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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半幼園加價 最高貴四倍
全日制資助不再免費 有私立幼園獲批後學費破20萬

現時，不少潮語都是衍生
自網絡遊戲世界，相信主要
原因跟年輕人的生活離不開
線上遊戲有關。什麼GG
（ =Good Game， 完 蛋

了）、FF（=Final Fantasy，終極幻想）、
雷（「累」的近似音，拖累的意思）等潮語
實在令人摸不着頭腦，對網絡遊戲一竅不通
或較少接觸年輕一代的人很難做到「觀其字
而知其意」，根本無法從字面推敲得到其意
思。
然而，每個年代都有屬於它的流行用語。

潮語既能反映一個人對流行文化的認知程
度，亦赤裸裸地展現了世代間的鴻溝，是不
同年代人士的集體回憶。
筆者大學主修英文時，曾修讀過一門叫社

會語言學的課程，專門探討語言的運用和語
言在社會層面具有的影響力。課堂上，教授
曾經與我們討論過香港土產的潮語，譬如
MK 仔、港女、偽 ABC（American-born
Chinese，即在美國出生或成長的華僑）
等，研究這些標籤出現的原因，以及被標籤
的族群之特質和習性。原來研究流行用語可
以讓我們穿越古今，更了解到不同年代人士

的成長背景、生活文化和社會風俗，是一門
頗有趣的學問。

「佛系」流行要反思
來到今天，要數新興至潮用語，我相信

「佛系」亦是很多人的選擇。「佛系」這個
標籤充斥整個社交平台、各式各樣的宣傳廣
告，甚至連主流媒體都爭相引用。「佛系」
由最初只用作形容人的「佛系男子」、「佛
系青年」，到後來出現的「佛系生活」、
「佛系戀愛」等，應用層面廣泛得令人覺得
這個詞語已經達至被濫用的程度。
翻查網上資料，原來「佛系」這個網絡流

行語早於2014年已出現在日本雜誌，並非
這一年半載的產物，然而這個詞語卻忽然於

華人圈爆紅。根據網上潮語字典的解說，
「佛系」是用於泛指一班相信「緣分到了，
自然會有結果」的族群，他們既不爭名逐
利，亦不修邊幅，凡事都抱着「等運到」的
心態，久而久之演變成一種生活態度或處事
模式。
筆者認為，「佛系」之所以引起如此共

鳴，當中反映了部分年輕一代對生活的價值
觀，他們但願與世無爭，一切隨遇而安；從
消極的一面看，高樓價及上流機會不足，容
易令他們產生無力感。於社會而言，如果很
多年輕人不願力爭上游，凡事無動於衷，絕
非一件好事，各界應就此多加反思，如何可
以激發他們的正面態度及積極性。
Glossary:

1. 潮語 trendy words
2. 代溝 generation gap
3. 集體回憶 collective memories
4. 社會語言學 sociolinguistics
5. 港女Kong girls
6. 社交平台 social media platforms
7. 佛系 effortl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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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城市
大學電機工程學系將陸續與72家公
私營業界相關機構成立聯合實驗
室，共同推動創新科技發展及人才
培訓。
昨日該校舉行首階段聯合實驗室
的開幕典禮，並與機電工程署、生
產力促進局、香港應用科技研究
院、香港電子業商會，及汽車科技
研發中心5家機構簽署合作備忘錄，
合作項目包括「5G及直流電智慧大
廈」，達到提高能源效益和節約能
源的目標。

盼節省一成耗電量
「5G及直流電智慧大廈」項目由

城大和機電署及應科院共同進行，
透過研究在大廈內鋪設5G網絡及直
流電設備，從而推動5G技術發展及
直流電的應用。
現時家用電源一般以交流電為

主，而包括電視、電腦等器材卻是
以直流電操作，使用時要外加變
壓器，或引致電能消耗影響效
能。
此項目將研究發展家用直流電設

備的可行性及相關技術要求，期望
能提升能源效益，估算可節省一成
耗電量，甚至配合生產直流電的太
陽能設備，促進綠色能源科技發
展。
有關聯合實驗室計劃為期3年，將

每季加入新合作夥伴，促進學者、
工業家及政府緊密交流合作，並透
過合作夥伴的研發和業界網絡，幫

助科研項目申請撥款和籌集資金，
另外亦會為學生提供更多實習機
會，助業界人才發掘潛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教育
局提醒，有意為子女申請在2020年9
月入讀官立或資助小一「自行分配
學位」的家長，須由下星期一（9月
23日）開始，向欲申請學校直接遞

