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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爺金句：
「創業固然有成敗，但如果我們能夠創造更有利的環境，

就可以將更多的創新意念轉化成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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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0萬資助大學師生科研創業
擬推本地成果商品化 過來人盼政府再「加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新年度財政預算案中，
教育經常開支預算金額雖增加5.3%共33.8億元，但在所
佔政府經常開支的比率卻由22.4%下降至21.8%。此外，
2014/15年度的教育總開支預算為754億元，比2013/14
年度的修訂預算減少15億元，所佔GDP比率亦由3.6%減

至3.4%。政府消息指，有關跌幅是因為下一年度種子基金的一
次過注資項目減少，以及學生人數下降、長者人數上升的人口
結構變化，令經常性開支比率略有不同。

小學：人均升7% 中學：人均升10%
雖然新一年度的教育預算在多個數據中都有下降的現象，

但消息人士指，由於人口結構變化，學生人數下降，令政府
投放於每位學生的教育開支不跌反升。據了解，小學生人均
金額由4.7萬元上升了7%至約5萬元；中學生更由5.4萬元上
升了10%至近6萬元。此外，學校的師生比例亦是逐漸下
降，可見政府沒有因學生減少而減少對教育的投入。
至於教育總開支只佔GDP3.4%方面，消息人士承認，數字

相比現時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國家或地區的平均
比率6%的確較低，但本港整體經濟結構有相異之處，「香港
的政府開支只佔GDP的約20%，與那些高達50%的地方，難
以直接比較」。
對預算案內容，教聯會直言相關教育措施着墨不多，沒有回

應業界關於幼兒教育、減少教師課節、中學縮班殺校等迫切訴
求，也未有顧及中產家庭子女教育開支的重擔，對此感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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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進一步鼓勵大學的科研成果產業化，財政預
算案提出透過創新及科技基金，向香港大

學、中文大學、科技大學、理工大學、城市大學
以及浸會大學提供每年合共2,400萬元的科技創業
資助，進行下游研發。各校可推薦傑出的科研項
目，利用資助作為種子基金，支持由大學師生成
立科技初創企業。同時，大學可自主決定能夠獲
得資助的科研項目數量，評審準則有待公布。

帶動創新文化 提升港競爭力
多所大學都對新推的科技創業資助表歡迎。港
大相信此舉可鼓勵師生投入創新產品和服務的研
發，帶動建立勇於創新的思維文化。科大亦指該
校已設有多個創新創業計劃，並會積極回應政府
的新基金資助，進一步提升香港整體競爭力。

中大工程學院副院長兼創新科技中心主任黃錦
輝亦認同，新措施可加強推動學生有勇氣將科研
成果產業化，不過每校每年只400萬元金額，反映
政府不願承擔風險，「要發展創意科技教育，重
點是培訓創意創新思維、奮鬥力、毅力等，而非
企業能否賺錢」。
他舉例指，若揀選20個項目發資助，每項目僅
得20萬元，假設一組有5名學生參與，最終每年
僅100人受惠。他認為若措施有初步成效，政府應
於明年財政預算案再「加碼」。

勉踏出第一步 需有配套支持
2011年起透過種子基金資助學生踏上創業路的

理大，負責計劃的企業發展院助理院長朱志賢認
為科技創業資助可發揮起動作用，「最起碼可以

鼓勵學生踏出科技創業第一步」。他又表示，創
業是高風險的工作，對於沒工作經驗的大學生更
有難度，外國數據顯示初創企業能於3年至5年後
仍生存已是寥寥可數，以該校創業種子基金計劃
為例，未足3年已有三成公司因業務、負責人升學
等原因而結業，所以除金錢資助，學生亦需要專
業指導、商業網絡支援等配套支持。
「星之子」陳易希2011年於科大甫畢業即創
業，主打手機網絡程序、網上平台。身為過來人
的他認同「萬事起頭難，相信政府新措施可助科
技企業『成型』」，不過他亦強調，香港科技企
業面對內地及外國的市場競爭時，如何繼續生存
才是最大問題，期望政府除亦能於其他配套支持
上能加大力度。

政府牽頭試用 盼產學研接軌
城大畢業生陳子翔藉母校研發的「轉基因鯖

『魚將』魚卵類雌激素檢測」技術創立生物科技
公司。他亦認為要鼓勵大學生將科研成果產業
化，不可單以基金支持，「最重要是如何幫忙將
商品推出市場，例如由政府牽頭讓公營機構率先
試用，企業再根據意見改良，吸引更多人使用，
讓產學研接軌」。
他又直言，香港一方面推動學生發展科研，惟後
續支援卻令人失望，「以我們的檢測技術為例，政
府只表示要有更多的外國先行者試用，才會放心使
用，令香港研究的技術反而率先引入歐美市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為提高香港科技創新及相關人才的競爭力，剛出

