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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增撥50億 穩定教與學
林鄭教育新策：訂幼師薪級表 合約教席轉常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姚嘉

華、鄭伊莎）特首參選人、前政

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昨日下午公佈

與教育相關政綱，期望透過教

育，培育年輕人有擔當、有國家

觀念、有香港情懷及有質素。她

建議增加每年50億元經常性教

育開支，為香港提供一個穩定的

教與學環境；並提出訂定幼師薪

級表、改善中小學教師編制、短

期合約教席轉常額教席等具體政

策。教聯、教協等教育團體均對

上述建議表示歡迎，期待她就資

源投放的優次及具體措施作較詳

細交代。

林鄭月娥在記者會上表示，香港近
年的教育政策在理念或執行上都

出現問題，故承諾倘她能當選特首，將
會全面檢視香港教育制度政策，務求為
學生、老師、校長及家長創造一個穩
定、關懷、具啟發性及富有滿足感的教
與學環境，亦會重新審視教育資源。

教育開支增至22.6%
林鄭月娥認為，教育是社會向前發展
的最重要元素，也是為香港締造美好未
來的關鍵。
她表示，特區政府的教育開支是遠低
於其他高收入的經濟體，教育開支也在
政府整體性經常開支的比例跌至回歸以
來的新低，故必須重新審視教育資源，
「錢不可以解決教育問題，但正如一句
俗語說『沒錢不行』，所以我今日要處
理教育資源的問題，若我當選下任行政
長官，會立刻每年增加50億元的經常性
教育開支，來解決即時問題。」

林鄭月娥續說，現今教育制度涉及
資源的問題是迫在眉睫、是刻不容緩
的，故必須透過增加經常性開支來紓
緩。
林鄭月娥估算，以2016/17年度教育
的經常開支為747億元計算，增撥50億
元可馬上將該年度開支提升6.7%，也把
該年的經常性教育開支佔整體經常開支
由21.5%提升至22.6%，「這個比例是
相當可觀的。」至於具體建議，她提出
可訂定幼師薪級表、改善中小學教師編
制、短期轉常額教席、改善學校硬件軟
件建設，以及資助學生升讀自資院校課
程等。

教聯教協盼交代細節
林鄭月娥強調，自己十分重視教育，
其教育願景是一個非常「野心大」的願
景，將邀請教師、學生、校長、家長、
辦學團體及社會各界提供意見，讓她可
根據緩急先後，解決教育界問題，在邁

向優質教育的路上同行。
教聯會及教協昨日均發聲明指，歡迎

林鄭月娥增撥50億元經常性教育開支，
以及提出多項教育措施，期望她能夠廣
泛諮詢及聆聽教界意見，以團結及凝聚
共識，並就資源投放的優次及具體措施
作較詳細交代。
教聯會副主席蔡若蓮補充說：「林
鄭願意踏出第一步增加教育經常開
支，做法實際，為學界打下了一支強
心針，反映她重視教育」，但增撥的
50億元是否足夠改善她提出的大中小
幼及特殊教育等多項措施，仍有待學
界再作探討。
教育政策關注社主席張民炳則認為，

50億元經常開支並非小數目，涵蓋不同
教育範疇，可見她對改善教育問題的決
心，值得欣賞。
他認為應優先處理將短期合約教席轉

為常額教席的建議，重振教師團隊的士
氣，以及增加中小學文書人手等。

■呂志凌

22 1177
�:4)�:4)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
近年中小學教師長期面對工作量超
標，但年輕教師又因學校教席聘用
編制問題而無法獲得具保障的專業
發展，教師斷層問題日益嚴重。兩
名90後及80後年輕教師均直言，
現時常額教席難求，不少準教師畢
業後滿腔熱誠，卻要屈就任合約教
師甚至教學助理，薪酬待遇較常額
教席差。他們認為，林鄭月娥提出
要穩定教師教席的相關措施，對年
輕教師是一大鼓舞，令教育界現曙
光，期望有更多具體措施。
本身是90後的香港準教師協會

副主席、中學教師呂志凌昨日接受
本報訪問時指，由於學校縮班、殺
校等問題令常額教席減少，學校唯
有利用津貼聘用合約教師，一般中
學平均有3名至7名合約教師，其
待遇均較常額教席差，以文憑和學
位教師兩類教席為例，頂薪點已相
差2萬元，更要承受朝不保夕的壓
力。他表示，身邊有年輕合約教師
在每年3月至4月因合約快到期，
每天要花時間求職至凌晨，惟即使
接獲學校通知面試，卻無奈教學工
作繁忙也難以抽時間面試，可謂苦
不堪言。

