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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衝擊經濟，教育界亦

未能倖免。教育局共批核 45 所直

資、私立及國際學校2020/21學年加

學費申請，與去年近180所學校加費

相比大跌四分三。在直資校方面，今

年多所傳統名校都凍結學費，其餘共

23校加學費，佔總數約三分一，平

均加幅3.7%。不過，有學校個別年

級加費幅度較高，其中林大輝中學中

一級學費增至33,000元，加幅逾兩

成。

■香港文匯報記者高鈺

45校「疫市」加費 最高加幅21.6%
林大輝中一學費增至三萬三 23直資校平均加約3.7%

部分學校加費情況

學校

直資學校

林大輝中學*（中一）

大埔三育中學*（中一）

香港神託會培基書院*

（中一）

港青基信書院（中一）

基督教中國佈道會
聖道迦南書院

李寶椿聯合世界書院
（中五中六）

私立學校

啟思小學

培道小學

國際學校

漢基國際學校

*其他年級學費加幅較低，由凍結學費至加約4%不等

資料來源：教育局收費證明書、中小學概覽等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鈺

2020/21學年
學費（元）

33,000

9,800

24,200

48,000

24,600

102,000

116,600
至119,350

48,060

222,300
至266,100

2019/20學年
學費（元）

27,130

8,260

22,000

45,000

23,200

98,000

108,680
至111,100

45,770

217,900
至260,800

加幅

21.6%

18.6%

10%

6.7%

6%

4.1%

約7.4%

5%

約2%

教育局昨日透露，截至本年8月31日，共
收到45所直資、私立和國際學校調整

2020/21學年學費申請，全部獲批核。與去
年同期比較，疫情經濟不景下加費學校數目
大減134所，跌幅四分三。

傳統名校學費維持去年水平
在全港71所直資校中，包括聖保羅男女中
學、男拔、女拔等傳統名校學費都維持去年
水平，其中15年未有加費的拔萃女書院今年
初一度有意調整學費，但因疫情令社會經濟
情況不穩定，最終決定凍費。
餘下學校則有23所加費，平均加幅3.7%。

其中，林大輝中學中一級由27,130元增至
33,000元，加幅達21.6%，而該校中二至中
六級，學費則加約4%。
大埔三育中學中二級及以上凍費，但中一
級學費則由 8,260 元增至 9,800 元，加幅
18.6%；校方指因原有學費較低，加費後平
均每月只需多繳百多元，所增資源將全部用
於學生，包括增聘教師及購買平板電腦推電
子教學，讓中一生上課時可「一人一機」，
早前的家長諮詢大部分人支持有關決定。
提供IB國際文憑課程的李寶椿聯合世界書
院，學費加約4%至102,000元，而該校宿費

則增至198,000元，全年總學習開支達30萬
元。

漢基國際學校獲准加價2%
在私校方面，今年共12所私立小學獲批
加學費，平均加幅8.6%，並有一所加幅逾
一成。同時，10所國際學校獲批加費，平均
加5.3%，兩校加幅高於一成。全港學費最
貴的漢基國際學校獲准加價2%，以其第十
三班（相當於中七）計，一年學費為
266,100元。
教育局發言人表示，在審批直資校調整學

費申請時，會仔細審視學校的財政預算和加
費理據，並確定學校已諮詢家長，包括提供
學校財務資料和解釋加費理由。
發言人強調，直資校亦須按規定把不少於
學費總收入的10%，撥備作學費減免和獎助
學金用途，確保學生的學習不會因家庭經濟
困難而受影響。
對私校和國際校的調整學費申請，教育

局處理時會仔細考慮學校提出的理據及其
財務狀況，並要求學校須就申請調整學費
事宜，充分與家長溝通，妥善回應他們的
關注。

■45間學校獲批本學年起加學費。 資料圖片

「黃店」借黃上位，自然信唔
過。好似有「手足」日前幫襯「黃
店」叫車公司 CALL4VAN 送外
賣，將38隻片皮鴨由沙田送去九龍
灣，本來車程唔使45分鐘，點知就
因為司機反鎖咗條車匙喺車內，令

啲鴨兩個幾鐘都拎唔到。雖然班苦主仲好心只要求
將運費回水，但就反被CALL4VAN喺facebook發
咗個似足批鬥文嘅「道歉啟示」，屈佢哋獅子大開
口，累到苦主一度俾同路人當係衰客。唔少網民都
睇唔過眼鬧爆：「睇完你件事，我決定算數，以後
唔用CALL4VAN。」
話說CALL4VAN日前突然喺facebook發帖話：