爐的財政預算案從年輕學子入手，分別向大學提供科技創業資助，以及提早於中學

起培育資訊科技尖子。其中針對6所有提供理工科目的大學，政府將通過創新科技

基金，提供每年2,400萬元科技創業資助，作為所推薦的科研項目的種子基金，鼓

勵大學師生創業，推動本地科研成果的應用和商品化。各大學都對此

表示歡迎，但有大學創新創業專家，以及年輕科技企業的過來人都認

為，有關資助力度未必足夠，期望政府未來能於金額及其他配套上

「加碼」。

7,500萬開「增潤課」覓中學「IT尖子」 1.14億資助貧生免試北上升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除了資助大學生創

業、中學生修讀IT增潤課程外，昨日財政預算案亦跟
進了施政報告的教育措施，公布了各項措施的資助額和
詳情，包括建議於經常開支方面撥款1.14億元，資助3
屆透過「內地部分高等院校免試招生計劃」到內地升學

的清貧學生，並參照學資處不同家庭收入水平的學費資助額
比例給予資助。
同時，9,800名清貧學生到境外及內地交流的資助則為1.3

億元，學生要向所屬院校申請，當局同樣按本地學費資助額
的比例給予資助。有見不少大學生都希望一嚐大學舍堂生
活，政府亦將向住雙人房宿舍的清貧學生資助8,000元至1.4
萬元，分2期發放。

一成校僅用兩成津貼
在課後學習支援方面，今年則將增加3,500萬元撥款。消息

人士指，現時每所學校對有關津貼的使用量不同，有一成學
校只用了兩成津貼，有四成學校則用了八成津貼，更有個別
學校從未動用，當局將按學校的使用量相應「加碼」。而更
多新增撥款可看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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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0萬推「半工讀零售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近年政府積極推動職

業教育，其中去年特別成立零售業人力發展專責小組，研
究零售業前景和人力供求問題。今年預算案再建議於2014/
15年度撥款1.3億元，落實當中的建議，包括用8,000萬元
進行先導計劃，協助職訓局加強職業教育和培訓，推出「半

工讀零售課程」，讓學員可用一半時間工作、一半時間讀書，
事業、學業兼得。消息指，政府亦計劃每月為參與課程的學生
提供2,000元的津貼。

修畢等同資歷架構3級
據了解，有關課程供中六畢業生申請，學員將3天上班、3天
上學，僱主除了給予「具競爭性」的工資之外，或會資助部分
學費，政府則會出2,000元的津貼。學員修畢課程，則等於獲資
歷架構3級水平。中三學歷的學生則可透過參加2014/15年度開
始的「零售業見習培訓計劃」，完成後亦將有同等資格可申請
「零售課程」。此外，專責小組亦會與業界合作推升行業形象，
而勞工處亦會為零售業提供專項招聘、就業服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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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踏入數碼時
代，一個應用程式、一個社交平台都可以左右世
界潮流、改變生活模式，但香港往往要到專上院
校資訊科技學科才有相關的人才培育。為更早發
掘具潛質的「IT尖子」，最新的財政預算案建議
撥款7,500萬元，挑選不多於10所資訊科技教育表
現突出的中學開設「增潤課程」，以培育有能力
的青少年成為資訊科技專才甚至創業家。有關課
程預計於2015/16學年開班， 將與大專院校及業
界合作，以教授「IT尖子」更進階、前沿的知
識，並安排實習。
有見國際間不少知名的資訊科技人才，年紀輕輕
已經自立門戶，在業界內獨當一面，最新預算案亦
建議香港社會及早培養資訊科技專才。消息指，由
於相關的「增潤課程」尚要和中學校長會討論推行
細節，籌備需時，又要挑選適當學校，所以要至2015/
16學年才可開班。有關課程預計將會培養3屆中一
學生至中六，換言之該7,500萬元撥款將使用9年於

3屆「IT尖子」之上。

高中有機會獲IT公司實習
據了解，當局希望挑選不多於10所在資訊科技

教育表現突出的中學試行「先導計劃」，並各自
挑選一些「IT尖子」，讓他們透過「增潤課程」
學習更高階、前沿的IT知識。有關計劃更會與大
專院校及業界合作，希望更了解業界需求的大學
可幫忙設計及教授課程，學生至高中階段更有機
會獲安排到IT公司實習，實踐所學，增進對有關
方面的了解。

李雪英：認同大專院校夥中學
中學校長會主席李雪英表示，中學生中確實有
不少「IT奇才」，曾聽聞有學生年紀小小就已能
入侵學校系統，可見其「功力」。對於這個「增
潤課程」計劃，她認為以先導計劃模式先選10所
中學是無可厚非，自己則最關心有關課程如何融

