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金」速上立會 教界：好開始
先撥36億 包括提高班師比及津貼自資學士生3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增加50億元教育經常

開支是本屆政府其中一項率先啟動的工作，行政長官林

鄭月娥昨日召開上任後首次行政會議，順利通過了有關

增加教育開支的建議，而她今日出席立法會答問大會

時，詳細介紹分配細節。消息指，在50億元開支中，政

府將先向立法會申請36億元撥款，包括用作提高中小學

班師比例0.1，並向修讀自資院校學士課程學生，每人每

年派發3萬元直接資助。多位教育界持份者形容這是好

開始，林太昨日亦提到，這套教育新資源方案，基本上

得到教育界很大的共識，而教育局局長楊潤雄今日稍後

亦會進一步交代新措施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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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答問會細釋方案
林鄭月娥昨日在行會後會見傳
媒，被問到有關50億元教育開支
的分配細節，她表示，有關詳細
內容需留待今日的立法會答問大
會上詳細介紹，「不過我可以和
大家說，這一套教育新資源方
案，基本上得到教育界很大的共
識，今次提出的（措施）與立法
會上各黨派的意見亦有很大的吻
合性，相信會受廣大市民和教育
界的歡迎。」
消息指，行會昨日先通過增撥50

億元教育開支當中的36億元，其中
約15億元用於改善教師編制，中小
學班師比各增加0.1，預計全港可增
加2,000多個常額教席。
同時，當局會落實將中小學特

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職位常規
化。
至於專上教育方面，則會撥出
近12億元，用於資助在文憑試考
獲「3322」入學門檻，並獲自資
院校學士學位課程取錄的學生，
每人每年可獲3萬元學費資助。

何漢權：增常額教席
風采中學校長、教育評議會主

席何漢權表示，以本港中小學班
師比提高0.1計算，即平均每所
學校額外獲得約 2.4 個常額教
席。他強調，改善中小學班師比
是學界多年內的共識，相信有關
政策普遍受學界歡迎，「至於加
0.1，在心理上而言亦有助學界稍
為減輕人手緊張問題，對於合約

教師或準教師而言，也是多一分
機會進入常額編制。」
不過，何漢權指，目前不少中

學都聘用7名至8名合約教師，即
使增加2.4個常額教席，恐怕也
是杯水車薪，期望政府考慮彈性
處理這筆資助，讓學校按個別校
情作出相應分配，「例如讓學校
可將2.4個常額教席折現處理，
平均分配為各合約教師加薪」，
以避免出現「有人歡喜有人愁」
的情況。至於長遠而言，縱然政
府未必能吸納所有合約教師進入
常額編制，但何漢權認為政府可
考慮將班師比再提高0.2或0.3，
以進一步改善教學質素。

呂汝漢：自資校獲肯定
對於政府擬推出3萬元直接資

助予自資學位學生，東華學院校
長呂汝漢表示歡迎，形容措施絕
對有助學生與家長減輕財政負
擔，「同時這筆資助也是政府對
於自資課程的一個肯定，間接認
可了各自資院校的質素」，在他
看來是很大鼓舞。
至於坊間有意見擔心，資助推

出會否導致自資院校進一步加
價，呂汝漢相信政府提供資助
後，亦會相應作出監管，問題應
該不大。
楊潤雄昨日出席活動後回應有

關措施，他透露，會先處理比較
急切的教育議題，具體細節留待
林太今日公佈，他亦會於下午會
見傳媒，進一步解釋新措施細
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朗文）新一屆行政
會議昨日召開首次會議，特首林鄭月娥會後率
領全體16名行會非官守成員會見傳媒。她形
容，行會成員非常資深，擁有豐富的工作和專
業經驗，是協助其施政的智者，又指自己不會
要求7名身兼立法會議員的成員「箍票」，但
相信他們會協助特區政府在社會上解說政策。
對於新一屆行會被指欠缺新面孔，林鄭強調面
孔新舊不太重要，最重要是思維創新，行會成
員都認同其施政新風格。

