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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港學校受

疫情影響需長

期停課，教界

早預料部分私

立學校將因退學潮面對經營困難。教育局及社署上月

底宣佈向幼稚園及幼兒中心提供共3億多元的額外津

貼，惜仍難以扭轉殘局。位於屯門的宏廣國際幼稚園

及幼兒園，昨日宣佈指自2月以來退學學生不斷增加，

學前班（N班）退學人數更達八成，只得無奈宣佈於7

月底結業，成為疫情下首間宣佈停辦的學校，估計受

影響學生約300人。不過同時，該校校監正計劃以私人

名義接手辦學，或有機會順利過渡。

N班八成退學 疫魔「首殺」幼園
宏廣稱停課多月累事 無奈宣佈7月結業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姬文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余
韻）新冠肺炎疫情未見平息，
全港學校將不早於4月20日復
課，香港正經歷有史以來最長
的停課。立法會議員陳凱欣最
新進行的家長調查發現，逾六
成半人擔心子女的學習進度受
停課影響，更有七成人傾向同
意縮短暑假彌補失去的學習時
間。同時，逾半人認為疫情控
制情況是考慮復課的優先考慮
因素。陳凱欣建議，政府必須
在學習、防疫方面加強支援，
以協助學校順利復課。
是次調查成功以隨機電話訪
問1,548名有子女受停課影響
的家長，結果發現，66%人直言擔心或非常擔心子女學習進度受停課
影響，有70%成家長同意縮短暑假，以追回落後的教學進度，其中較
多人認為可縮短兩星期至一個月。同時，逾六成受訪者同意，政府需
要為在職及未能長期在家的家長提供支援或補貼。

逾半爸媽指是否復課應先看防控
在復課方面，52%家長認為需要最優先考慮疫情控制情況，其次為
學校防疫措施（21%）及學童口罩供應（15%）。
陳凱欣表示，調查反映家長正因子女長時間停課而面臨兩難，既擔
心子女學業進度受停課影響，又擔心復課會令子女處於感染風險。
她指出，不少學校在停課期間利用網上教學輔助，惟部分基層家庭
缺乏電子器材，家長亦未必有時間或能力指導，認為電子教學只是停
課期間的權宜之計，無法真正取代面授課堂，政府不應低估停課對學
童帶來的負面影響。
至於暑假安排，教育局早前指可由學校校本決定，陳凱欣認為，相
關指引並不清晰，建議局方盡早諮詢學校、教師及專家意見，如有安
排要盡早落實。

文憑試考生變相「自修」
她特別提到，是次調查中中學生家長傾向擔心子女學習進度的比例
最高，多達75%。她估計，這或與學生即將應考文憑試有關，因在停
課期間，學生無法回校學習及進行模擬考試，考生形同自修生，在最
後衝刺階段可謂孤立無援，其他年級的中學生家長，也可能擔心子女
「未學晒課程就要考文憑試」。
在學童健康方面，陳凱欣認為，復課的先決條件是確保學童有足夠
口罩，期望政府資助本地生產線及加強海外採購，提升小童及幼童的
口罩供應量，並提醒校巴或會成為防疫措施的「真空點」，建議政府
考慮為校巴公司及司機提供資助，做好防疫工作。
有份出席調查發佈的鳳溪第一小學校長朱偉林表示，對雙職基層家庭
而言，疫情期間壓力倍增；有部分家長被迫停工留家照顧子女，「手停
口停」增加了經濟壓力；在學業方面，雖然教師花時間準備網上教材，
但網上學習始終不能取代面授課堂，期望政府在各方面適當支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
風）踏入3月本港幼稚園業界迎
來「第一滴血」，有家長代表
指，幼稚園本身礙於程度問題，
較少設有網上學習作為停課替代
品，在完全無堂上的情況下難免
會令家長萌生退學念頭，擔心類
似的結業潮還會陸續有來。有幼
教界人士亦表示，私營幼稚園無
疑是今次疫情下的重災區，籲政
府可考慮與銀行接洽，向有關幼
稚園提供特別免息貸款，協助業
界渡過難關。

公帤助私營機構或惹爭議
家校會主席湯修齊表示，疫情

導致全港學校迎來長達兩個多月
停課，「現時局方說法為不早於
4月20日復課，但學界一般都相
信幼稚園的復課日期可能更

後。」他指非牟利幼稚園會獲政
府續發資助，且一般有大型辦學
團體支撐，捱過疫情的難度相對
較小，私營幼稚園的影響多寡則
難以估計。
「始終幼稚園唔似中小學，並

無太大需要另設網上學習追進
度，如此對家長而言，難免會視
退學為其中一項選擇。」湯修齊
續指，雖然教育局已為每所非參
加幼稚園教育計劃的學校提供8
萬元津貼，惟普遍私營幼稚園每
月學費收入數以十萬元計，在此
角度看來實在不夠。惟從納稅人
角度而言，若再加碼運用公帑資
助私營機構，是否恰當仍有待商
榷。
湯修齊坦言，類似的私營幼稚

