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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金句：
政府鼓勵多元卓越文化，從教育、就業和全人發展三方面培育青少
年，為全港青年人，提供多元化的學習、培訓和發展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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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電子
學習是教育大趨勢，為促進有關成效，
施政報告提出將正式展開「第四個資訊
科技教育策略」，其中一措施包括由
2014/15學年起，分階段為全港1,000所
公營及直資學校提供無線網絡服務
(Wi-Fi)及其他配套設施，預算非經常開
支涉及1億元，經常撥款約為數千萬
元。
政府消息人士補充，教育局今年中會
進行公眾諮詢，就上述計劃了解持份者
的意見，但設置Wi-Fi 網絡硬件的工
程，交由教育局以外判方式進行，抑或
由學校校本處理，仍需要討論。
由於每所學校現有基建和配套不同，
政府無法預計為學校完成設置無線網絡
的時間表。但當局會培訓教師和校長，
以及開發教學資源和素材，配合學校電
子學習環境的發展。

教聯會：須正視人手問題
對政府撥出資源改善學校電子學習環
境，教聯會認為值得欣賞，不過，該會
亦指當局未有正視有關人手問題，即現
時教育界缺乏資訊科技技術員，促請政
府將有關職位納入常額編制，增強對相
關人才吸引力，並為教師提供足夠的技
術支援，確保電子教學能夠順暢推行。

促電子學習
全港千校設Wi-Fi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免費幼稚園教育委員會
正在研究落實3年免費幼兒教育細節，預料明年提交報
告。而針對推行免費幼教前的過渡期，施政報告宣布將在
未來兩年增加學券資助額，每年各增加2,500元，累計增
幅28.6%，涉及每年新增開支9億元，預計有14萬人至15
萬人受惠。至於學費減免的上限亦會調高，照顧有經濟需
要的家庭。免費幼稚園教育委員會主席鄭慕智對有關支援
表示歡迎。
為紓緩家長經濟負擔，新一份施政報告提出未來兩個學

年每年增加2,500元學券資助額，即由本學年的17,510
元，增加至2014/15年的20,010元，至2015/16年再增至
22,510元，累計增幅達28.6%。而有關加幅也超出免費幼
稚園教育委員會早前建議的每年10%。
而針對有經濟需要的家庭，幼稚園學費減免的上限也會

提高。按現行機制，清貧家庭選擇入讀的學券幼稚園，如

學費高於學券金額即可申請學費減免，過往減免上限是次
以加權平均學費「中位數」釐定。但對全日制幼稚園來
說，其學費往往高於有關減免上限，若清貧家庭孩子要入
讀，仍然要自行貼補剩餘學費，變相限制他們的選擇。

減免上限增 貧家選擇多
教育局消息人士指，政府建議將減免上限改以加權平均

學費的「75個百分位數」計算，預計金額將顯著提供，間
接提供更多幼稚園的選擇予清貧家長。但由於2014/15學
年幼稚園整體學費情況未明，加上未知參與學券的幼稚園
的數目，無法預計受惠家長的數目。但消息人士補充，如
以今年情況計，學費減免上限約21,000元，全港有18%幼
稚園家長毋須交學費，若改以「75個百分位數」計算，毋
須交學費的家長將增至三成。
另外，北區及大埔幼稚園「統一註冊日」日前已完成，

教育局消息指初步已有5,300人註冊，細節及剩餘學額將
稍後公布。若根據當局早前資料，兩區新學年將共有
6,300人升讀幼稚園，推算仍有約1,000人未獲幼園取錄。

八大高年級銜接學額是現時副學位畢
業生主要出路之一，下學年有關名

額共有4,000個，但供應仍遠比需求低；
施政報告提出，由2015/16學年起連續4
個學年，逐步將收學額再增1,000個，至
2018/19學年共5,000個，每年涉及多4
億元開支。

