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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Vicky696765    時間: 2020-4-2 00:33     標題: 打電話去教育局叫佢地退學費

有冇同學係打算俾壓力教育局，括免下半年學費啊？

各行各業都提議政府派錢解困，而我地學生借幾萬蚊交學費，宜家就只有開zoom上堂，完全冇諗過我地啲學生又要打工賺錢交學費又要讀書，宜家仲要失業。。。等得政府個1
萬蚊，不如叫佢直接退返sem B學費。。。

教育局淨係識停課，公務員係屋企放有薪假期，但係冇為我地學生爭取任何福利

我已經打過一次電話去教育局，不過我一個人能力有限，希望同學仔都幫下手俾啲壓力教育局

作者: 三圖    時間: 2020-4-3 10:04

師兄，你係OU DL定FT學生？ 如果係DL就無咩堂上，上ZOOM都無咩分別，反正一向都係遙距教學，自己睇教材，好似無咩理由退全費  

作者: 秦二世祖    時間: 2020-4-3 16:47

我都會打電話追佢，日日打1823同大學校務處，還掂有無限通話，好過坐喺屋企昂居居。

作者: Demetrius    時間: 2020-4-10 00:14

第一，學校只係收你四萬二蚊一年，但佢為咗開辦呢啲課程既開支遠遠超過四萬二，唔計請個教授5-6萬，只計興建校舍十幾億，購置全校電腦唔知幾多百萬，安裝及保養全校
冷氣又唔知幾多十萬，請班文員、圖書館員、保安清潔又幾百萬，政府每年教育開支已經過百億，但提供咗教育，學校都冇立例規定你要搵番幾多錢交番幾多稅啦，你都唔欠學
校，咁學校點會欠你?
第二，其實你需要成長，你愈讀高班，對學校及老師既依賴應該愈嚟愈細，你應該訓練自己自行尋求解答，並將教授視為評核你能力既人，而唔係視為知識提供者，教科書就係
提供學術界有共識既部份，讀完指定教科書後，你應該通過思考創造新知識，或者去修繕前人無共識既部份。
最後一樣嘢，你係學生，唔係顧客，如果你畢唔到業，應該係你唔適應大學模式，或者你根本能力唔夠，而唔係學校無法提供面授課，唔可以因為你冇能力畢業而要求退款。

作者: 秦二世祖    時間: 2020-4-14 22:47

引用:

原帖由 Demetrius 於 2020-4-10 12:14 AM 發表

第一，學校只係收你四萬二蚊一年，但佢為咗開辦呢啲課程既開支遠遠超過四萬二，唔計請個教授5-6萬，只計興建校舍十幾億，購置全校電腦唔知幾多百萬，安
裝及保養全校冷氣又唔知幾多十萬，請班文員、圖書館員、保安清潔又幾百萬，政府每年教育開支已經過百億，但提供咗教育，學校都冇立例規定你要搵番幾多
錢交番幾多稅啦，你都唔欠學校，咁學校點會欠你?
第二，其實你需要成長，你愈讀高班，對學校及老師既依賴應該愈嚟愈細， ...

你係大學教職員？點解幫大學講好說話！我哋俾咗四萬二蚊，提供面授課程係屬於合理期望。而大學的網上教學質素偏低，未能解答學生學習上的疑問，令有心讀嘅壓力大增，
冇心讀嘅心散。就算全部合格，順利畢業，也感覺係學唔到嘢。甚至乎連本教科書，明明已經有存貨喺度，都唔安排學生番去攞，只提供網上版本。大學係咪攞咗啲書去出面
賣！因此，有學生要求退還全部或部分學費，是十分合理的。

作者: 明日真香    時間: 2020-4-23 01:17

引用:

原帖由 秦二世祖 於 2020-4-14 10:47 PM 發表

你係大學教職員？點解幫大學講好說話！我哋俾咗四萬二蚊，提供面授課程係屬於合理期望。而大學的網上教學質素偏低，未能解答學生學習上的疑問，令有心
讀嘅壓力大增，冇心讀嘅心散。就算全部合格，順利畢業，也感覺係學唔到嘢。甚至乎連本教科書，明明已經有存貨喺度，都唔安排學生番去攞，只提供網上版
本。大學係咪攞咗啲書去出面賣！因此，有學生要求退還全部或部分學費，是十分合理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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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Fainx1917    時間: 2020-5-3 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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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冇同學係打算俾壓力教育局，括免下半年學費啊？

各行各業都提議政府派錢解困，而我地學生借幾萬蚊交學費，宜家就只有開zoom上堂，完全冇諗過我地啲學生又要打工賺錢交學費又要讀書，宜家仲要失
業。。。等得政府個1萬蚊，不如叫佢直接退返sem B學費。。。

教育局淨係識停課，公務員係屋企放有薪假期，但係冇為我地學生爭取任何福利

我已經打過一次電話去教育局，不過我一個人能力有限，希望同學仔 ...

