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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減輕學校及家長在抗疫及停課期間的負

擔，特區政府將撥出近13億元，向中小學、

幼稚園和幼兒中心及其學生提供一系列津

貼，當中包括透過「防疫抗疫基金」把本學

年每名學生津貼由2,500元增加至3,500元，

約90萬名學生家長受惠。同時，教育局會一

筆過資助包括私校及國際校在內的2,200所學

校每校最多2.5萬元，助其購買防疫物資或清

潔校園。針對幼稚園因停課及學生退學而面

臨的財政困境，局方會向所有學校每校提供6

萬元至16萬元資助，支援幼教界經濟需要。

支援措施摘要
◆每名中小學和幼稚園學生津貼增加1,000元至3,500元，毋須另行提交申請，涉
約9億元額外開支，約90萬名學生家長受惠

◆為全港正規課程學校（包括國際校、私立中小學及幼稚園）提供一筆過額外津貼，
涉約4,200萬元。每校可獲1萬元至2.5萬元不等，幫助補充防疫物資及相關開
支，惠及約2,200所學校
．公營及直資中小學（包括特殊學校）：按班級數目，每校1.5萬元至2.5萬元
．幼稚園：參加幼稚園計劃學校按學生人數而定，每校1萬元至1.5萬元；其他
幼稚園每校1.25萬元

．特殊學校宿舍部：按宿位數目，每校1.5萬元至2.5萬元
．私立中小學及國際校：每校2萬元

◆加強支援特殊學校留宿學生防疫工作，涉款225萬元，按宿位數目每校可額外獲
5萬元至15萬元津貼

◆針對幼稚園經濟困難提供一筆過津貼，涉款1.2億元
．參加幼稚園計劃的長全日制幼稚園，按學生人數每校12萬元至16萬元
．參加幼稚園計劃的全日制幼稚園，按學生人數每校10萬元至14萬元
．參加幼稚園計劃、只提供半日制課程幼稚園，每校6萬元
．非參加幼稚園計劃的學校，每校8萬元

◆幼稚園計劃以1月學生人數計算停課期間每月資助，學校所獲資助不會因學生退
學減少

◆社會福利署會為550多所資助及非資助的0歲至3歲幼兒中心，提供4個月共2.2
億元的特別津貼

資料來源：教育局、立法會財委會

13億助中小幼校捱過疫災
每名學生增千元津貼 幼園獲1.2億資助免財困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鈺

工聯會促免息貸款救補習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

鈺）特區政府宣佈成立「防疫
抗疫基金」，為各受影響行業
如物管、零售及飲食等提出多
項紓困措施，並對中小學及幼
稚園加強支援。不過，同樣受
停課影響，面臨「零收入」及
結業的補習社及教育中心就未
能受惠，業界呼籲政府放寬受
助範疇，包括為業界設立免息
貸款，及向失業僱員發放津貼
等，以減輕疫情衝擊。

郭偉強倡發失業津貼
多間補習社的負責人昨日聯同工聯

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強約見教育局副局
長蔡若蓮，要求政府盡快向私營教育
界別及相關從業員提供多項紓困措
施，以渡過目前營運難關。
郭偉強表示，至今本港疫情未見緩

解，復課未有確實時間，在停課期
間，辦學機構零收入，嚴重影響補習
社營運預算及收入，甚至面臨結業壓

力。
他們要求特區政府擴大「防疫抗疫

基金」的受助行業至私營教育學校，
包括補習社及教育中心等，並設立免
息貸款讓受影響私營教育學校申請，
以減輕營運資金壓力，並促請政府盡
快發放失業現金津貼，涵蓋放無薪假
的僱員，以減輕疫情對僱員的衝擊。
與會代表引述教育局表示，清楚了

解業界現時面對營運困境，願意將業
界聲音於跨部門抗疫會議上反映，以
作通盤考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
鈺）全港中小幼仍然停課，
但各中小學和幼稚園仍有教
職員和校工當值，而教育界
亦擔心當他日復課後將
「一罩難求」。大埔社區抗
疫連線昨日特別聯同樂群義
工聯盟，到林村公立黃福鑾
紀念學校捐贈逾萬個口罩予
大埔教育界持份者及學生，
傳遞齊心抗疫的訊息。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克勤和大埔社區抗
疫連線昨日特別聯同樂群義工聯盟，向大埔
區共60多間的中小學及幼稚園贈送15,000
個口罩、酒精搓手液等物資，以解學校的燃
眉之急。
有關物資由大埔教育界文化交流協進會
主席、黃福鑾學校校長陳喜泉代表接收。他
表示，大埔社區抗疫連線明白學校需要，幫
助四處搜羅抗疫物資，並代表區內中小學幼
稚園表達衷心感謝。
大埔社區抗疫連線召集人及樂群義工聯
盟主席黃碧嬌表示，他們深知社區抗疫物資