億元獎學金惠體藝社服尖子
而於體育、藝術、社會服務等表現卓越

的學生，政府將成立1億元獎學金，全額
資助他們升讀大學及專上院校，措施將於
2015/16年起實行，名額每年共20人。
另施政報告又提出3項「間接資助」

學生升大學計劃，三者均將推行三屆，
並再檢討成效。其中針對香港社會人力
需求，政府將探討如何資助學生修讀指
定範疇例如醫護類的自資學士課程名額
每屆最多1,000名，教育局消息人士指，
計劃對象主要是高中畢業生，政府會諮
詢持份者，並參考不同行業情況和不同
院校及學科的學費，考慮為學生提供定
額資助，預計三屆涉及3,000名學生約9
億元，即平均每人可共獲30萬元。
回應社會對去年施政報告4.8億尖子獎

學基金的意見，新一份施政報告將推出

「優化版」，增加受惠人數，並放寬學
科限制、必須回港工作等相關規定。如
獲社會支持，政府預期可於2015/16學
年推出，每屆最多100名往外地升讀知
名大學的尖子，每人每年最高可達25萬
港元實報實銷的學費獎學金，有經濟需
要者可額外申請每年最多20萬元的生活
費補助金。

尖子獎學金 25萬實報實銷
消息人士補充，計劃主要涵蓋學士課程，
但不排除研究生課程，沒硬性規定學科但
會鼓勵申請人修讀香港未有的課程；而計
劃目標是受助者「學成歸來，貢獻香港」，
並無規定畢業後必須回港工作。
內地升學方面，有經濟需要的港生若

成功通過「內地高等院校免試招生計
劃」入讀內地75所大學，通過入息審查
後，可於修業期內獲每年最多1.5萬元補
助金，計劃不設名額上限。
對政府增加八大銜接學額，城巿大學

工商管理副學士一年生鍾同學和黃同學
均表示歡迎。她們指副學士商科升學競
爭激烈，認為政策對自己有幫助，而
1,000個學位數目合理，「太多的話學生
質素保證或會有問題」。市場學副學士

學生葉同學和周同學則指，過往副學士
畢業生爭入八大銜接學額競爭壓力很
大，幾乎10人爭1位，更有同學寧退學
重考文憑試博入大學，對是次措施表認
同，但認為1,000個學額未能解決問題，
希望能再增加。

羅永祥：補助金覆蓋多途徑更佳
內地升學專家、香島專科學校校長羅永

祥稱，內地升學補助金有助促進兩地學術
交流，但認為只覆蓋「免試計劃」受惠人
數太少。他指現時有約2,000名港生通過
「免試計劃」，只佔逾1.15萬名到內地讀
大學的港生的五分一，認為補助金若能包
括院校自主招生、港澳台聯招等途徑的港
生，效果將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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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歐陽文

倩）教育是今年施政報告重點範疇之

一，政府全方面為大、中、小、幼，以

及職業與特殊教育學生提供不同方面的

支援。其中升讀大學課程方面，當局會

透過供副學位畢業生銜接的八大的大

三、大四年級學額、定額資助包括醫護

科等指定範疇自資學士學生、「優化

版」境外大學尖子獎學金及傑出體藝生

獎學金，共為學生增加2,120個獲資助

名額，於本地及境外升讀學位課程，為

年輕人提供喜訊。而因應到內地升大學

並有經濟需要的學生，政府也會提供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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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將連續在未來兩個學年每年增加2,500元的學券資
助額。圖為一般幼稚園上課情況。 資料圖片

幼園學券兩年加5,000 惠15萬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目前
居港的南亞裔居民較10年前增加5%至
逾6萬名，為協助少數族裔提升中文的
聽、講、讀、寫水平，以融入社會，施
政報告提出每年撥款約2億元，全面在
幼兒教育至中小學階段推行多項措施，
加強支援少數族裔學習中文。包括首次
於2014/15學年起於中小學為少數族裔
學生提供「中國語文課程第二語言學習
架構」，特別設計教材和評估工具，並
於下學年在新高中分階段提供應用學習
（中文）科，最高可等同文憑試3級；
而相關的公務員語文能力入職要求，政
府亦會配合跟進檢討。