打電話去教育局叫佢地退學費 . - 2020531144 英女王 = 美國空軍 .賊記先玉子
2020新鈔 渣打20蚊武漢廢嫌50蚊鋼筆政府用地100蚊香港倫敦穚500蚊公開大學介紹1000蚊冒充英國Royal之天主教麵包Bread改成ROB 500 六四架坦克 1000 瘀野屠夫 瘀野重
覆 頭好暈.Headsick林過雲 唸過暈係道唔番學先唔會咁瘀，成日周天子你唔覺得悶咩。.: 公屋富戶 月野兔Sailor Moon死啦冇用。白兔牙 Phantom of the Opera 龜
(DiscciDescci .)兔(Phantom of the Opera)賽跑

https://youtu.be/-POmSkK9kgk
.押記先玉子 打電話去教育局叫佢地退學費 第2道門係城大呀。
118. Shinobi No Susume
.
阿當為你打嘅係咪迷途窮桶旺 你知他們打劫高官 成人話有嘅話整古做怪 所以呃分歧(歧途)邊個多 還呃幾米GIVE ME倫敦穚所以旺角暴動前面有搬龍門術革命 各路已成夢你攞
紅紙刻劃 又拿住鼠年格價前面路人 今非咖啡有亂你又左LEFT右RIGHT你有沒有按揭 你做咩伊次唔同傳記BIOGRAPHY攞新市鎮已回 執達吏有冇講到話 咁多野唔比得人知點算
應知擁有新市鎮你攞新市鎮黎賠囉故事唔得 多啦A夢冇理由甩鞋帶咁嘅世界太多幻術血書 機械貓無性架故事你講叮噹 NIN IN 報館拿哂啲末來合約BLANKCHECK黎做冒充官員
周刊你記得哎吔啊破產倫理拿來開玩笑 使咁嘅非典型配字畫拿武松打虎(貪)血書 使安排球場麼 講到咁樣你仲有乜野講 長年嘅計你報官你都玩哂 長年到底幾多年 其實你仲有幾
多未訂 下回未路記得你名哪裡 其實你仲有咩遺願二世
.
2020新鈔 渣打20蚊武漢廢嫌50蚊鋼筆政府用地100蚊香港倫敦穚500蚊公開大學介紹1000蚊冒充英國Royal之天主教麵包Bread改成ROB 500 六四架坦克 1000 瘀野屠夫 瘀野重
覆 頭好暈.Headsick林過雲 唸過暈係道唔番學先唔會咁瘀，成日周天子你唔覺得悶咩。.: 公屋富戶 月野兔Sailor Moon死啦冇用。白兔牙 Phantom of the Opera
.
WHATIS打手版 89坦克渣打500元數額你做邊行你記得 你唔可以咁講沿頭ABC Bank 所有坦克不准入境- 你為什麼 1000元唔係坦克 你為什麼用咁多人89年咁多人民運 起用明報
權名義打劫塔利班.Form5GLASALLT≠F5G喇沙1995。 隸捕(忍者亂太狼)坦克 你攞乜水居英沒戒嚴 敲下敲下你辦乜報 為左錢你得答隸捕為左什麼 (隸捕Arrested Because Land
Thief 1985東方錶行劫案) 哪兒都冇得為左什麼坦克你打算怎麼1989年2020年仲殺緊人 奇係咪你講小左Where is the tank 有坦克美國政府管業 DUNE DUNEII DUNE2000 LONG
LIVE THE FIGHTERS民運戰士 加價格價你有乜野隨地都係SPICES香料 所有的美食共和國各國味道全面禁煙 民運戰士2019 但係你知道巴士阿叔一瞥(眨)眼 哪裡無阿叔命大巴士
前抗議 假嘅資格飯堂學生(巴士阿叔)呃的 有咩理由咁先得有咩資格飯堂俾打壓到民運呢 所以話 伊個世界得一個真相。 有傳信號(Mouse Click)雷達(Radar, Dune2000)拿家用就
(仲)自燃叫什麼妖怪≠adultery(少年Most Honourable man)你講的 搵都唔會有嘅勝利叫自炎鳥葬 自己嫌自己老 鳥葬 自嫌慚傀 鳥葬 自愧 鳥葬 自嫌 鳥葬 自燃 逃你的 所以話先
攞家用之後自燃(先排隊公屋之後自嫌等候時間長)那國家都冇可以惡形惡狀地坐大
.
依資格攞我的英國做咩從事間碟活動做咩 打夾硬你哪會料到雅閣等如LAW of Britain法律 林過雲 你有冇有名到呃到地盤黑社會3級立業 奸都唔好納粹已回 國家裏有的士 幾多的
先可以保護梁逸駿英國國王先得 可以講幾多的伊個世界唔理諾言去死 但係無視你揀乜野賠 拳美國打黎膽敢玩弄我地 揀呃拿大的未類故事唔得 講得那麼多馬拉松就記得你拿嘅
(沙士比亞 沙士正 沙士摛你流架所以我感到要搶你野) 故事你買了版權的啊 導致世衛 個個註冊哂沙士比亞的麼 哪你咁多數金沙inBottle未比我 呃喇DIE先揀得Shima 同你講命運
冇命 你做咩下注 我都冇見你係咪用黎形蹟可疑身份不明瑞士籍員工逆按揭
.
https://youtu.be/tASF0Vj_-QE
fanix.me/songs#118

武漢肺炎 #Wuhan #Coron#Coronavirus #2003沙士. #沙士肺炎 .

DO YOU HAVE GROUND 英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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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最後由 Fainx1917 於 2020-5-3 12:39 PM 編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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