入於現有學習之中，「現時學界的資訊教育以校
本形式進行，教的內容可以完全不同」。不過，
李雪英十分認同計劃讓大專界與中學加強聯繫，
並在教學方面提供支援，「其實外國和內地都有
很多大學與中學緊密聯繫的例子，但香港就很
少，所以我認為這一點亦很不錯」。

投1.05億開支 助中學增Wi-Fi
同時，政府近年亦銳意推廣電子學習，升級中

學的Wi-Fi無線上網設備。預算案建議投入1.05億
元的非經常開支，以推動「第四個資訊科技教育
策略」，分階段向所有公營學校提供無線網絡服
務及其他配套。首100間參與先導計劃的學校，則
將於2014/15年度獲得共5,000萬元。此外，為了
持續運作，當局亦希望以「一站式服務」推行
Wi-Fi無線上網設備，故建議每年撥7,000萬元經
常開支以用作維修等服務。有關詳情將於6月左右
呈交立法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繼盛）智能手機和平
板電腦日漸普及，但近期電訊商相繼取消「無限
上網」，令市民使用數據上網也顯得「限住限
住」。為進一步將香港打造成Wi-Fi城市，財政司
司長曾俊華宣布，今年底完全免費或提供免費時
段的Wi-Fi熱點數目會倍增至2萬個。政府亦會由
明年起以數碼格式發放所有開放予公眾的資料，
並會研究為每名市民提供數碼身份證書，以推動
電子健康記錄和電子支票等服務。

擬推通用品牌 邀公眾命名
政府自2008年初推行「香港政府WiFi通」無線
上網計劃，讓所有市民能免費使用互聯網，截至

去年9月共有約420個政府場地推出服務。財政司
司長曾俊華昨日宣布，會促進公私營合作，進一
步將香港打造成為Wi-Fi城市，今年底本港完全免
費或提供免費時段的Wi-Fi熱點數目，會由現時1
萬個倍增至2萬個。當局亦會推出通用Wi-Fi品牌
方便公眾和旅客使用，並會邀請公眾參與命名。
政府消息人士指，智能手機在港已十分普及，

政府會在部分現時未有提供Wi-Fi無線服務的政府
地點增建Wi-Fi熱點，方便市民透過Wi-Fi進行通
訊。而現時主要的政府大廈均已安裝Wi-Fi，但郊
野公園和部分沙灘仍未有Wi-Fi服務。
另外，政府已免費開放實時道路交通資料、公共

設施的地理參考數據、物業市場統計資料、人口普

查統計資料等，明年起亦會以數碼格式發放所有開
放予公眾的資料，為商界提供更多機會。當局在運
作上亦會進一步數碼化，積極採用無紙化解決方案，
提升效率，促進資料共用和保護環境。

研數碼身份證書 推電子支票
政府並會研究進一步使用物聯網、感應器和大

數據分析技術，更有效地管理我們的城市。當局
同時會研究為每名市民提供數碼身份證書，構建
統一、通用和安全的平台，以更有效地推動電子
健康記錄、簽署電子支票等服務。
曾俊華在預算案又提到，現時本港寬頻網絡已

覆蓋97%住宅，住宅寬頻服務的滲透率達83%，
流動電話的滲透率高達237%。而本港的國際互聯
網頻寬排名全球第一，在全球創新指數和數據中
心風險指數亦屬亞洲第一。

打造Wi-Fi城 熱點倍增至2萬

部分來年新增教育
及相關開支

新項目

中學中學ITIT增潤課程增潤課程

向向66所大學提供科技創業資所大學提供科技創業資
助助

施政報告跟進項目

資助學生修讀人力需求指定資助學生修讀人力需求指定
範疇的自資學士課程範疇的自資學士課程

20142014//1515及及20152015//1616兩學年兩學年
增加學券資助額增加學券資助額

逐步增加大學銜接學額逐步增加大學銜接學額

資助尖子升讀海外知名大學資助尖子升讀海外知名大學

資助公營學校加強生涯規劃資助公營學校加強生涯規劃
教育教育

少數族裔中文教育及相關支少數族裔中文教育及相關支
援援

提供免費午膳提供免費午膳

資助清貧學生參與境外及內資助清貧學生參與境外及內
地交流活動地交流活動

資助清貧港生內地升學資助清貧港生內地升學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20142014//1515年度財政預算年度財政預算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歐陽文倩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歐陽文倩

每年/總金額

7,500萬元

2,400萬元

每年/總金額

99..6565億元億元

88..9494億元億元

44..3636億元億元

33..3939億元億元

22..5757億元億元

22..55億元億元

22..0202億元億元

11..33億元億元

11..1414億元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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