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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開支1137億夠重手
較上年度多252億 佔整體政府開支逾兩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嘉瑤）

優質人才是社會進步及經濟發展

的動力，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最

新財政預算案亦從多方面大力投

資教育，包括再增撥20億元經常

開支，進一步實踐優質教育，亦

新增多個大額注資撥款及預留開

支項目，例如25億元推行第八輪

配對補助金計劃、資優教育基金

及特區政府獎學金各注資8億元、

預留20億元建設無障礙校園，及

25億元成立全新的學生活動支援

基金等。來年教育開支將達1,137

億元，較2017/18年度大增252億

元。

根據2018/19年度財政預算，教育開
支中有 846 億元屬經常開支，較

2017/18年增加45億元，佔整體政府開支
20.8%。陳茂波昨日指出，現屆政府甫上
任已推出50億元的「教育新資源」，為
進一步實踐優質教育，他建議再額外增撥
20億元經常開支，推行包括提升教師專
業發展、加強支援幼稚園、推動融合教育
和全方位學習等各項措施。

25億助專上院校拓經費來源
同時財政預算將撥款25億元，推行第
八輪配對補助金計劃，為10所公帑資助
專上院校開拓經費來源及提供配對補助，
促進社會各界共同參與，提升教育質素，
而受惠院校包括8大、演藝學院及職訓
局。
此外，預算案亦提出各項基金及注資計
劃，「資優教育基金」及「香港特別行政
區獎學金」將分別獲注資8億元，前者可
加強栽培資優生，後者則將於2019/20學
年起增加更多獎學金名額，鼓勵學生在學
術及非學術領域上追求卓越。
由於香港賽馬會全方位學習基金即將完
結，陳茂波指，將會預留25億元成立全
新的學生活動支援基金，繼續支援有經濟
需要的學生參與全方位學習活動。

預留20億建無障礙校園
為建設無障礙校園，陳茂波建議預留
20億元，為有需要的公營學校加快安裝
升降機。政府消息人士補充，目前有68
間學校正申請安裝升降機，預計明年初會
派工程顧問到校進行檢測安裝工程技術的
可行性研究，將於2020年完成檢測程
序，並預計於2026年完工。

增兩地姊妹學校交流津貼
隨着香港與內地的教育交流日益密切，
預算案提出將兩地姊妹學校交流恒常化，
參與學校每年津貼額由12萬元增至15萬
元，每年額外開支預計約1.7億元。政府
消息人士指，目前參與計劃的500所學校
中小學各佔一半，學生可交流的地點包括
內地不同省市，除了讓學生交流，計劃亦
會促進教師及校長交流，進一步推動姊妹
學校專業互動與多元協作。

小學「一校一社工」幼園推先導計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嘉瑤、聶曉輝）

近月發生多宗虐兒案件，引起各界人士關
注校內社工支援不足的問題。財政司司長
陳茂波昨日在預算案提出多項針對加強小
學、幼稚園及特殊學校社工支援的措施，
包括向小學增撥1.38億元，優化社工及輔
導服務，最終達至「一校一社工」，並會
透過獎券基金向幼稚園撥款約5.04億元，
推社工先導計劃，及為特殊學校增加護士
人手及社工編制。

放寬小學申請津貼門檻
小學社工優化方面，政府消息人士指會

放寬「小學學生輔導服務津貼」申請門
檻，由目前18班小學才可申請全額津貼，
下調至 13 班；而整體津貼額亦會「加
碼」，如現時獲發60萬元資助的24班學
校，津貼額將增至約100萬元。同時，學校
亦可按校本情況，選擇外購社工服務、自
行聘請註冊社工，或以老師進行輔導；其

中外購或聘請社工，會再獲資助監督費
用。
另外，政府將為特殊學校增加護士人

手，並首次為視障及聽障兒童學校提供護
士，預計將有51間特殊學校受惠，每年額
外開支2,600萬元；同時亦會改善特校的社
工編制，增加社會福利署保護家庭及兒童
服務課的人手，及協助營辦防家暴計劃的
非政府機構人手，涉及開支約4,300萬元。
陳茂波同時宣佈，會透過獎券基金撥款

約5.04億元，推出為期3年的先導計劃，
分階段為所有資助幼兒中心、幼稚園及幼
稚園暨幼兒中心合共約15萬名學童及其家
庭提供社工服務。
政府消息指，現時全港約有760間獲資

助幼稚園，但其學生分佈極不均勻，「可
能有些有200名學生，可能一些只有三數十
人」，因此「一校一社工」未必是最適切
做法，加上短期內亦未必有足夠社工人手
可以做到，惟是否一人兼顧區內多間學校

等細節，尚要與非政府機構研究，預計下
學年農曆新年後才能推行。

幼教界倡「二校一社工」
積極爭取幼稚園社工服務的20個幼教及

社會服務團體昨發聲明，歡迎政府預留款
項正面回應社會訴求，但認為應至少達到
「二校一社工」的標準，並希望當局盡快
與業界商討如何建立有效模式，讓幼稚園
盡早受惠。

代繳DSE考試費 5萬人受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嘉瑤）不少中學
文憑試考生抱怨考試費用不菲，故今年的
財政預算案實行為學生荷包「減壓」，政
府決定為2019年文憑試考生代繳考試費，
開支約1.8億元，預計逾5萬人受惠。政府
消息人士表示，這屬一次性安排，適用於
所有日校考生及自修生，年齡不限。有中
學校長及學生對此表示歡迎，認為有助減
輕學生的經濟負擔，亦有網民即時發起
「組團」報考文憑試，故考生擔心此舉變
相吸引「無聊人」報考，在試場「玩
嘢」，影響考生表現。
按考評局網上的資料顯示，2018年中學