園結業消息或有機會陸續有來，
建議家長密切留意情況。考慮到

近年幼稚園適齡學童人口下降，
相信市面有足夠的非牟利幼稚園
學額應付需求，家長如有需要可
留意區內是否有其他適合選擇，
以備不時之需。
本身為幼稚園校長的教聯會

副主席林翠玲表示，疫情下不
論是家長還是幼稚園都是處於
艱難狀況，私營幼稚園更是水
深火熱，若出現大規模結業，
往後更會衍生教師失業潮問
題，影響深遠。
對於以「公帤資助私營機構」

所引起的社會關注，林翠玲表示
理解，並因此建議政府可考慮與
銀行接洽，推出針對私營幼稚園
的特別免息貸款，「如此並不是
無條件資助私營機構，亦可讓它
們有足夠應急資金，渡過目前疫
情難關」。

宏廣昨日發出家長信，指學校在新冠肺炎疫情下，2
月份開始退學人數不斷上升，加上3月份學費減

半，來年租金上調，校方無法在此財政情況下繼續經
營。校董會無奈下作出沉痛決定，宏廣國際幼稚園、宏
廣國際幼兒園將於7月31日後結束營運。
校方表示已請求教育局協助，提供一份區內學額空缺
資料給予各家長，並承諾會竭盡所能推薦學生到其他幼
稚園就讀。另就已繳交來年留位費用的新生家長，可在
3月底前填妥退款表格並寄回學校，校方會在4月底前安
排家長到校領取全數退款。

家長簽名聯署盼「救校」
根據幼稚園概覽資料，宏廣國際幼稚園設上、下午班

及全日班，K1至K3學生人數共計約184人，幼兒園人
數約122人。學費方面，上、下午班學費介乎5.5萬至
6.6萬元不等，全日班學費則介乎8.6萬至9萬元不等；
學前班半日學費約5.4萬元，全日學費約8.4萬元。截至
2018年9月，該校共有34名教職員。

老師「返半工、支半薪」
該校不少家長對宏廣結業感驚訝，昨下午有人到校
簽名表達支持。兒子就讀K2的孫太指，對學校停辦
感徬徨，希望藉簽名聯署「救返間學校」。兒子讀N
班的郭女士亦對學校停辦感突然，形容學校老師有愛
心，兒子也讀得開心，她又指一般幼稚園K1完成收

生，擔心如學校停辦兒子不能原校升級，另找學校會
有困難。
宏廣校長周雯茵昨日表示，疫情下學前班的影響最為

嚴重，退學人數大約八成。K1至K3學生的情況稍好，
亦有不少家長願意跟學校共度時艱，繼續繳交學費，老
師亦在本月起「返半工、支半薪」，惜仍不敵疫情，前
晚（10日）於校董會接獲結業消息，感到十分不捨。
同樣感到不捨的還有該校校監高美宜，周透露對方已

正式決定向教育局申請，以私人名義接手續辦幼稚園，
據悉辦學團體表示歡迎。校方昨日起亦已開始收集教職
員及家長等持份者聯署，期望可在本周六或之前向教育
局提交，反映共同意向。
周雯茵估計，若申請獲教育局批准，學校校名、校

舍、教職員、課程等一切不變，或有希望可以在7月31
日後順利過渡。
教育局發言人表示，尊重該私校營運至本學年結束的

決定，並得悉校方已就停辦安排與家長溝通。局方已經
與該校及區內幼稚園保持聯絡，以便協助有需要學童轉
校，而目前屯門區有足夠學額供受影響學生就讀。就有
關幼稚園更改辦學團體或幼兒中心經營人問題，局方目
前暫未收到有關申請，但相關部門會根據既定程序辦
理。
教育局又說，本年初至今只收到該所幼稚園暨幼兒中