「今晚7時許，客戶服務同事收到一個電話『要求
CALL4VAN賠償七千蚊』。事源係咁嘅……今日
嘅一單團購，因為車輛故障兼且『車鎖失靈』，令
到數十隻新鮮熱辣嘅無辜小鴨『被困』兩小時，少
部分團購街坊覺得等候多時最終未有領取……為此
我哋向食店、團購搞手以及街坊致歉。」
CALL4VAN個原帖一出，唔少「手足」都以為

係有客棄單。「Ofi La」咁講：「係咪全部食物要
報銷先？係全部人都棄貨？賠7,000（蚊）係咪即
係要CALL4VAN全數負責？如果係因為delay送貨
時間，唔應該下下（吓吓）要棄單，溫提噃（翻）
客唔係大哂（晒）㗎！」
不過，苦主好快就出嚟解釋，原來佢一早同司機
私下傾好，淨係要佢將600蚊運費回水就算，唔明
點解 CALL4VAN 要咁講。「Stephanie Chan」
話：「我係呢團搞手……我哋無要求過司機賠晒

7,000（蚊），到最後大家街坊都只係要個司機退返
運費600（蚊），平台offer一人退返50/100（蚊）
Coupon……車輛故障係咩事呢？係司機插咗車
匙，落咗車，成架車反鎖咗。」
唔少「手足」都話好嬲，覺得CALL4VAN發帖

誤導「手足」，係想推卸責任。「Louisa Yip」就
話：「我對你哋（CALL4VAN）好失望，你第一
句$7,000好離譜……就係你呢句說話，我哋全部
（苦主）俾人覺得係X客，如果你哋要道歉，唔該
重寫。仲有因為呢個po（帖），你要再道歉。如果
你覺得係我哋錯，無問題，無下次，我係唔會要你
啲優惠券，呢啲唔係施捨。」
「Perla Pearl」就覺得：「出一個咁嘅 post

（帖）屈人X（衰）客。有幾多人會睇留言又睇到
客人嘅澄清？你哋所謂嘅道歉完全唔合格。」「Jo-
seph Chiu」都話：「街坊一句都無鬧佢，依（）
家係街坊見到個post（帖）都頂住道氣。……唔係
出個post（帖）將件事推返去個客度就當完。」
專狙擊「偽黃」嘅「Anita Wong」就狠批

CALL4VAN喺留言時回應呢個問題嗰陣，竟然話
有問題應該個客同司機直接deal，傾唔掂數「唯有
報警處理……無理由要平台負責條數：「嗱，
CALL4VAN客貨車話㗎，雖然錢佢哋係有份賺
嘅，但叫佢哋車嗰陣出咗咩問題嘅話，最好你哋自
己同個司機deal唔好煩到佢哋，deal唔掂就自己去
報警，人哋啲 T&C有免責聲明唔關佢事㗎，
ok？」
佢仲鬧：「明明就算件事已經私下settle down
咗，退返運費就算。但做客人嘅都要有心理準備，

C4V會主動出post抹黑你，老屈你要求貨物全額賠
償㗎！叫得C4V嘅就自己自求多福啦！」
可能見群情洶湧，CALL4VAN隨後連改4次帖

文，死撐話「受質疑後再次confirm先發現用字錯
誤，好對唔住。」唉，呢啲咪叫攞嚟醜囉！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書蘭

「黃納粹」並非浪得虛名。有
「黃絲」噚日喺facebook專頁「名
校 Secrets」出post，話自己不滿阿
媽買美心月餅，於是掉咗啲月餅，
結果俾阿媽鬧時就改口話係因為美

心月餅出過事喎，個「黃絲」仲掉返轉頭話「有
個無腦但又專制嘅老母真係好辛苦」。好多網民
都睇唔過眼，直言︰「冇腦又專制果（嗰）個係
你。」
「黃絲」話，阿媽買咗美心冰皮月餅，佢除咗
阿媽寫明要食嗰款，其他口味全部掉晒，仲聲大
夾惡咁話「見一次美Xdum（掉）一次」。佢阿
媽就「霸氣」回應話︰「月餅我買嘅，你可以唔
食！雪櫃我買嘅，你可以唔開！」
俾阿媽一句KO，「黃絲」就改口話美心月餅
工廠有疫情爆發過，好彩佢阿媽都唔係傻，諷刺
平時又唔見個「黃絲」會關心佢，但「黃絲」繼
續活喺自己世界，聲稱自己係為大家安全同健康
「着想」，仲鬧自己阿媽腦殘添。
好多網民都睇唔過眼個「黃絲」嘅行為。