文憑試考試費用，語文科收費619元，其
他科目為414元；自修生的報名費為475
元。若一名考生報考6科，即兩個語文及4
個非語文科目的學校考生計算，考試費為
2,894元。
政府消息人士指，雖然考試及評核局至

今尚未公佈2019年的文憑試考試費，但相
信考評局不會因今次政府「包」考試費而
大幅加價，因考評局考慮調整考試費時，
有既定機制處理。
考評局發言人回應指，會仔細審視財政

狀況、營運需要及成本、通脹、考生及家
長的負擔能力等因素，然後向政府提交明

年文憑試的建議考試費供其審批，並於稍
後作出公佈。

校長讚鼓勵學生應考
廠商會中學校長麥耀光表示，部分家境

一般的學生，家庭月入不足兩萬元，上述6
科近2,900元考試費，其實已佔家庭近六分
一開支，「一些學生如對個別科目無信
心，或會顧慮到節省考試費而放棄報
考」，相信新措施有助鼓勵學生更積極應
考，減少棄考情況。
就代繳考試費措施，考生反應兩極化，

廠商會中學中五生周嘉輝表示歡迎，他明

年將報考4科必修科以及物理和化學兩個
選修科，若按2018年的收費水平計算，政
府將為嘉輝支付2,894元考試費。嘉輝的父
親從事裝修行業，有申請書簿津貼，因此
亦會受惠政府向基層學生發放2,000元的資
助。他相信兩筆「意外之財」有助減輕其
經濟負擔，而款項會交由家人分配使用。
有網民昨日已發起組團報考文憑試，故

有考生擔心免考試費後，會有人在到各大
考場「搞搞震」，影響表現。有網民直
言，「我想入去玩Oral（會話）好耐㗎
啦，今次終於可以玩番夠本」，更請考生
「自求多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佩韻）最新財
政預算案積極為香港長遠教育結合旅遊發
展作準備，未來數年會撥款3.1億元，支
持海洋公園發展教育旅遊項目。政府消息
人士指，項目透過提供保育及STEM（科
學、科技、工程、數學）教育元素，讓學
生寓學習於娛樂，藉以吸引家庭旅客到
訪。海洋公園亦會在未來一年向本地中小
學生提供1萬張免費入場門票，讓項目亦
能惠及港生。
現時東南亞及內地都沒有教育旅遊相關

產品，消息人士形容項目屬前瞻性措施，
相信能吸引家庭旅客；有關項目為期5
年，當中幼童學習區具保育元素，中小學
生則有科技及STEM互動內容。

打造高科技教育樞紐
消息人士又補充，旅遊事務署統計發

現，訪港的過夜家庭旅客由2006年約佔
10%，增至2016年近17%，加上未來會
展旅遊及海洋公園新酒店落成，教育旅遊
對攜眷公幹的會展及家庭旅客具發展潛
力，故打算將海洋公園打造成高科技的教
育樞紐。他續指，3.1億元亦包括優化海
洋公園夜間light show，增加夜間旅遊吸
引力。
海洋公園發言人表示，在政府支持下將
強化教育旅遊，為公園教育課程注入科技
互動元素，促進STEM、生物多樣性及人
文內容的學習，並透過園內資訊設施、親
近動物的體驗活動及企業培訓活動宣揚保
育訊息，在香港以至世界各地推動保育工
作，啟發年輕人將人和大自然連繫起來。

啟發STEM學習
萬生免費遊海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
為鼓勵市民自我增值，特區政
府繼去年於施政報告向持續進
修基金注資15億元後，今年的
財政預算案再提出注資 85 億
元，令基金歷年注資金額大增
至162億元，同時每名市民的資
助上限亦由1萬元倍增至兩萬
元，申請年齡也延至70歲，並
撤銷申領時限和次數限制，及
擴展課程範疇至所有「資歷名
冊」課程，預計共 61 萬人受
惠。

38萬「過期賬戶」重新受惠
現時持續進修基金會對就讀

合資格課程的申請人發還80%
學費，上限為1萬元，並需要於
開立賬戶起計的4年內作出最多
4次申請。政府消息人士指，自
基金 2002 年推出以來，已有

77.1萬人開設基金賬戶，發還金
額約42億元，其中28萬賬戶已
用盡1萬元的金額，另有約38
萬賬戶已「過期」但未用盡1萬
元。隨着是次注資後提高發還
上限及撤銷時限和次數限制，
有關市民均可重新受惠。
政府消息人士並提到，基金

發還上限提高後，資助比重亦
有所調節，在發還首1萬元後，
基金只會資助申請人 60%學
費。
另外，就今年上半年將成

立由政務司司長任主席的青年
發展委員會，財政預算案亦提
出預留10億元支持委員會的工
作，回應青年人「三業三
政」，即學業、事業、置業、
議政、論政和參政的關注，讓
他們有更廣闊的空間盡展所長
及向上流動。

持續進修資助增至兩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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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教育新措施
經常性開支
■ 增加20億元經常開支，提升教師專業發展、

加強支援幼稚園、推動融合教育和全方位學習

■ 內地姊妹學校計劃恒常化，每年額外開支約

1.7億元

■ 撥1.38億元優化小學輔導，最終達至「一校

一社工」

非經常性開支

■撥25億元推行第八輪「配對補助金計劃」

■ 資優教育基金及特區政府獎學基金各獲注資8

億元

■預留20億元建設無障礙校園

■ 預留25億元成立全新的學生活動支援基金，

支援有經濟需要學生全方位學習活動

■ 透過獎券基金撥5.04億元推出幼稚園社工先

導計劃

■ 邀請優質教育基金撥30億元，推行校本課程

設計和學生支援措施

■ 向持續進修基金注資85億元，資助上限增至

每人兩萬元

資料來源：2018/19年度財政預算案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