無能為
力的情感，畢竟每個曾為愛努力付出過的
人都必然受過傷。
We keep this love in a photograph

(我們把愛收藏在相片裡)
We made these memories for our-

selves (造出屬於我們的回憶)
《Photograph》以照片為主題，兩句
歌詞簡單地表現了失去愛情的他，一直
保留着那記下他回憶的照片。我們不難
想到這兩句歌詞的弦外之音（connota-
tion）— Ed Sheeran想收藏於照片的那
份愛已經不存在了。
Where our eyes are never closing

(相片裡我們都是快樂的)
Hearts are never broken (沒有心碎

的畫面)
And times are forever frozen, still

(時間永遠靜止在那時光)
聽到前置副歌這三句歌詞，讓人鼻子一

酸，腦海浮現出一對小情人的甜蜜合照—
快樂地依偎着、笑着，可惜這一切都已成
過去了。值得一提的是這三句歌詞結構非
常工整，而且"closing"、"broken"和"fro-
zen" 這三個字都是押韻（rhyme）的，不
得不讚嘆這位創作天才的鬼斧神工，在兼
顧歌曲訊息和音樂性的同時，仍不忘玩弄
一下文字，令歌詞聽起來更悅耳、久久讓
人不能釋懷。最後到副歌的部分：
So you can keep me (你可以把我)
inside the pocket of your ripped

jeans(放在你褲袋裡)

Holdin' me closer (緊緊地與我一起)
Til our eyes meet (直至我們見面)
You won't ever be alone (你也不會

感到寂寞)
Wait for me to come home (等待我

的回來吧)
Ed Sheeran希望對方可以一直保存他們

的合照，貼身地放在身上，讓她可以抱着
他、照片裡的那個他。雖然他們分開了，
但他亦有一絲希望（a glimpse of hope）
跟她見面，他可是一個很痴情的男孩，唱
着這首充滿感情的歌曲都讓人心碎了。
筆者藉着這個機會，呼籲各位讀者感受

這首經典（classic）的同時，亦要珍惜眼
前人，免得以後只能看着照片悲傷啊。

Glossary:
Busker 賣藝者
Milestone 里程碑
Rhyme 押韻
Classic 經典
Connotation 弦外之音
A glimpse of hope 一絲希望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
語言通用教育學部

講師 劉家喬
網址：www.hkct.edu.hk/
電郵：dlgs@hkct.edu.hk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詹漢基）為慶祝中華人
民共和國成立69周年，香島教育機構早前舉辦
國慶聯歡聚餐，該機構多名代表、各所香島屬
校教職員及退休教工等300人到場，座無虛
席。
國慶聯歡聚餐於9月28日舉行，除教師獻

唱、抽獎及問答遊戲等環節，現場更頒發「楊
耀忠獎教基金」予6名優秀員工，表揚其對愛

國教育事業的貢獻。
香島教育機構行政總監黃頌良致辭時表示，

中國人民憑着不畏艱辛的精神、頑強的鬥志，
在實現中國夢的路上不斷前進。
面對世界各地的挑戰、體現了國家領導人的

智慧與策略。
他勉勵香島人，只要堅持不懈，定能跨越不

同困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詹漢基）氣候變
化嚴重衝擊現代人類生活，驅使我們活
用智慧及知識，應對環境帶來的挑戰。
其實早在數十萬年前的舊石器時代，人
類的先祖亦曾面對同類困境，並成功激
發潛能，發展出新生活方式和技能，推
動文明進步。浸會大學學者近日成功發
現有力證據，印證50萬年前非洲的長期
乾旱氣候，正正是古代人類由大型粗糙
石器，改用更「先進」的輕巧及多用途
工具的重要原因。有關論文並已獲國際
權威跨學科期刊《美國國家科學院院
刊》刊登。
非洲肯亞一帶被視為現代人類演化的
源頭，浸大地理系教授歐文彬與美國、
加拿大學者合作，實地分析了肯亞馬加
迪湖的湖芯沉積物，首次連續及詳細記
錄了當地過去100萬年的氣候變遷，並建

立了與當時人類祖先技術進步及行為變
化之間的聯繫。

石器變輕巧 遷徙拓領域
團隊發現，從50多萬年前開始馬加迪湖

經歷了數以十萬年計的長期持續乾旱化，
而在乾旱化的早期，亦與肯亞發生大規模
草食型哺乳類動物絕種的時期一致。
當時人類的文明，正由舊石器時代晚

期設計及使用大型粗糙的石器，逐步轉
變為中石器時代使較輕巧及多用途的石
器工具，團隊成功結合乾旱氣候、地理
及生態狀況等多重證據，確認氣候轉變
致令哺乳類動物絕種，迫使古代人類學
習新的生活方式和技能。
歐文彬進一步分析指，氣候乾燥及變
異或導致當時人類社會資源分配不平
均，並促使人類作大規模遷徙，並與其

