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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獎學金

10億種子基金不動用 收益資助沿線60多國學生

誤解：獎學金僅為討好國家，對香港無益處。
（ ）

事實：全球經濟重心逐漸移到亞洲，香港有必要加
強參與及爭取扮演重要角色，維持競爭力及
配合國家發展。獎學金吸引「一帶一路」沿
線學生來港讀書，有助外國認識本港及內地
文化，長遠來說如他們畢業回國發展，也為
香港帶來珍貴的人際網絡。港生亦能透過與
他們朋輩交流，了解他國發展及擴闊視野，
考慮前途時有更多選擇。
由政府提供予特定地區學生的獎學金，屬於
策略性的人才發展計劃。新加坡亦有多個類
似的獎學金，美國早期也有近似制度。

（ ）
誤解：以10億元公帑成立獎學金資助100名外地學

生，金額過多。 （ ）
事實：10億元是以一次過的種子基金形式，注資

現有的「香港政府獎學基金」中，10億元
本金基本維持不變，只以每年利息收益提供
資助。以首階段予印尼學生的10個名額，
每人每年提供12萬港元涉款共120萬元。

（ ）
誤解：獎學金資助內地生來港讀大學。 （ ）
事實：獎學金對象為「一帶一路」沿線60多個國

家的學生，主要涵蓋東南亞、南亞、中亞、
中東地區，及部分非洲及歐洲國家，並不包
括內地學生。 （ ）

誤解：獎學金吸納「外人」入讀本地大學，會「搶
走」港生資源。 （ ）

事實：特區政府今年開始實施新政策，八大資助院
校的所有非本地生，均於予港生的1.5萬個
大一學額以外錄取（上限20%），港生升學
機會不受影響。將來獲得獎學金的外地生，
均由各大學自主決定收生，確保他們達到高
水平。 （ ）

誤解：以獎學金「益」外地生，卻不撥資源幫助本
地生。 （ ）

事實：特區政府為本地生提供大量獎學金，如每年
撥出1億元供港生入讀八大院校、演藝學院
及職訓局資助課程的獎學金，供港生入讀自
資院校的獎學金也涉款7,000萬元。2014/
15學年，獲得有關獎學金的港生就超過
5,100人。
同時，特區政府去年成立「香港卓越獎學金
計劃」（尖子獎學金），供港生入讀海外名
校，每人每年最多獲25萬港元學費資助，
有經濟需要者並可獲20萬元助學金，首批
有92名得主。 （ ）

■資料來源：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政府消息人士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姜嘉軒、任智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為協助各界真正了
解免費幼教政策所帶來的正面影響，吳克儉為半日
制、全日制及長全日制幼稚園各舉一個實例，現場計
算新制實行後校方所獲資助額將會大幅增加。局方
指，明白外界對收生「人頭」計算資助方法的各種憂
慮，將會在未來日子考慮更多措施優化政策。

全日制受助額翻倍 半日制增幅近半
吳克儉在記者會上為三類幼稚園「算賬」。以一間
長全日制幼稚園為例，收生90人，學券制下可得的資
助額是每年200萬元，但未來新資助額為490萬元，
較現時增1.4倍；一所同樣收生90人的全日制幼稚
園，學券制下每年也有200萬元資助，新政策下有400
萬元，增加1倍；有200名學生的半日制幼稚園，
2015/16年學券制資助450萬元，新資助額將提高至
660萬元，增幅46%。

目前的基本半日制資助額，以收生「人頭」計算，
幼稚園每收一個半日制學生預計可獲得32,900元資
助。收生較少或地區偏遠的「細校」或擔心出現「富
者愈富，貧者愈貧」局面。教育局常任秘書長黎陳芷
娟表示，局方有考慮以上狀況，正商討設立資助「回
收」機制，即學校資助額如累積至某個上限，當局將
會要求校方交還剩餘資助，確保善用公帑。
另一方面，她指局方明白部分「細校」所憂，實際
解決方法目前言之尚早，但指政策實施後會密切關注
有關情況，也會協助有需要學校。
在租金資助方面，日前政府消息人士特別提到有30