交申請表。
教育局發言人指，自行分配學位

是根據既定程序及準則分配學位，
家長毋須為子女製作資料冊，家長
亦只能為每名子女遞交一份申請

表，否則其申請將會作廢。此外，
已接受直接資助小學小一學位的學
童，亦將不能獲派官津學位。
發言人又提醒，家長填表時必須

填寫真確的居住地址，倘若被發現

以虛假住址以獲取學位，其子女的
小一入學申請將會作廢，獲派學位
亦會被取消。市民如懷疑有家長虛
報住址，可致電學位分配組的熱線
電話2832 7700向教育局舉報。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胡永愛
深圳報道）2019
年「一丹獎」得
主昨日在香港揭
曉，今年兩位獲
獎者均致力於解
決全球當今最迫
切的問題之一
「早期教育」。其中英國劍橋大學教授烏莎．戈斯瓦
米（Usha GOSWAMI）獲得一丹教育研究獎，孟加
拉非政府組織「跨社區資源建設（BRAC）」創辦人
法茲勒．哈桑．阿貝德（Fazle Hasan ABED KC-
MG）獲得一丹教育發展獎，他們將獲得純金獎牌及
3,000萬港元，作為獎金獎勵及支持其教育項目的資
金。
戈斯瓦米是研究神經科學、讀寫行為與教育的世界

級學者，她通過認知科學研究，讓教育工作者了解大
腦的功能機制，並據此制訂不同教學策略，幫助有讀
寫障礙、學習障礙的兒童更好地學習語言。
至於法茲勒於1972年創立BRAC，通過「遊戲實驗

室」等模式，給貧困地區兒童帶來高質量與低成本的
早期教育機會，幫助貧困人群實現自身潛力與價值。
40多年間，BRAC每年為全球超過1億人提供幫助，
成為全球最有效的非政府組織之一。
創辦於2016年的「一丹獎」是全球最大的教育單

項獎，今年評選的提名項目遍及全球五大洲129個國
家和地區，選出教育研究獎及教育發展獎得主，頒獎
典禮將於12月在香港舉行。
「一丹獎」創辦人、騰訊主要創始人陳一丹認為，未

來教育會循着科技的進步和社會形態的變化不斷調整，
「希望每個國家和地區的人們都能從最好的研究和教育
發展工作的成果中受益，通過教育提升人類福祉。」

潮語通古今 詞映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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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一「自行分配學位」下周接受申請

城大夥5企推「5G直流電智廈」

教育局截至本月10日已完成審批約
730所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前稱

「免費優質幼稚園教育計劃」）的幼稚
園學費申請，該批學校今學年每名學生
可獲約3.5萬元至5.6萬元的單位資助
額。在504所提供半日制課程的幼稚園
中，9所獲准加費，另兩所減學費，其
餘493所不變，審批後有約九成半日制
幼稚園繼續免費。
至於全日或長全日制幼稚園，595所
完成審批的學校中，45%即269所獲准
加費，另1所減費，325所學費不變。教
育局發言人指，今學年全日及長全日制
幼稚園每期學費中位數約為820元，亦
比去年增加約30元。

去年免費 今年過千
香港文匯報翻查多個名校地區幼稚園
情況，以全日班計，多所學校學費明顯
增加。例如去年仍然免費的路德會包美
達幼兒園，今年卻開始要交1,200元學
費；亦有部分學費升幅較高，大埔循道
衛理幼稚園原本全年學費只396元，今
年卻增四倍至1,991元；九龍城浸信會
幼稚園學費由去年 4,620 元加至今年
7,230元，增幅達56%；救世軍樂民幼兒
學校、德寶中英文幼稚園（黃埔花
園）、基督教香港崇真會安基幼兒學
校、聖雅各福群會麥潔蓮幼稚園等，亦
各自有兩成學費加幅。
去年「收盡」半日班學費上限的迦南

幼稚園（窩打老道），今年成為少數減

費的學校，由去年10,100元減至今年
9,800元。
至於不參加計劃的私立或國際幼稚

園，教育局完成257所的學費審批，當
中157所獲准加費，100所維持不變。

耀中刷新「天價」高位
該批幼稚園學費水平一般較貴，加費

後繼續刷新「天價」高位，其中耀中國
際學校的全日班，學費增加逾1.6萬元
至約20.8萬元；啟歷學校（觀塘及南
區）加學費後為17.2萬元；銅鑼灣維多
利亞國際幼稚園的全日高班，加費後約
為16.4萬元。
膳食費方面，有非計劃幼稚園收取近

