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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SDP擬恒常化 學額學科增
施政報告出招育才惠1.3萬人 5億補助供自資院校申配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溫仲綺）今

年的施政報告即將於本月中發表，

就專上教育部分，有消息指政府計

劃在 2018/19 學年起，大幅增加

「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

（SSSDP）」的自資學士課程一年

級學額，由現時每屆約1千個倍增

至3千個，亦會推出5億元的配對補

助金讓自資院校申請。自資高等教

育聯盟指，增加SSSDP學額可令更

多學生受惠亦令課程學科更多元

化，對自資院校健康發展有好處，

並期望計劃能擴大資助範圍至副學

位課程，幫助不同層面的學生。

SSSDP於2014年施政報告提出，在2015/16學年起
連續3年資助每屆約1,000名學生修讀選
定範疇的指定自資學士課程，每名學生
可獲得4萬元或7萬元（因實驗儀器等成
本較高課程）的學費補貼，以培育切合
本港社會及經濟需要的人才，而有學科
涵蓋護理、建築、時裝設計和土木工程
等，3年計劃共涉及9.6億元。
昨日有線電視引述消息指，施政報告有
意提出，在完成3年計劃後2018/19學年起
將資助恒常化，並將每屆資助名額增至3千
個，涵蓋學科範疇或會更多，而屆時已經
入學、就讀高年班的學生亦有機會獲資
助，預計不同年級可有1.3萬名學生受惠。

有學生憂學費加價
今年9月的第三屆SSSDP，共涉及6所

自資院校17個學士課程，扣除學生首學
年需繳付19,100元至49,680元不等的學
費。有就讀SSSDP時裝設計課程的學生
直言，是因課程獲資助而選讀，而事實
上同樣與設計相關，同校的廣告設計課
程現時未被納入計劃。
有學生則擔心自資課程納入SSSDP會

引起大幅加價，過往便曾有自資護理課
程，在獲SSSDP資助的同年投資更新設
備及改善師資，最終賬面加費達八成以
達收支平衡。在下學年亦有11個SSSDP
課程加學費，加幅由2.5%至10%不等。
另外，為支援自資院校財政營運，施

政報告計劃提出於第七輪配對補助金專
門設5億元供合資格的自資院校申請，就
院校所得的捐款作配對。事實上過往的
配對補助金亦已包括部分自資校，但因
其籌款能力遜於八大受惠程度較小；以

第六輪計劃為例，17所參加院校中8所為
自資校（另加八大及演藝學院），而8所
自資校共只獲約4億元配對金，佔總額僅
16%。

聯盟料有助改善收生不足
自資高等教育聯盟主席阮博文認為，

如政府擴大SSSDP涵蓋的學科及課程，
可讓學生報讀的課程更多元化，有助改
善部分院校收生不足問題，而將來高年
級生亦獲得資助，相信可吸引副學位畢
業生選擇銜接這些課程。
他又期望SSSDP不止資助學位課程，

亦可涵蓋副學位，令更多層面的學生受
惠。他又認同，配對基金對自資院校籌
款有幫助，由於辦學年期及規模不及八
大，未必會有大額捐款而是以小額為
主，希望計劃亦可考慮有關因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特區政府
將於新一份施政報告交代退休保障問題。
有報道引述消息指，政府提出在綜援及長
者生活津貼（長生津）之間多設一層現金
援助，資產上限金額約14萬元，合資格
長者可每月領取約3,400元。扶貧委員會
委員羅致光昨出席電台節目時說，他沒有
收到消息，但有關方案與政府諮詢的其中
1個模擬方案相近，只是數額上有差異，
理念上都是按長者經濟需要的方案。
據有關報道指，政府計劃放寬長生津

的資產上限至30萬元。羅致光認為，長
生津的合理資產上限為52萬元，但由現
時的21萬增至52萬元是較困難，建議為
領取長者生活津貼、同時沒有收入的長者
提供3,800元津貼，預計會有約30萬名長
者合資格領取。他說，在此方案下，政府
每年只需增加30億元至40億元支出，未
來政府能按部就班把資產上限調升。
羅致光稱，如果政府推行報道所提及

的方案，估計只要獲立法會財委會撥款通
過便能推行。他續說，預料退保方案的資
產上限水平將會有很大爭議，但無論如何
釐定，都會出現批評聲音。

出席同一節目的香港中文大學社工系
副教授黃於唱認為，政府諮詢時有預設立
場，並用「洪荒之力」向公眾表示不會推
行全民退保。他續說，資產總值達30萬
元至100萬元的長者佔大多數，若政府推
行報道所指的方案，他們便沒有任何保
障。他強調，學者方案提出的「三方供
款」方法切實可行。

張國柱感「遺憾」盼交代
同場的另一名委員張國柱對有關消息

感到「遺憾」，又稱委員會曾多次提出討
論學者提出的全民退保方案，但政府單方
面認為方案會「爆煲」，之後就無繼續討
論。他認為，若政府不推行全民退保，必
須向公眾交代為何全民退保不可行及如何
「爆煲」。
「爭取全民退休保障聯席」成員張文

慧稱，全民退保獲民意支持，但政府的顧
問報告沒有歸納所有民間意見，對此感到
失望。她又稱，不希望政府只是推出一個
加強版的扶貧措施，認為關鍵是政府有沒
有勇氣面對，否則全民退保問題只會懸而
未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行政長官
梁振英將於本月18日發表任內最後一份
施政報告，有傳將會推出設資產審查的
退保方案，並就強積金對沖問題提出建
議。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表示，新
年度施政報告會就退休保障、強積金對
沖問題作全面及完整的交代，又形容今
次的建議具有前瞻性，及顧及各方面。
張建宗昨日出席「2016精神健康月」
嘉許禮後表示，行政長官梁振英將於1月
18日發表施政報告，屆時會就退休保障
方案作全面、完整的交代，但對於坊間
不同意見及揣測，張建宗說不會回應和
評論，希望大家可以等行政長官公佈。