所現收取全額租金津貼的學校，轉制後得到的資助會
減少，因此將設4年過渡期，仍可獲全額租金資助，
之後才下調。局方昨日進一步解釋指，私人市場波動
大，政府控制不了，更不可能完全承擔學校負擔，故
設下4年過渡期，讓有關幼稚園尋找解決辦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今年施政報告公佈
了多項教育新措施，均受到學界歡迎。教聯會昨日
表示，支持特區政府提出多項與幼稚園教育相關的
新安排、延續「三保」等，但對當局未有重設幼師
薪級表感到失望。
教聯會昨日舉行記者會回應施政報告的教育政

策。該會副主席林翠玲表示，歡迎政府提出將師生
比例設為1：11、為全日制及長全日制幼稚園提供額
外資助，延續「三保」（保學校、保教師、保實
力）等措施，期望教育局盡快敲定部分細節，並廣
泛諮詢業界意見。不過，該會不滿當局未有回應業
界提出要重設幼師薪級表的建議。
「爭取十五年免費教育大聯盟」則在本月以網上

問卷，訪問了5,031名家長及幼師，以了解他們對於
免費幼教政策的看法。昨日公佈的結果發現，近
94%受訪者認為在相關政策下，預計2017/18學年起
全港約有七至八成的非牟利半日制學生免繳學費，
並非真正的「免費教育」。大聯盟建議當局訂定清
晰的時間表，逐步落實全面資助幼稚園教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新年度施政報告公佈
了涉款67億元的免費幼稚園教育政策，特區政府估計由
2017/18學年起，將有七至八成的半日制非牟利幼稚園
學生可以零學費讀書，但由於尚有少量學生要付費，有
人質疑這「有違免費原意」。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則解
釋，當局當然希望將零學費的學額比例增加，但學校有
不同辦學宗旨及營運方式，家長亦會因應不同需要作出
考慮，為子女選報學校，在顧及市場多元化的情況下，
「理論上好難做到百分百受惠。」

特首指邁首步走向優質
特首梁振英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指出，目前幼稚
園的發展多種多樣，「不是財政司司長給他一張支
票，便完成工作」，往後仍有很多工作要做，而這是
「行出第一步」，希望將幼稚園推向優質的方向。
吳克儉及相關官員昨日出席記者會解釋施政報告的教
育內容時，被問到政府預計只有七至八成的半日制非牟

利幼稚園學生毋須繳交學費是否「有違免費原意」。他
坦言，當局雖然希望零學費的學額比例增加，但「個別
學校有自己一套辦學宗旨及營運方式」，另外國際學校
亦有自己一套課程準則，即使目前的學券制度，亦有部
分學校因為希望「自主」而不參與。

須顧及多元化辦學模式
他又指，家長的個人選擇也有必要照顧，「部分家

長希望培養子女國際視野，或有些家長對幼稚園教育
有更高要求。」免費幼教政策其中一個目標是要提高
學童按其所需接受不同模式幼稚園教育的機會，在種
種客觀因素下，達至「百分百」免費幼稚園教育並不
可能。
被問到政府估計的免費比例基於多項假設，實際執

行時會否低於七成，吳克儉指資助涉及公帑，故資助
過程將有嚴謹監察，「師生比例（1：11）及教師薪酬
亦有明確建議幅度，不會變得太犀利。」

國際化是全球大學
發展的焦點，是次政
府 提 出 的 「 一 帶 一
路」獎學金，策略性

地對準亞、歐以至非洲60多個國家
的學生，毫無疑問是支援大學國際
化、開拓新機遇的重要措施。

事實上，「一帶一路」國家，特
別是亞洲部分，正正是近年香港院
校的「國際化目標」。根據教資會
數字，2004/05 學年八大資助課程
中，內地以外的亞洲學生只得 211
名，至 2014/15 學年大增 12.4 倍至
2,831 名；而同期內地生增幅為 2.5
倍，其他地區的學生增幅則為 3.6
倍，最熱門的「增長點」顯而易
見。現時世界各地院校紛紛以獎學
金挖人，是次獎學金就由政府出
錢，協助院校吸納不同地方的尖
子，亦有助年輕人擴闊視野，讓香

港社會把握機遇。
去年底由教資會舉辦的博士生分享會中，

就有受惠於「香港博士研究生獎學金計
劃」、來自土耳其的博士生大讚香港學術水
平高，但自己並非出身富裕之家，假如沒有
獎學金根本不可能在港讀書，而他們優秀的
頭腦，亦為本地學術發展注入動力。