1.2萬元費用，參加計劃的幼稚園膳食費
略低，但亦有部分收費逾8,000元。
對於幼稚園學費調整，教育局發言人

強調有嚴謹機制審視申請，局方主要考
慮幼稚園整體財政和實際營運狀況，主
要項目包括薪酬調整、改善師生比例，
以及改善學校設施等。發言人解釋，由
於幼稚園運作模式多元，營運成本和開
支各有不同，教育局在審核過程中會按
需要要求個別幼稚園遞交補充資料，以
評估其建議的收支預算是否合理，確保
家長能受惠於計劃，公帑用得其所。
此外，教育局亦已開始對新的幼稚

園教育政策進行檢討，當中包括檢視
幼稚園的營運需要及相關安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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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在幼稚園資助計劃
下，逾四成半全日制加費，個別原學費較低學校更加價達四
倍，香港東區家長教師會聯會主席趙明直言令人吃驚，認為
「突然加幅如此大，部分家長或會吃不消」。他表示，明白
部分幼稚園確是有營運需要，要透過加價換生存空間，但期
望校方能多向家長解釋，清楚加價理據和緣由，才會更易接
受。
趙明又表示，政府當初以「免費幼教」名義推行幼稚園資

助，惟至今實際情況仍跟「免費」存在一段距離，尤其是全日
及長全日班。
他坦言香港很多雙職家長都有此需要，而這方面到頭來還是

要家長支付相當一部分的學費，「計劃如今都已推行3年，也
許政府是有需要再多諮詢家長需要，改善政策。」
至於有關膳食費問題，趙明指對家長而言，學費只是其中一

種支出，之後還有林林總總的雜費出現，「最擔心是即使學費
可以免費，但陸續浮現各類不同名目，甚至是毋須監管的收
費，分分鐘『妹仔大過主人婆』。」
他認為，包括選定膳食商和校服商等政策，學校都應增加

透明度，包括考慮引入招標競爭，教育局亦宜全面鼓勵幼稚
園成立家長教師會，有助家長有更正式渠道了解相關收費決
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香港經濟面對下行趨勢，不過幼稚

園家長的相關開支負擔仍愈見沉重。教育局近日完成幼稚園學費調

整審批，整體來說，約九成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的半日制幼稚園仍

可維持免費，不過同時，近600所全日制幼稚園中，四成半會加

價，個別加幅更達四倍，亦有原本免費的全日制校今年開始要收

費。另外，也有私立幼稚園獲批加價後學費突破20萬元「天價」，

膳食費較高者一年也要收8,000元至近1.2萬元，為相關家庭帶來經

濟壓力。

家長恐吃不消
盼校詳釋理據

資料來源：幼稚園概覽、教育局批核各校《收費證明書》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姜嘉軒

幼園新收費

部分加幅較高幼稚園（有參加幼稚園資助計劃）

幼稚園（全日班）

大埔循道衛理幼稚園

九龍城浸信會幼稚園

救世軍樂民幼兒學校

德寶中英文幼稚園（黃埔花園）
（本地課程）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安基幼兒學校

去年學費

$396

$4,620

$16,980

$10,260

$14,520

今年學費

$1,991

$7,230

$21,168

$12,720

$17,460

加幅

403%

56.4%

24.7%

23.9%

20.2%

部分學費較高幼稚園（沒有參加幼稚園資助計劃）

幼稚園

耀中國際學校（全日高班）

啟歷學校（觀塘及南區）

銅鑼灣維多利亞國際幼稚園（全日高班）

WOODLAND PRE-SCHOOL
(HAPPY VALLEY)（全日）

寶山幼兒園（半日）

學費

$208,318

$172,600

$163,840

$142,800

$116,640

部分膳食費較高幼稚園

幼稚園

維多利亞（何文田）國際幼兒園

玫瑰崗幼稚園

太陽島英文幼稚園

啟思幼稚園

膳食費

$11,700

$9,620

$8,364

$8,200

■烏莎·戈斯瓦
米

■■法茲勒·哈桑·
阿貝德

■■269269所完成審批全日或長全日制幼稚園獲准加所完成審批全日或長全日制幼稚園獲准加
費費。。圖為幼稚園上課情況圖為幼稚園上課情況。。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主辦方供圖

■城大與5個合作機構昨日舉行聯合實驗室開幕禮，首階段將研究「5G及
直流電智慧大廈」等項目。 城大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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