匱乏，特別是區內學校擔心口罩等抗疫物資
不足，希望透過是次捐贈幫助大埔莘莘學
子，紓緩區內學校「口罩荒」困境，並向大
埔社區及教育界持份者傳遞齊心抗疫的訊
息。

陳克勤倡發津貼購抗疫用品
陳克勤則強調，讓每間學校有足夠的抗
疫物資是政府應有的責任，並確保市民可以
正常價格買到必須的抗疫物資。針對疫情對
學校的影響，他建議政府向學校發放額外的
津貼以購買抗疫用品，並向校巴經營者發放
津貼，以共渡時艱。

抗疫連線逾萬口罩贈大埔校

停課致停業 校巴促政府施援

■學童車協會、公共巴士同業聯會、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非專利巴士分會暨學童車
組昨召開記者會，促政府推出紓困措施，助業界渡過疫情難關。 受訪者供圖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昨日表示，為了預防
新型冠狀病毒在校園傳播，全港學校

由本月初開始停課，當局理解不少家長需要
繼續為子女繳付學習支出，或需要為子女購
買閱讀及學習材料或電子學習裝置。為減輕
家長負擔，局方會透過「防疫抗疫基金」撥
出約9億元，把本學年的每名學生津貼增加
1,000元，由2,500元增加至3,500元，而家
長無須另行提交申請。
教育局表示，早前已宣佈延長學校遞交上
述學生津貼申請期限至復課後兩星期，而加
碼後首批3,500元的學生津貼可望於抗疫基
金成立後一星期內發放。至於包括學費減免
計劃等學生資助，局方也會彈性處理，金額
不會受停課影響。

4200萬購防疫物資
在支援學校方面，教育局重申，當學校及

社會防疫物資供應具備足夠條件時，才會決
定復課日期。考慮到學界準備日後的防疫工
作，局方會調撥現有資源，提供一筆過額外
津貼讓學校補充口罩、體溫計等防疫物資，
或清潔校園及相關防疫抗疫費用，涉及額外
開支約4,200萬元。
該津貼涵蓋2,200所正規課程的中小學及

幼稚園，包括私校及國際校在內，並按學校
類別及規模，每校可獲1萬元至2.5萬不
等。以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的學校計，半日
制學生67名或以上（全日制當兩名計）可
獲1.5萬元；至於公營、直資中小學（包括

特殊學校）則以開班數計，24班或以上可獲
2.5萬元。
針對設有宿舍的特殊學校，由於宿舍於停

課期間會一直保持運作照顧宿生，除了會按
宿位數目提供1.5萬元至2.5萬元物資及清潔
津貼外，教育局會另行為21所相關學校提
供額外津貼，以宿位數再有5萬元至15萬元
資助，涉及額外開支225萬元。
針對幼稚園業界反映很多家長在停學期間

拒交學費、雜費，甚至有退學潮，擔心會出
現倒閉潮，教育局早前提出，會以每所參加
幼稚園教育計劃的學校於1月的學生人數為
基礎計算停課期間的每月資助，確保學校的
政府資助不會因個別學生退學而減少。局方
昨日亦落實，全體幼稚園業界都可獲一筆過

津貼，應付經濟困難，涉款約1.2億元。
其中，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多要收取學
費的長全日制幼稚園及全日制幼稚園，會按
學生人數獲支援，前者由12萬元至16萬
元，後者則為10萬元至14萬元；半日制幼
稚園則有6萬元；非參加幼稚園計劃的私立
幼稚園可獲8萬元。
教育局強調會與學界保持緊密聯絡，持續

了解他們的關注，跟進上述措施細節及其他
事項。
就照顧0歲至3歲幼童的社署資助或非資助

幼兒中心，自1月下旬起已長時間暫停。勞
福局將透過抗疫基金，為現正照顧2.15萬名
兒童的550多所幼兒中心提供2月至5月每月
5,500萬元特別現金津貼，即共2.2億元，津
貼額會依中心學生人數及服務形式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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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新冠肺炎
疫情持續，全港學校停課，社會一片蕭
條，有校巴及保母車從業員訴苦，指復課
日期未定，現時變相失業，近月已接近零

收入；部分校車公司亦被家長要求退回車
費，惟仍要支付公司固定開支，就算借錢
仍不足以支付員工薪金雜費，或掀起倒閉
潮，業界促請政府施以援手。

學童車協會、公共巴士同業聯會、汽車
交通運輸業總工會非專利巴士分會暨學童
車組等昨舉行記者會，申訴業界苦況。公
共巴士同業聯會副主席郭思源指，政府早
前宣佈學校不會早於3月16日復課，但真
正時間尚要視乎疫情發展，全港近2,000
輛保母車、3,500輛校車，業界司機、保
母、文員等從業員逾萬人，停課下頓失生
計，也令車公司陷於經營困難。
經營保母車40年的舒太，本身有20輛
車，部分仍需供款，但停課下根本無收
入，無奈之下本月初向朋友借了30萬
元，僅足夠供車、車位租金，無法支付保
母、司機等薪酬，令她非常徬徨。
據她了解，有停課前繳交車費的家長要