前行一大步 為將來奠基
他透露，今次施政報告關於退休保障
的內容，不會只涉及現金援助或現金津
貼。報告亦會檢視個人儲蓄、社會醫療
和強積金等社會保障支柱，包括強積金
對沖問題，都會提出具體方向和建議，
又形容是次的建議相當完整並具有前瞻
性，在各方面都有顧及到，亦是向前行
出一大步，並非停滯不前，同時可為下

屆政府及將來打下基石。
有傳媒早前引述消息報道，特區政府

今次施政報告將不會推行全民退保，而
是採納退保諮詢文件中提出的有經濟需
要方案，只會在單身長者綜援及長者生
活津貼間增加一層現金援助，並設資產
審查，合資格的長者每月可領取約3,400
元，稍高於諮詢文件建議的3,230元，而
資產上限則定於約14萬元。
報道續引述消息指，政府會放寬長者

生活津貼的資產限額，個人上限將由現
時21.9萬元調高至約30萬元，但津貼金
額維持不變，預料兩項措施會有逾50萬
長者受惠。
另有傳媒引述消息指，政府將於今次

報告提出逐步取消強積金對沖長期服務
金和遣散費的建議，方法是動用以十億
元計公帑補貼僱主十年，以及將長期服
務金及遣散費的計算方法，降低至月薪
的一半乘服務年期，以換取僱主同意取
消對沖機制。

精神復康共投放2.86億
此外，張建宗昨日在嘉許禮上又提

到，政府在今個財政年度，總共投放2.86
億元於精神復康工作，較由2010年時的
1.35億元，增幅超過1倍，亦由上個財政
年度起，增撥1,270萬元經常開支，以增
加社工人手，為精神病康復者的家屬及
照顧者提供輔導及支援。
他指出，由社署資助11個機構籌辦的

24個以精神健康為本的一站式綜合社區
中心，由2010年至今共幫助超過5.7萬個
精神病康復者及懷疑有精神健康問題的
人士，也舉行了超過1.5萬個項目，教育
公眾對精神病患者的溝通方式和支援。

張建宗：退保建議全面具前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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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資專上院校過去10多年發展快速，
但隨着適齡入學人口下降令其生源大
減，預料業界未來會持續面臨「收生寒
冬」。教育局資料顯示，中學畢業生人
數會由2015/16學年的56,840人，大減
1/4至 2021/22 學年的 42,700 人。事實
上，近年多所自資院校已相繼停辦副學
位課程或大減收生規模，港大旗下明德
學院亦因收生不足長期虧損而改由港大

專業進修學院接管，嶺大轄下兩所自資
院校則會合併至只剩下一所。
普遍自資院校學士及副學位課程近年

都出現收生不足情況，教育局去年表
明，現時專上課程已供過於求，自資校
收生困難會愈來愈大，要求院校及早規
劃考慮人口變化，鞏固課程數量和質
素。所以多所自資校早前決定調低今年
9月新學年預算收生額，減幅最多達六

成。
自資專上課程學費相對較高，而學科則

較集中於人文社科及商業等範疇，亦被視
為自資專上界別面對的問題。是次SSSDP
推出之初，便以提供學費資助為目標，同
時針對性為人力需求殷切的行業培育人
才，並且鼓勵自資界別在課程發展方面配
合香港的經濟及社會發展需要。

■記者 高鈺

入學人口降 自資校「寒冬」

2017/18學年SSSDP概況

院校

護理

明愛專上學院

香港公開大學

香港公開大學

東華學院

東華學院

東華學院

建築及工程

珠海學院

職訓局THEi

職訓局THEi

職訓局THEi

職訓局THEi

創意工業

香港公開大學

職訓局THEi

職訓局THEi

物流

恒生管理學院

檢測及認證

香港公開大學

旅遊及款待

職訓局THEi

資料來源：SSSDP及大學聯招網頁 製表：高鈺

課程

護理學

護理學（普通科）

護理學（精神科）

健康科學（主修護理學）

醫療化驗科學

放射治療科學

建築學

園境建築

園藝及園境管理

土木工程

環境工程及管理

動畫及視覺特效

時裝設計

產品設計

供應鏈管理

檢測和認證

廚藝及管理

資助
學額

60

150

70

200

20

12

40

10

30

60

60

80

60

60

70

50

30

資助
金額

$70,000

$70,000

$70,000

$70,000

$70,000

$70,000

$40,000

$40,000

$40,000

$70,000

$70,000

$70,000

$70,000

$70,000

$40,000

$70,000

$40,000

扣除資助後
學費

$34,720

$41,800

$41,800

$39,475

$49,680

$59,030

$29,000

$49,100

$49,100

$26,690

$19,100

$20,000

$19,100

$19,100

$36,700

$20,000

$49,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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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指政府將擴大SSSDP資助課程和學額，以及推出5億元的配
對補助金讓自資院校申請。圖為其中一所自資院校東華學院的資訊
日。 東華學院網頁圖片

■■自資院校之一自資院校之一，，恒生管理學院的資訊日恒生管理學院的資訊日，，場面墟冚場面墟冚。。 恒生管理學院恒生管理學院fbfb圖片圖片

■■張建宗指張建宗指，，政府共投放政府共投放
22..8686億元於精神復康工作億元於精神復康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