心指因租約期滿而決定停辦。截至2020年3月5日，局
方收到75所幼稚園申請減免學費，並已批出35宗申請。

幼教界冀銀行免息貸款救命

內地考生被拒入境 教局：可退考試費

■有40名內地考生入境被拒，或無法出席
考試。圖為中學文憑試考場。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因應新冠
肺炎疫情，所有內地來港人士均須接受強
制檢疫14天。有報道指一批內地文憑試自
修考生近日打算提早來港，希望在月底開
考前先作隔離，惟因其簽註期只得14天，
檢疫後便要立刻離境根本無法出席考試，
所以於關口不獲放行。
教育局發言人昨日回應指，個別內地考

生是否獲准入境，取決於他們的旅遊證件
及當前的入境政策規定，教育局及考評局
無法評論，如果他們未能來港，考評局會
為他們安排考試費退款。
據了解，約40名內地考生在周一（9日）

持內地簽發的14天港澳通行證打算於深圳
灣過關，其間被入境處以逗留條件不適合
為由拒絕入境，只得返回內地。

監護人盼港府協助
有考生監護人指，該批考生原計劃在接

受14天隔離後，到入境處申請延長逗留簽
註，感嘆如今方寸大亂，希望有關當局可
提供協助，以免浪費這班考生的苦讀光
陰。
教育局發言人昨日回應指，今年大約有

300多名以香港身份證以外的其他有效身份
證明文件報考的考生，非本地考生必須自
行處理有關出入境的事宜。
發言人提醒，因應新冠肺炎疫情，由

2020年2月8日起，任何從內地入境的人士
以及抵港前14天曾赴內地者，均須依法接
受強制檢疫14天。
因此，文憑試考生如居於內地，也必須

符合14天的強制檢疫要求，同時沒有任何
發燒或急性呼吸道感染徵狀，才能到試場
參加文憑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身兼抗疫督
導委員會專家顧問的香港中文大學呼吸系
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表示，香港未來疫情
發展仍要視乎其他地方的情況，若然可以
連續28天沒有出現不明來源的本地個案，
證明本港疫情已經受控，則學校可以考慮
分階段復課。
許樹昌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認為，本港

近日新增的新冠肺炎確診個案，大部分都
可以追溯源頭，很久未有出現不明源頭的
本地個案，認為這屬好事。他指出，情況
若可以持續兩個潛伏期，即28天，便反映

香港的疫情受控，政府可以考慮分階段復
課，「大學和中學先復課，因為大學生和
中學生個人衛生做得好一些，再隔一段時
間或14天，陸續到小學、幼兒中心。」

許樹昌倡健康申報表列罰則
另外，對於特區政府進一步要求來自意

大利全國、法國、德國、日本及西班牙部
分地區人士抵港後接受強制檢疫，許樹昌
形容有關要求是穩妥和快捷做法，但指遊
客在歐洲各國穿梭時，出入境部門未必會
在護照上蓋章，擔心香港特區政府未必能

追溯遊客曾去過哪些國家，建議要在健康
申報表上列明罰則。
許樹昌雖然指政府目前以圍堵政策防疫

有效，但他亦預料今次抗疫之戰會「有排
打」，指出疫情發展會受內地陸續復工後
會否發生第二波疫情，以及其他國家及地
區出現爆發等因素影響。
他特別提到一些發展中國家未必有能力

為國民進行檢查，因此他們向世界衛生組
織呈報的確診個案數字，未必可以反映實
際疫情，呼籲市民仍要繼續做好個人衛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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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28天無本地個案 專家：可研分階復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教育局為應
屆文憑試考生準備了50萬個口罩，已陸續
經學校向考生分發。
不過近日有傳媒引述網上消息，質疑考

生獲發的口罩不符標準或已過期，政府發

言人昨晚深夜澄清指，涉事共兩批口罩分
別來自內地及俄羅斯，於2023年至2024年
到期，物流署曾依程序抽樣檢驗，當時並
沒問題，提醒如考生認為獲發的口罩有破
損或衛生問題，可向學校反映，讓考評局

適當跟進。
政府發言人又解釋，該批口罩由物流署

供應，由於數量龐大及來自不同供應商與
產地，其外貌及厚薄程度或會略有不同。
物流署已就口罩的標準徵詢衛生署專業意
見，並在此基礎上進行採購。此外在分發
口罩給部門前，物流署亦會確保有效期未
屆滿。

政府澄清考生口罩合格無過期

▲宏廣指自2月以來退學學生不斷增加，學前班退學人
數更達八成。圖為宏廣國際幼稚園。 學校網頁圖片

■宏廣發家長信指受疫情影響，無法繼續經
營，於7月31日後結束營運。 學校網頁圖片

■陳凱欣（左）及朱偉林（右）公佈
調查結果，顯示近七成家長擔心子女
學習進度受影響。 陳凱欣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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