提升中文基礎 應考文憑試
取錄少數族裔兒童的幼稚園，可獲得教

育局增加校本支援服務，有關經驗會作總
結與其他幼稚園分享。至於中小學，由新
學年9月起，教育局將提供「中國語文課
程第二語言學習架構」，為少數族裔生特
別設計教材和評估工具，並讓學校採取密
集支援、分組教學等，藉此由小學低年級
提升他們的中文基礎，讓其可循序漸進按
本身能力及意向，選擇修讀融入主流中文
課堂，應考文憑試，或修讀新增獲資歷架
構認可的高中應用學習中文科，或報考
GCSE等其他中文考試，配合往後的升學
及就業需要。

聘教學助理 助家校溝通
至於學校方面，教育局亦會為提供校

本專業支援服務和在職專業發展計劃，
提升教師教授「中文作為第二語言」的
專業能力；而校方亦可因應需要，聘用
少數族裔教學助理，以協助家校溝通。
對於已畢業離校的少數族裔人士，教

育局亦正發展實用性的職業中文課程，
加強他們的就業能力。
一直協助少數族裔的融樂會指，對施

政報告能夠回應少數族裔學中文的訴求
感欣慰，但認為有關的措施僅屬開始階
段，冀各界能繼續監察具體落實的情
況，能否實際協助少數族裔融入社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今年
的施政報告在教育範疇「落足本」，不
少教界人士都對此反應正面，認為政策
覆蓋面廣，且具有清晰、詳細的發展方
向。不過，也有教育團體認為今年的施
政報告於大學學額、融合教育等方面仍
有遺漏之處。
教育統籌委員會主席鄭慕智、自資

專上教育委員會主席雷添良都對是次施
政報告中的教育措施表示歡迎，認為新
措施可增加學生繼續升學和學習的機
會，又為學生銜接多元出路，並擴闊學
生視野。教資會主席鄭維新亦對增加
1,000個副學士銜接學額的措施表示歡
迎，又指會與院校攜手合作，就如何善
用學額向政府當局提交建議。

首規劃非華語生中文抵讚
教育政策關注社主席張民炳就表

示，要「讚一讚」今年施政報告，
「在教育方面着墨很多，涵蓋面和內
容對各界都算是有所交待，而且也是
第一次清楚明確地規劃非華語生的中
文學習，這個十分重要，因為現時香
港約有30萬位非華語人士，他們融入
社會是刻不容緩」。
不過，他對今次報告仍有部分意見，

「我認為副學士升學方面，政府應善用
私立大學的資源，而非只於公營大學加
學額。另外，在清貧學生的扶助政策方
面，應將夜校生也包括在內」。
教聯會則認為，是次施政報告未能

切實回應教育界的訴求，例如包括免
費幼教、增加公營大學學額、支援副
學士畢業生就業、全面檢視融合教育
政策等。該會亦認為支援少數族裔學
中文措施未能對症下藥，未能解決欠
缺專門師資的問題。

教育「落足本」銜接多元出路擴視野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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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后山改用途 耶穌會：辦大學決心不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就原擬用

於興建私立大學的皇后山土地最終更改
用途，曾就用地向當局提交意向書的耶
穌會直言決定影響各辦學團體的規劃和
選擇，對此感遺憾，但不會改變其在港

辦大學的決心。「天主教耶穌會大學」
籌建小組指，同時會研究及考慮包括西
貢鹽田梓村等其他多個不同選項，今年
內就選址及委任校長作決定，目標是於
2016/17年在港設立一所天主教大學。

■教育局將增加撥款助少族生學好中
文。 資料圖片

■鍾同學（右）和黃同學都認為增加銜
接學位有助副學士升學。 歐陽文倩 攝

■■教育是今年施政報教育是今年施政報
告重點範疇之一告重點範疇之一，，政政
府將全方面為學生支府將全方面為學生支
援援。。 曾慶威曾慶威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