求職消耗心力 為校派傳單
呂志凌慨嘆，近年教師團隊士氣低落，不少準
教師及新入職教師有感其待遇保障低，對前途無
望，亦難以追夢，「明知條路不適合，卻沒有更
好的路，只能硬着頭皮往前走。」他認為，林鄭
月娥提出將短期教席轉作常額等建議的理念值得
歡迎，期望她可有更具體政策，解釋如何運用該
筆開支。
80後中學教師洪志傑亦指，每年3月至4月
是合約教師最徬徨時期，因擔心教席不保、四
處求職而無心教學，影響教學質素，「讀教育
的都滿腔熱誠，希望為社會栽培人才，但無奈
教席不足，令教師無保障，成家難。」他又
指，近年教師工作量大增，壓力沉重，甚至要
應付非教學工作，如在派位中心手持學校傳
單，為學校「拉客」，「教師要做這些工作是
不合理的，但為了保學校，不少老師都要堅持
及認真做，希望可為學校拉多一個學生入
讀。」
他形容林鄭提出的相關措施對年輕教師是曙

光，「等了這麼久，終於有人回應我們的訴
求，是很鼓舞的。」

教育界尤其是中小
幼教師團隊近年士氣

低落，面對繁重的工作壓力，部分人卻沒
有得到合理的薪俸待遇；有中學教師因擔
心收生不足遭殺校，甚至要淪為「經紀」
到派位中心「拉客」。凡此種種都令不少
教育界中人怨聲載道，但又有誰能有實質
的方案可以處理到？
行政長官參選人林鄭月娥昨日公佈初步

政綱，視教育為政策重點之一。她在記者
會提到「教育是用心的事業」，雖然錢不
可以完全解決現存的教育問題，但她深明
要有所改善「沒錢不行」的道理，遂提出
增加50億元教育經常開支。同時建議設
立幼師薪級表、將短期教席轉作常額教席
等措施，回應了教育界多年的訴求。
面對這些體恤教育界實際需要的「貼

地」建議，除中小幼教師感到鼓舞，不同
背景的教界人士及教育團體同表支持，而
即使屢次將教育政治化、一直為反對而反
對從而作出政治攻擊的教協亦都無從反
對，迅速發聲明多次提到「表示歡迎」，
而全份聲明竟然全無批評字眼，為近年絕
無僅有。
有學界人士說，教育界需要一個有承擔

力、有膊頭的特首，其工作更需要獲得整
體學界支持，以為教師、學生帶來曙光。
觀乎林鄭昨日的政綱及學界的反應，似乎
可稱她眾望所歸。 ▓記者周子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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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香港的
經濟發展掌握着市民未來生活，奉行簡
單低稅制正是香港賴以維持競爭力的重
要因素之一。行政長官參選人林鄭月娥
昨日發表經濟發展政綱，表明她會以理
財新哲學發展經濟，並承諾當選後會即
時實施稅務減免措施，包括將企業首200
萬元的利潤的稅率，由現時的16.5%降至
10%，及為特定開支提供額外稅務稅減。
她表示，會善用香港累積的盈餘，增加
香港的競爭力，同時會善用盈餘回應市
民訴求，改善民生，分享經濟成果。
林鄭月娥表示，相信簡單稅制的好

處，故打算在維持簡單稅制及低稅的前
提下，提出稅務新方向。為減輕中小企
稅務負擔，她承諾上任後會推出兩級制
利得稅，企業首200萬元的利潤，稅率會
由現時的16.5%降至10%，預料數以萬計
企業減稅40%。首200萬元以後的利潤，
稅務則維持不變。

研發開支 可減免稅務
她同時提出額外稅務減免，以鼓勵研
究及開發，推動香港創新科技發展。企
業在這方面的支出，可獲較支出更高的
稅務減免。她指出，額外稅務扣減也適

用於環保設施、文化藝術及設計等方面
的投資，並邀請各行各業朋友多提供具
體意見，藉此鞏固及提升優勢產業各大
力推動新興產業，「我認為政府應做一
個促成者角色，將這些氣候文化做得更
好。」
林鄭月娥表示，香港的研發開支落後