求退款，加上有些家長自己也失業，隨時
要讓子女退學，不再讀學前班，故她預計
即使復課後收入也會大不如前。
舒太坦言，沙士時期雖然也要供車，但

當年有暫緩供款安排，現時情況比當時更
差，說到激動處更語帶哽咽：「我以前都
未試過無錢出糧……」她批評政府未有顧

及校巴業界的苦況，「係咪唔記得咗保母
車？」
任職校巴司機35年的馮先生，接獲公

司通知要於2月停職，本來月入約1.5萬
至1.8萬元的他，要供樓及養家，要向親
友借款5萬元以解燃眉之急，對未來的就
業前景也未敢樂觀。

冀不退款當預繳暑假
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非專利巴士分會

暨學童車組主席譚偉照表示，業界與校方
一般協議，家長需繳付10個月至12個月
的車費，部分車公司已收取2月份的車
資，故每日都收到要求退款的查詢，但業
界希望待暑假補課時可提供免費服務，
「現時當是預繳，令行業可維持，家長應
要遵守合約精神。」
雖然政府早前建議向每輛持牌非專營巴

士提供一筆過2萬元津貼，及向學校私家小
巴提供1萬元非實報實銷補貼，但業界形容
這只是杯水車薪，希望政府可再加碼提供協
助，如與銀行業界商討優惠還款安排等。

■全港學校由本月初開始停課，因應幼稚園業界在退學潮中受到財政壓力，特區
政府宣佈會向所有學校每校提供6萬元至16萬元資助。 資料圖片

■郭偉強與補習社負責人昨日約見蔡若蓮，促
政府提供紓困措施。 工聯會供圖

■■大埔社區抗疫連線捐贈逾萬個口罩大埔社區抗疫連線捐贈逾萬個口罩。。 機構供圖機構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青衣長
康邨康美樓07室單位早前有不同樓層
住戶先後感染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專家
懷疑病毒是經大廈喉管傳播，香港喉管
從業員總會早前特地為100戶公屋居民
檢查單位內喉管，發現不少單位都出現
排氣喉被切斷的問題，有機會令家中環
境被病毒污染，建議市民應加強檢查喉
管狀況，有需時應找專業人士檢驗及更
換損壞的部件。
香港喉管從業員總會主席趙建強表

示，沒有漏水不等於喉管沒有問題，指
廁所傳出臭味亦反映喉管有異常情況，
有機會成為播毒渠道。該會上星期日為
約100戶屯門山景邨居民檢查單位內喉
管，發現不少單位都存在喉管老化、接
駁口破裂、錯誤接駁等問題。

他續說，不少市民都會改裝家中坐廁，例如將
坐廁的高水箱換成低水箱，或搬後至更貼近牆身
位置，以減省排氣管所佔用空間，但由於一般市
民未必有足夠相關知識，驗收時只會關注喉管有
否漏水，裝修師傅處理有關工程時可能直接以英
泥封閉被拆卸的排氣管渠口，令喉管失去水封作
用。
將廁所內的的浴缸改成企缸同樣是常見令喉管

出現問題的原因之一。由於部分市民希望企缸的
地台較低，裝修師傅或改用隔氣功能欠佳的「V
形」喉管，以減少喉管佔用空間，做法同樣會增
加病毒傳入屋內的機會。
趙建強建議市民若發現廁所不時傳出臭味，可

觀察外牆喉管有否出現切斷，或打橫氣喉高於直
喉的分叉位等問題，有需時更應找專業人士檢
驗，以更換損壞的部件。
他並特別提到，不少人或會忽略洗衣機去水位

的隔氣裝置，指情況有機會令細菌和臭氣湧入洗
衣機內，使衣服愈洗愈多菌，認為公屋居民應避
免隨便改裝單位內喉管。
即使市民從未改裝屋內的喉管，喉管亦可能出現

老化和破裂等問題。趙建強指，排氣管的裂縫細
小，市民未必可以輕易發現，但指一旦裂縫變大，
問題亦會變得更嚴重，可以令環境被病毒污染。
他特別提醒，如果喉管的接駁口使用過玻璃膠及

英坭等，喉管會較容易出現破裂，甚至脫落，進一
步增加環境污染機會，必須盡快更換或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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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建強指打橫的氣喉不應高於直喉趙建強指打橫的氣喉不應高於直喉
的分叉位的分叉位。。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