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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年內或有8.5萬 「雙非」 兒童來港入學，特首梁振英下星期公布的施政報告有
何對策？觀乎他去年的競選政綱，表明會優先考慮 「雙非」 兒童來港就讀的影響，及
早規劃幼稚園和小學的布局。有北區小學校長期望特首梁振英在其首份《施政報告》
訂下長遠教育計劃，又呼籲復用北區空置校舍，紓緩學額不足。幼兒界要求恢復幼師
薪級表，作為全面實施15年免費教育的起點。高教界則支持增加科研經費，建立 「產
學研」 的工業體系，同時適當發展私立大學，令香港逐步具備國際教育樞紐條件。

本報記者 劉家莉 成 野

倡建產學研體系增競爭力

【本報訊】記者張媞報道：由全港不同團體的
長者、護老者及關注長者福利政策發展人士組成的
全港長者及護老者權益聯席（長護聯），就長者貧
窮及長期照顧等問題為施政報告提出意見，政府發
言人表示會繼續投放資源加強資助社區及住宿照顧
服務，為有需要的長者提供適切的安老服務。

長護聯昨日與勞福局政治助理莫宜端、社署副
署長麥周淑霞及助理署長李婉華會面，針對長者貧
窮及長期照顧等有關問題，對行政長官梁振英的首
份施政報告提出意見，包括無障礙社區政策、護老
者支援政策、長者醫療政策、長期照顧政策、福利
及安老服務規劃政策及全民退休保障計劃等不同範
疇。

發言人鄺永泰表示，上述問題並非一次會議能

充分討論，他期待與梁振英會面，詳談安老政策，
希望政府統籌各部門處理長者政策的深層次問題。
長護聯的建議還包括，成立長期照顧諮詢委員會，
諮詢長者意見、長者特惠生活津貼應追溯至2012年
10月1日、檢討綜援制度，取消 「衰仔紙」，讓長
者個人申領綜援等。

長護聯今次共收集了2000名長者的簽名，希望
交至特首辦公室，表達訴求。

政府發言人回應，政府會秉承 「居家安老為本
，院舍照顧為後援」的政策方向，繼續投放資源加
強資助社區及住宿照顧服務，為有需要的長者提供
適切的安老服務。另外，於去年11月重置的扶貧委
員會，其中一個專責小組則聚焦探討社會保障及退
休保障。

行政長官梁振英下周三發表的首份《施政報告》，首要將回應競選承諾
推行15年免費教育，包括盡快成立專責委員會研究細節，解決幼稚園租金、

資助模式及幼師薪酬等難題。教聯會促請梁特首落實推出免費教育的時間表，
以及重設幼師薪級表。
梁振英於競選政綱提出推行15年免費教育，以及建立幼師的專業發展階梯和

薪酬制度。教育局局長吳克儉上任半年來亦馬不停蹄約見各大教育團體及幼教界，
了解他們對幼兒教育的意見，據了解，教育局已計劃於2013年中在教育統籌委員會

下，成立一個研究15年免費教育的專責委員會，與幼兒教育界的持份者，包括辦學團
體、校長、老師和家長等，共同研究具體實施辦法。有關研究工作預計需要1至2年，若

當局全面資助學前教育，將要解決是否需要統
一派位等問題，近日亦有消息指教育局正研究增加

學券面額、放寬學費減免入息上限作為過渡方案。最新
消息表示，正衡量將委員會附設於教統會或教育局的利

弊。
教聯會顧問麥謝巧玲（右圖）表示，學券計劃推行後，取消了

幼師薪級表，令幼師薪酬欠保障，流失率高企，希望政府盡快落實15年
免費教育的委員會統籌有關政策，首要任務是重設幼師薪級表，讓幼師薪
酬有保障，挽留人才及吸引新血入行。非牟利幼兒教育協會主席甘秀雲表示
，幼師薪酬遠比中、小學教師低，同意重設幼師薪級表，而15年免費教育
屬長遠計劃，希望政府於兩年內能推行具體政策。

促兩年內推15年免費教育
麥謝巧玲又稱，由於現時本港

幼稚園分為非牟利及獨立私立幼稚
園兩種，有使用屋邨及社區設施辦
學，租金便宜，部分幼稚園每年甚
至只須繳交一元象徵式租金，但亦
有幼稚園租用商場及私人樓宇租金
高昂，甚至高達30萬，由於各校租
金有極大差異，如何予以資助，成
為落實全面資助幼稚園的重大關卡
，需要取得學界共識，故委員會必
須解決相關問題。

長者團體促檢討綜援制度

跨境學童人數
學年

12/13

11/12

10/11

09/10

08/09

07/08

資料來源：教育局

幼稚園

7,454

5,708

3,786

2,681

1,780

1,456

小學

6,749

5,276

4,575

4,090

3,910

3,466

中學

2,153

1,881

1,538

1,267

1,078

937

總數

16,356

12,865

9,899

8,038

6,768

5,859

【本報訊】記者張綺婷報道：香港專業及資深行政人員協會
昨日與特首梁振英會面，就即將發表的施政報告提出意見。協會
就經濟、發展、教育等多方面共提出24項意見，民生方面包括提
供資助置業措施、改善空氣質素、檢討醫療系統等。協會代表說
，梁振英對建議有積極回應，期望意見可獲採納。