資歷深經驗豐思維新
林鄭月娥昨日與政務司司長張建宗、財政司

司長陳茂波及全體16名行會非官守成員會見
傳媒。她再次感謝各成員接受邀請，加入新一
屆行會，形容他們每個人都非常資深，有豐富的工
作和專業經驗，和她也十分熟識、合作多年，所以
毋須花時間磨合。她笑言，行會團隊比問責團隊更
資深，「他們的平均年齡是62歲，比我的主要官員
團隊（平均）年紀大一些，所以我深信他們會以一
個智者、充滿智慧的人士（的身份）幫助我施
政。」

「雙料成員」利釋新政
她續指，其中7人是立法會議員，但不會要求他

們去「箍票」，相信他們會「是其是、非其非」，
把立法會的意見帶入行會，並會幫助特區政府在社
會上解說政策決定，及協助這些決定在立法會能夠
順利通過。她更提到，如果當局在政策制定的過程
當中，令到7個「雙料議員」及他們代表的政團都
難以接受，相信他們都會提點當局，「因為他們亦
無辦法可以強行要求他們自己各自政黨的黨員、黨
友支持政府建議。」

金融「四大支柱」助陣
至於另外9人，林鄭形容他們是各個範疇裡的專

業人士，並提到自己在競選期間有金融方面的「三

座靠山」，「今日想更正一下，現時在行會內協助
行政長官去鞏固和提升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
位有『四大支柱』，分別當然是查史美倫女士、任
志剛先生、陳智思先生和周松崗先生。」她說有信
心在未來日子裡，透過4位在金融方面經驗非常豐
富的行會成員，加上由財政司司長領導的金融領導
委員會，會讓香港的金融事業發展得更好。
對於新一屆行會被指欠缺新面孔，林鄭強調面孔

新舊不太重要，最重要是思維創新，而無論是主要
官員或行會成員，都認同其施政方向，「所以在未
來日子裡，我們都會展現出這種新的風格、新的角
色和新的哲學。」
新一屆行會召集人陳智思表示，行會成員來自不
同專業，每人都有其代表性，「我們來自有金融背
景、有法律背景，亦有商界，而商界亦包括中小企
的代表和大企業的代表。
另外在創新科技，亦在教育，再到醫療、安老和

勞工方面都有其代表性，還有鄉郊（方面）。」他
相信每個成員都會以自己的專業和代表性，為林鄭
提供意見，令她在落實政策時可以更充實，「我們
很樂意在未來5年的時間，全力支持行政長官落實
她的施政、政綱方面的工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朗文）林鄭月
娥昨日強調，兩屆特區政府交接相當順
利，很多工作都得到上任特首梁振英配
合，如籌備每年50億元的教育經常開支。
她續指，新一屆特區政府會率先改善行政

立法關係，如果立法會議員認為她多接受
議員質詢有助改善關係，她非常願意做。
林鄭月娥昨日出席行政會議前強調，

過去3個多月，她與上屆特區政府的交接
相當順利，有很多工作都得到梁振英的配
合，「例如籌備教育新資源的工作，我都
可以得到梁特首的同意，直接與教育局的
同事磋商，所以可以現在於上任幾日後已
經有整套方案，所以我肯定我們的交接是
順利和成功。」
對於她在取消強積金對沖及開放政府

總部東翼前地方面，與上屆政府立場不
同，林鄭指每屆政府都會有它考慮各方面

因素後的看法，例如強積金對沖，自己在
上屆是主事官員，其看法是必須繼續聆聽
多些意見，才可以找到共識去推行。
至於開放政總東翼前地，她認為需要

檢視，如果能夠處理好保安和管理問題，
個人傾向採取開放態度。

率先改善行立關係
她又指，改善行政立法關係是今屆政府的

重要工作，亦是率先要做的工作，因為如果
行政立法關係不順暢，就直接影響施政，
「如果立法會議員認為行政長官親自多出席
立法會會議、接受議員質詢是有利於行政立
法關係的改善，我是非常願意做。
不過，我知道這件事現在在立法會內

部是磋商中，所以我要等立法會有了一個
共識或有了一個看法，我才與立法會主席
商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朗文）林鄭月娥昨日表
示，日後會讓行會成員在
政策醞釀初期就可與相關
司局長「互動」。她解
釋，作為特首施政裡最重
要的顧問，行會成員需要
在更早階段有份參與、討
論，及將社會意見反映給
相關的司局長，不能夠往
往去到最後一刻，當政策
準備推出時才交給行會成
員討論。
她續指，根據香港基本