他組群融合，以獲取生活必需品。
在物競天擇的原則下，惡劣的環境為
當時人類帶來進化壓力，迫使他們改變
生存技術，並促進新技術的發展。

他認為，現代的氣候變化同樣要求人
類改變適應，提醒大家應及早意識，人
類對已嚴重破壞的環境需要迅速調整，
才能如祖先般克服有關威脅。

本學年進入「免費幼教」計劃第二年，
教育局最新公佈「幼稚園及幼稚園暨

幼兒中心概覽2018/19學年」網上版，涵
蓋全港約1,030間幼稚園資料（包括約750
所參加「免費幼教」學校的名單）。在收
費方面，概覽除列出早前已公佈的本學年
核准學費外，還有報名費與註冊費，以及
2017/18學年學校代辦雜費等，當中新增
文具與寢具費兩個項目。

茶點每年盛惠2500元
香港文匯報翻查多所幼稚園資料，發現部
分學校雜費金額較高，其中樂善堂梁泳釗幼
稚園雜費總額達7,090元至7,240元，包括書
本每年2,800元，茶點每年收費2,500元，練
習簿／作業500元至600元，夏季校服500
元，冬季校服700元至750元；地利亞英文
小學暨幼稚園雜費總額為5,326元至5,894
元，包括1,574元至1,882元課本費，1,050

元至1,260元練習簿／作業費。
位於天水圍的激活幼稚園，雜費總額亦

需要5,572元至5,710元，包括1,595元至
1,630元的文具費，茶點則每年索價1,870
元。

想查「沒有資料」家長難參考
根據最新概覽，多所往年雜費較高的幼

稚園，今年雜費項目只寫上「沒有直接代
辦」或「沒有資料」，家長難以參考；不
過，亦有學校只收取數百元的雜費。
報名費及註冊費方面，部分不參加「免

費幼教」的學校索價較高，如法國國際學
校全日班的註冊費為25,000元、加拿大國
際學校半日班收取20,000元，而香港學堂
國際學校則收取2,800元報名費。

東區家教聯籲增透明度
東區家長教師會聯會主席趙明認為，本

港實施「免費幼教」後，不少家長學費開
支確大減，但現在高價雜費又「浮出
來」，令減輕家長經濟負擔的政策原意變
質。
他強調，幼稚園方面亦應增加雜費透明

度，詳細列明，「這次新增的文具資料，
裡面究竟包含了哪些文具？為什麼個別學
校的文具收費會這麼多？這項費用是否之
前包含在雜項內？是否會給學校提供另一
個新收費項目？」而教育當局亦應對幼稚

園雜費方面作監管，以防出現濫收情況。
今年概覽於課程資料及學校特色部分，

增設「對非華語學童的支援」及「對有特
殊需要的學童的支援」欄目，供有需要的
家長選校時參考。
另外，概覽同時登載各幼稚園的校長及

教師人數和有關學歷、學生人數、師生比
例、入學申請資料等，而所有參加「免費
幼稚園」的幼稚園亦須公開主要開支範圍
的支出比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詹漢基）教
育局昨日宣佈，明年起的香港卓越獎
學金計劃（俗稱尖子獎學金）將會
「加碼」，上限由每年25萬元提高至
30萬元。有意於2019/2020學年入讀
香港境外世界知名大學學士學位或研
究院課程的合資格香港學生，可於即
日至今年12月31日，通過獎學金計劃
網站遞交申請。
尖子獎學金學費部分毋須通過入息

資產審查，如學生需要額外支援，則
可獲發放經入息資產審查、上限為20
萬元的助學金，以支付其生活及其他
學習上的開支。
如得獎者同時獲本港及海外其他助

學計劃資助同一海外升學計劃，獎學
金計劃下的資助金額會相應下調。
教育局發言人表示：「獎學金計劃

以香港最優秀的學生為對象，擇優而
取，目的是培養具備環球視野、國際
網絡，以及一流教育水平的年輕優秀
人才，他們學成回港後，將有助長遠
增強本港的人力資本和競爭力。」
甄選準則包括申請人的學業成績、

領導才能和潛質、對社會的貢獻和承
擔等特質。獎學金得主必須修畢指定
課程，並承諾畢業後回港工作最少兩
年，或相當於獲獎學金資助的年期，
兩者以較長者為準。
此外，得獎者亦會獲特區政府及社

會不同界別的支援及指導。
入圍並獲海外大學報讀課程錄取的

申請人會獲邀參加明年4月開始舉行
的面試。詳情請參閱獎學金計劃網
站：hkses.edb.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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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大證50萬年前乾旱谷古人進步

香島教育機構聯歡賀國慶

■■香島教育機構舉辦聯歡餐香島教育機構舉辦聯歡餐
會會，，同賀國慶同賀國慶。。 大會供圖大會供圖

■■歐文彬是首
位利用多重證
據建立肯亞過
去100萬年氣
候變遷的連續
及詳細記錄。

浸大供圖

■■新學年的新學年的《《幼稚園概覽幼稚園概覽》》網上版網上版，，雜費部分新增了雜費部分新增了
文具和全日制學生寢具費兩項收費文具和全日制學生寢具費兩項收費。。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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