協會主席、建築測量界立法會議員謝偉銓表示，協會在12月
向特首遞交建議書，昨日與特首面談，出席者還有上屆會長胡曉
明，立法會議員盧偉國、梁美芬等。扶貧方面，協會認為政府應
檢討現有扶貧措施和社會保障制度，並作出適度調整，若發現仍
有不足之處，可探討是否有需要增撥資源，推出更多扶貧措施。

就市民所關心的居住問題，協會建議為不同收入水平的市民
，提供針對性的資助置業措施，使購買單位售價與市民的收入水
平掛，藉此解決市民的置業問題，提升港人置業比率，建立向
上流動的階梯。

特首晤專資會聽意見

特首梁振英任內首份施政報告公布在即，學
者冀新政府增加科研投入，建立本港 「產學研」
一體的工業體系。同時，本港應倡導以私立大學
為輔助的多元化高等教育模式，提升人才供給，
增強香港競爭力。

香港城市大學協理副校長薛泉表示，香港高
等院校的教育水準和科研實力，30年來突飛猛進
。現在有4所大學進入全球百強，堪稱奇。本
港應該珍惜此難能可貴的成果。但是，眼下內地
高等教育的科研經費每年以20%的增長速度攀升
，香港卻毫無寸進， 「如果把匯率和通脹計算在
內，本港的科研經費應該是縮水了」。在此情況
下，香港不少教授只能北上爭取經費。他認為，
教授參與國家的項目是好事，但純粹因本土資源
不足，而要四出申請經費，將貽誤研究與教學，
降低香港的競爭力。

薛泉表示，隨珠三角人力成本的上漲，香
港應該看準時機建立產學研一體的工業體系，發
揮管理高效和專業人才高素質的優勢。 「這一切
都必須以普及高等教育為支撐」。目前，本港應

屆中學畢業生入讀本港八大資助院校的高等教育
入學率不足三成，遠落後於亞洲其他國家和地區
。他認為，政府應增加對資助院校的投入，提供
不同領域、不同類型的專才，政府和民間都應認
識到 「房地產不可能養活所有人」，而知識經濟
時代，建立產學研一體的工業體系是經濟發展的
合理方向，但這一體系的建立需要管理、研發、
生產等各領域人才。

發展私大 輔助培養人才
薛泉建議，未來香港的高等教育，應以追加

八所院校的資源為主。 「因為一所學校的聲譽、
質素不是短期可以建成，通過八大院校提高香港
的高等教育入學率更為理想，政府應該投放更多
資源」。

另外，本港亦需要各有特色的私立大學，以
多元化的教育模式提升香港高等院校入學率。香
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系教授吳曉剛則建議，或可
將海外一流學府引入香港，開設分校，比純粹發
展私立大學更節約資源，市場也更廣大。

▶當局擬增加學券面額，作為15
年免費教育過渡方案

資料圖片

▲八大院校學額不足，有學者倡發展私大輔助培育人才 資料圖片

▶政府預料未來數年將有8.5萬雙非童
來港居住和升學 資料圖片

▲長護聯團體就施政報告表達意見
本報記者張媞攝

2001年至2012年多達19萬 「雙非」嬰兒在港出
生。特區政府近日估計未來幾年將有多達8.5萬 「
雙非」兒童湧港，這批兒童享有本港教育等福利
，如何疏導其流向和協調社會資源，備受社會關
注。有北區小學校長期望特首梁振英在其首份《
施政報告》有長遠教育規劃，又呼籲復用北區空
置校舍，紓緩學額不足。

倡復用空置校 解學額不足
統計處數據顯示，從2001年到2011年，本港

出生人口由4.8萬大增45%至9.5萬，當中大部分為
「雙非」兒童，即父母皆非本港居民， 「雙非」

與 「單非」合共所佔出生人口比例到去年已達46%
，2012年首10個月則有23001名 「雙非」嬰兒。

由於嬰兒在港出生就可擁有香港永久性居民
身份，可享教育及醫療等連串福利，但 「雙非」
兒童何時來港、確定來港就學和生活的人數全是
未知數，成為本地資源分配的長期不明朗因素。
特首梁振英去年的參選政綱提出要推算人口的變
化，尤其要關注 「雙非」兒童來港就讀的影響，
及早規劃幼稚園／幼兒園和小學的布局，以免對
部分地區造成過大的壓力。在他當選後，即宣布
今年實施 「雙非」零配額，但措施未能解決早年
出生的大批 「雙非」童湧港問題。

教育局透露，本學年整體深港跨境學
生高達16356人，較去年急增27%。北
區小學校長會主席陳紹鴻指出，
跨境生每年遞增，衝擊本港
學校，北區是重災區，
憂慮跨境生與跨區上
學問題越來越嚴

重。他說，即使 「雙非」 「截龍」，但根據出生
數字推算，未來數年仍是跨境讀書高峰期，希望
《施政報告》能有長遠教育規劃，包括復用北區
的空置校舍辦臨時小一，紓緩未來兩、三年壓力
，避免令跨區派位情況惡化。

2003/04學年至2011/12學年期間，北區共10所
官立及資助小學停辦，造成校舍空置，至今僅1所
獲重新分配用途，學界希望活化村校可紓緩學額
緊張。

陳紹鴻表示，因應學額不足問題，局方去年
已在每班加派2人，有學校由25人小班教學，
變成每班29人，他希望局方加撥資源予
增收學生的學校。至於 「雙非」
「截龍」後，數年後料可紓緩區

內學額緊張，亦可騰出更多
課室落實小班教學。有
北區家長亦希望，可
優先安排原區學
生入學。 冀重設幼師薪級表挽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