法，重大政策需要有行會
成員的討論，如果有過半
數行會成員不贊成，需要
記錄在案，「所以作為行
政長官，我想不單是我，
任何（歷屆）的行政長官
都不希望政府做的政策時
常都要記錄在案……一個
方法可以盡早得到行會的
非官方成員的理解、支
持，就是更早讓他們參與
在政策制定的過程裡。」
陳智思表示，行會成員

前日已進行非正式會面，
「我相信大家不會看到我
們只在星期二開會這麼簡
單」，而上屆不少成員都
與個別的政策局有例行見
面商討政策，期望這些工
作在新一屆特區政府會做
得更緊密。他又希望未來
在政策醞釀的初期，行會
成員能夠參與和給意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朗文）問責團隊尚餘副局長及
政治助理人選未揭盅，林鄭月娥昨日表明，政治立場並非
主要考慮，但一定要擁護「一國兩制」及香港基本法。
林鄭月娥在出席行政會議後表示，副局長及政助的物色
過程仍在進行，當每個局長找到副局長及政助人選後，
都要交給由她擔任主席的聘任委員會通過，而她揀選副
局長及政助的原則與司局長一樣，都是廣納賢能、用人唯
才。
她說：「他（有關人選）的政治背景和政治立場不是主
要的考慮，但當然要擁護『一國兩制』、『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和（香港）基本法，所以我都呼籲社會的人士，
往後去看這些副局長的人選，都是用我剛才說的那套標
準。」
林鄭月娥指，正如問責團隊及行會都有「泛民」背景人
士加入，「我亦見不到建制派議員或朋友用一種有色眼鏡
去看這些人士。」

在新增50億元教
育經常開支中率先撥
出的36億元，將用
於改善中小學班師
比，及每年資助自資
學士學位課程學生3
萬元。
有準教師相信這是
一個好開始，成為整
體教師行業的曙光，惟擔心有關政
策主要在於幫助合約教師轉常額，
新入職或剛畢業的新人或未能受
惠。有自資學生則讚揚當局推出直
接資助其學費，相信有助減輕財政
負擔，改善甫畢業便要背上多達20
萬元「學債」的情況。
教育大學小學教育──數學課
程應屆畢業生李小姐坦言，對能
獲聘為常額教師並不抱期望，
「常額教席太少，而每年畢業生
太多，未入行都已從師兄、師姐
口中聽過搵工艱難。」不少師訓
畢業生都會先於合約教師一職上
打拚數年，所以自己亦早有心理
準備。

新人憂僅合約師受惠
李小姐最近獲一所小學聘為合約
教師，聽聞政府有意改善中小學班
師比情況時表示歡迎，並形容政策
有助整體教師行業發展，自己亦在
教師路上看見一絲曙光。
不過，她憂慮，目前在教育界

已積累一班富經驗的合約教師，
班師比改善所增加的教席，將在
於幫助他們轉為常額，擔心新政
策對新入行的教師而言，未必會
有即時幫助。

恒生管理學院企業管治課程三
年級生羅卓傑對3萬元直接資助
消息表示高興，若政策能在9月
落實推行，他將有機會在最後一
年「趕尾班車」受惠。他目前一
年繳交約7萬多元學費，如今政
府能資助近半自是好事，「這筆
資助可能有助我增值自己，例如
報讀外語課程」，同時亦有助減
輕家庭財政負擔。

自資生喜獲資助「減債」
羅卓傑在自資同學中算是比較

幸運的一個，父母有能力支付4
年學費，但他強調「借足4年錢
讀書」的同學並不罕見，「目前
畢業生的薪酬中位數大約只有1.3
萬元，學生一畢業便背負近20萬
元『學債』，壓力是可想而
知」，相信政府的資助對有需要
學生而言是一大喜訊。
倘有關撥款可於月內獲立法會

通過，將有望於9月新學年落實
推行。
羅卓傑表示，資助當然是愈快

愈好，長遠而言則期望政府考慮
進一步加大資助額，拉近與資助
學士課程的差距。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姜嘉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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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智思表示，行會成員來自不同專業，每人都有其代表
性。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林鄭月娥昨首次主持行政會議，並在會後率領全體16名行會非官守成員會見傳媒。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恒生管理學院學生歡迎資助自資學士生的政
策。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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