雖然大學校長會對「一帶一路」獎學金表
示歡迎，但有批評者以二元對立思維曲解政
策的運作及受惠對象，更將自己個人的偏見
及誤解以訛傳訛，挑起「搶資源」矛盾，令
人惋惜。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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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昨日就施政報告的教育措施舉行記者會，局
長吳克儉指，新的獎學金可吸引「一帶一路」沿

線學生來港讀書，有助他們認識本港及內地文化，而
港生亦能透過與他們作朋輩交流，了解他國發展及擴
闊視野，考慮前途時有更多選擇。

各國尖子讀港校 鋪未來合作人脈
政府消息人士則提到，來港學生均是當地尖子，長
遠來說如他們畢業回國發展，有機會成為重要的社會
領袖，他們在港的人際聯繫及學習體驗，未來可以為
香港帶來珍貴的合作機遇。

吳克儉表示，一地政府向指定地點提供獎學金，於
多個地方已有先例，如新加坡便有多個策略性與其他
地方合作的獎學金計劃，美國早期也有近似項目。事
實上，日本政府文部科學省亦有特設本科生獎學金，
專門供港生申請，旨在促進國際間在教育、科學及文
化上的交流，並加強日本與香港的了解和合作。

促進港成為「一帶一路」教育樞紐
他又提到，除各項教育及升學措施外，政府單是給

予港生升讀本地大學及自資院校的獎學金數字，上年
度便達1.7億元，可見當局對年輕人的支持。

在獎學金運作細節方面，教育局副秘書長盧世雄補充
指，10億元基金不會動用，每年只以投資收益資助學
生；以首階段印尼10個名額來說，每年總金額為120
萬元。至於其他合作國家仍需要再與相關政府商討。
教育政策關注社主席張民炳認為，「一帶一路」獎

學金能為本港學界帶來極大優勢，絕對是一大良策，
「獎學金每年為本港帶來不同地區尖子學子，引入良
性競爭，促進香港成為『一帶一路』教育樞紐，角色
地位大大提高。」張民炳認為任何政策只需申明利
弊，而「一帶一路」獎學金明顯能為本港帶來極大益
處，不存在所謂「討好內地」情況。

教局：免費幼教難「百分百」

各類幼園受助金額大增

為港拓新機遇

學界歡迎教育新舉措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

任智鵬任智鵬、、姜嘉軒姜嘉軒））施政報施政報

告提出設立告提出設立「「一帶一路一帶一路」」

獎學金獎學金，，但坊間隨即出現但坊間隨即出現

不少誤解不少誤解，，掀起社會爭掀起社會爭

議議。。行政長官梁行政長官梁振英昨日振英昨日

強調強調，，獎學金的對象是獎學金的對象是

「「一帶一路一帶一路」」6060多個國家多個國家

的學生的學生，，以為名額會供給以為名額會供給

內地學生的言論是完全錯內地學生的言論是完全錯

誤的誤的。。教育局則澄清指教育局則澄清指，，

計劃涉及的計劃涉及的1010億元撥款億元撥款，，

只是作為種子基金只是作為種子基金，，不會不會

動用動用，，每年撥出的金額也每年撥出的金額也

遠比給予本地港生的獎學遠比給予本地港生的獎學

金少金少，，政府一直重視香港政府一直重視香港

年輕人發展年輕人發展，，新增獎學金新增獎學金

與港生利益並無衝突與港生利益並無衝突；；而而

有關指定地點的獎學金有關指定地點的獎學金，，

屬國際常見的策略性計屬國際常見的策略性計

劃劃，，學生如畢業回國發展學生如畢業回國發展

將可帶來重要的人際網將可帶來重要的人際網

絡絡，，讓香港得益讓香港得益。。

■教聯會表示，支持政府提出多項有關幼稚園教育
的新措施。 教聯會供圖

■■教育局局長吳克儉等官員昨日出席記者會解釋各項最新教育政策教育局局長吳克儉等官員昨日出席記者會解釋各項最新教育政策。。 曾慶威曾慶威攝攝

■■「「一帶一路一帶一路」」1010
億元為種子基金不億元為種子基金不
會動用會動用，，只以每年只以每年
投資收益資助沿線投資收益資助沿線
6060 多國學生多國學生；；以以
首階段印尼首階段印尼1010個個
名額來說名額來說，，每年總每年總
金額為金額為120120萬元萬元。。
圖為印尼學生在香圖為印尼學生在香
港城市大學舉辦的港城市大學舉辦的
東南亞民俗文化節東南亞民俗文化節
上獻歌上獻歌。。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