國際同儕。根據政府統計處、世界銀
行、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的數據，香港
於2000年至2014年間，每年的研究及開
發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不超過1%，2014
年是0.74%，但中國內地已由2000年的
接近1%增至2014年的接近2%，「深圳
更已高達4%」，遑論跟約3.5%的日本

（2014 年）及逾 4%的韓國（2012 至
2014年）相比了。她說：「推行額外稅
務稅減，我聽取過許多商界意見，這是
無異議的。」
對於被問及推出兩級制利得稅是否連

大企業同樣受惠時，林鄭月娥回應指
出，如果要以聘用人數等方法來只讓中
小微企受惠，設計上會十分複雜，且現
時的建議是中小企必定受惠，加上大企
業縱然受惠，也只不過是省回首200萬元
盈利的6.5%，即13萬元，「對大企業沒
多大作用。」她進一步解釋，現屆政府
的差餉寬免措施也是不問貧富的，但會
設一個上限。

企業首200萬利稅降至10%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程敏）特首參選

人林鄭月娥昨在政綱中提出稅務改革建議，
包括新增「兩級制利得稅」及環保、創意產
業的研發開支，可獲得額外扣稅。本港商會
及中小企對此均表示歡迎，認為這是商界爭
取了多年的政策，更指研發開支扣稅有幫
助，認為「香港現時嘅營商環境唔變就冇得
做，一變基本上就都係R&D（產品研發）嘅
範疇」，如獲額外扣稅，會將資金再投放於
研發。

李秀恒：可為中小企打氣
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李秀恒昨指出，廠商

界多年來已經多次提出要求寬減利得稅，及
投資研發額外扣稅等意見，但政府一直都沒
有具體回應。
他認為，林鄭這次將措施列得這麼具體，

廠商方面當然很歡迎，如她當選的話，希望
能如實推行，可為中小企打打氣，多一點支
援。

倘扣稅 將增研發資金
剛輝橡膠製品總經理吳發基表示，減稅對

中小企無疑是好事，但程度上似乎不太足
夠，200萬元的界線對剛創業的公司或會幫
助較大。他坦言：「香港現時嘅營商環境唔
變就冇得做，一變基本上就都係R&D（產品

研發）嘅範疇。」對於林太提出的研發開支
獲額外扣稅，他十分受落，透露目前公司每
年平均的研發開支達300萬至500萬元，如
可獲得額外扣稅，他將能投放更多資金在研
發方面，公司發展會更理想。
剛輝之前與生產促進局合作研發的「液態

硅膠直接成型」技術，投資金額達1,000萬
元，協助公司由小家電業務轉型至液態硅膠
醫療行業。吳發基指這些項目都需要嚴格審
批，他建議，政府應該新增更多如生產促進
局的機構，相信對中小企的支援覆蓋面會更
大。
Kinox貿易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助理陳智

勇對於林太提出的措施也感到滿意，認為倘
若實行的話，會對公司的幫助頗大，因目前
其公司每年投放於產品創新及設計方面的金
額超過100萬元，如能獲得額外扣稅後，會
將省下的資金再投放於研發方面。

中小企最受惠 金融業冀加碼
身兼分析師協會會長的君陽證券行政總裁

鄧聲興表示，減利得稅肯定對中小企業有
利，因為本港很多小型企業，每年盈利其實
不足200萬元，但對金融業的中小企，幫助
卻不大。
他認為，若將盈利界線劃在1,000萬元，
這樣才會對金融業的小型公司有利。

中小企表歡迎：唔變冇得做

回應多年訴求
紓緩深層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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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志傑

■■林鄭月娥昨日發表經濟發展政綱林鄭月娥昨日發表經濟發展政綱，，表明她會以理財新哲學發展經濟表明她會以理財新哲學發展經濟。。劉國權劉國權 攝攝

■■特首參選人林鄭月娥的教育政綱表明特首參選人林鄭月娥的教育政綱表明，，會為幼師訂立會為幼師訂立
薪級表薪級表。。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特首參選人林鄭月娥的教育政綱表示特首參選人林鄭月娥的教育政綱表示，，會資助高中畢會資助高中畢
業生升讀自資院校大學學位課程業生升讀自資院校大學學位課程。。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教育評議會副主席教育評議會副主席、、新民黨顧問何漢權新民黨顧問何漢權（（左左））擔任林擔任林
鄭月娥的政策顧問鄭月娥的政策顧問，，為教育政綱提出意見為教育政綱提出意見。。 劉國權劉國權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