「Terry Tsang」話︰「冇腦又專制果（嗰）個
係你。」「Sonia Chu」話︰「你就咁問都唔問
就dum（掉）曬（晒），仲要覺得冇問題，咁樣
係非常之冇禮貌同唔識尊重人。」「Fanny
Chan」直斥︰「見你咁形容自己阿媽真係替佢
傷心，你唔食咪唔好搞law（囉），你憑乜嘢未
得佢同意丟哂（晒）佢d（啲）嘢？不知所
謂！」「Hiu Au」揶揄︰「以為自己用『黃』
嘅角度就大×哂（晒）咩？唔該你用少少腦理性
反思下自己做緊啲咩啦，重（仲）想po上黎
（嚟）圍爐以為可以搵到認同你嘅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CALL4VAN送貨遲到 拒賠兼屈苦主衰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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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自修例風
波以來，社會撕裂嚴重。為增強家長正面
培育子女的意識，並讓公眾明白兒童愉快
和健康成長的重要性，教育局現正推行全
港性的「正向家長運動」。局長楊潤雄昨
在fb透露，為運動而製的首輯宣傳短片
「關懷鼓勵與接納，正向家庭齊建立」已
經推出，寄語家長多關懷、多讚賞子女，
助他們建立積極正向人生。
楊潤雄表示，隨着復課學生重返校園，
既有歡樂亦有挑戰，提醒家長要多引導、
多關懷、多讚賞子女，幫助他們克服困
難，建立積極正向的人生。他又指，教育
局特別因應「正向家長運動」製作一系列
共三條有關「正向家長運動」的電視宣傳
短片，希望送給香港每一個家庭，提高公
眾對家長教育的關注及認識。
每一輯「正向家長運動」短片均引用了
早前的家長教育標語創作比賽優勝作品作
主體內容及結語，由動畫故事轉接至真人
實境拍攝，期望透過改篇故事及家庭日常
點滴，引起家長及小朋友的共鳴。第一輯
短片以「關懷鼓勵與接納，正向家庭齊建

立」為題，帶出現實家庭生活中家長與子
女應有的相處之道，顯露出關懷、鼓勵與
接納，是建構一個快樂家庭的重要元素，
提醒家長多作正面引導，教導子女多關心
身邊的人，並適度讚賞他們的良好行為。
教育局指，首輯短片及相關電台宣傳聲

帶會於今日首播，其餘宣傳短片亦將陸續
推出，相關資訊可瀏覽www.parent.edu.
hk/article/api1。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高鈺）香港大學署理副校長
（研究）、建滔基金教授席（物料工程）和工程學院
機械工程系物料科學及工程講座教授顏慶雲，近日榮
獲中國工程院頒發第十三屆光華工程科技獎。
該獎項於1996年創立，每兩年頒授一次，被視為中

國工程科技界最高殊榮，是中國工程院主管的工程科
技獎項，以表彰在工程科學技術及工程管理領域作出
重要貢獻、取得傑出成就的華人工程科技專家。

今年全國包括港澳地
區獲獎的科學家有 41
人，他們經過評審程
序，從296名有效的候
選人當中篩選。
顏慶雲表示，該獎

項是中國工程界的殊
榮，對他個人而言是
非常大的鼓舞，提醒
他在以後的科研道路
上要不斷提升水平，
在基礎和應用研究上
均力求突破。本身是
工程材料專家的顏慶
雲，專注於晶體缺陷

及其建模，以及納米力學等方面研究，包括在生物
系統上的應用。
在基礎研究方面，他致力解決材料在微觀尺度上變

形機制的關鍵問題，揭示金屬外在幾何尺寸與內在微
觀結構特徵尺寸對其微納力學性能的耦合作用，所提
出的一種基於位錯密度函數的動力學模擬方法，能直
接對所有類型的位錯進行處理，可在大幅提升計算效
率的同時，提高模擬的可信度跟準確度，為今後提高
位錯動力學模擬效率的工作開拓新領域，以指導先進
材料的開發。

研「率跳躍」被學界廣泛採用
應用研究方面，他研發的創新納米力學「率跳躍」

測試方法，被學術界廣泛採用，現正立案成為國家標
準。此外，他研發的一類可見光及電化學的驅動材
料，可應用於驅動微型機器人，研究成果已申請美國
專利，現與工業夥伴進行應用研究。
顏慶雲曾獲得不少嘉許，包括英國IMMM學會的

Rosenhain獎、香港Croucher基金會高級研究獎和香
港工程科學院院士（FHKEng）等，其發表SCI（Sci-
ence Citation Index）論文超過230篇，超過70次獲邀
在北美、歐洲及亞洲舉行的材料科學會議上作主講嘉
賓或主題報告。

楊潤雄籲家長多關懷引導子女 港大教授獲光華工程科技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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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L4VAN喺fb發咗個似足批鬥文嘅「道歉啟
示」。 CALL4VAN fb 截圖

■「正向家長運
動」宣傳片。 ■顏慶雲。 資料圖片

■家長教導子女多關心身邊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