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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班子一周年

教 育 篇
大公報記者 趙凱瑩、劉家莉、楊綺青、

實習記者卓銘軒

林鄭月娥常自言是教育 「門外漢」，所
以對教育施政特別重視。她指出， 「教育是
投資，不是支出」，所以在上任第五天就提
出要加大教育資源投資，並提出了一系列從
幼兒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安排，務求為教師、
學生、校長，創造一個穩定和樂觀的條件。

加強支援幼園 「一校一社工」
為了給教育界信心，林鄭甫上任即兌現

50億元教育經常性撥款開支的承諾，其中36
億元已獲立法會通過，正如她所說，36億元
不是上限，在財政預算案中，政府「加碼」20
億元，用於教師專業發展及加強支援幼稚園
教育等，足證政府對教育發展絕對有承擔。

留意到社會發生數宗虐兒事件，政府隨
即提出相應措施，包括在財政預算案宣布，
由下學年開始向公營小學增撥資源，期望最
終達至 「一校一社工」；同時透過獎券基金
撥款五億四百萬元，推出為期三年的先導計
劃，分階段為資助幼兒中心、幼稚園及幼稚
園暨幼兒中心共約15萬名學童及其家庭提供
社工服務，為盡善盡美，勞工及福利局日前
向立法會遞交文件，把社工和學童的比例由
原定的1對600，降至1對400，以回應業界訴
求。

培養新一代正確歷史觀
面對具爭議的政策， 「

好打得」的林鄭月娥亦不
手軟。隨着國家主席
習近平去年在新

政府就職典禮上提出，要 「着力加強對青少
年的愛國主義教育」，林鄭月娥即在任內首
份施政報告宣布，在2018/19學年落實中國
歷史在初中成為獨立必修科，同時公布初中
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的修訂課程大綱，將香
港史融入各階段的中國歷史一併教授，期望
培養新一代正確的歷史觀，即香港情懷、國
家觀念和世界視野。

直接聆聽 關注教師處境
至於爭拗近兩年的BCA，教育局決心

改革，今年全面復考小三全港系統性評估（
TSA），改以 「不記名、不記校、不收報告
、抽樣考」方式，要求全港每間小學抽10%
學生應考，校方亦可自願申請全級應考，
以獲取學校表現報告。局方並承諾
會監察學校，杜絕操練，措施
亦獲教育界和家長普遍認
同。

為貫徹 「直
接聆聽體現

新風」及與民共議的施政方針，林鄭月娥上
任後已和不同業界團體會面，今年六月更首
度舉行 「行政長官優質教育高峰會」，以 「
教師專業發展：共建團隊力臻卓越」為主題
，與逾500名前線教師、教育界人士交流，
直接聆聽教育界意見，特別提醒教育局重視
教師處境。

去年以來，在林鄭支持下，教
育局設立八個專責小組，全
面檢討大中小學重要
事項。

新班子，新氣象。行政長官林鄭月
娥上任一年展現 「施政新風格」 ，銳意
推展優質教育，甫上任即兌現競選承諾
，爭取36億元教育撥款，及後更在財政
預算案 「加碼」 20億元。素來 「好打得
」 的林鄭月娥，絕不迴避 「棘手」 難題
，基本能力評估（BCA）、中史科獨立成
科等具爭議性措施都一一化解。她樂於
溝通，聆聽意見，舉行首屆 「行政長官
優質教育高峰會」 ，與教育界各持份者
共同規劃未來，令新班子贏得教育界認
同，大讚 「貼地」 ，處處為學生設想。

貼地教育新政 為師生設想
撥款加碼 解決棘手難題 聆聽教界意見

青民聯為青年政策打分 籲加油

教育是投資，
不是支出。

──林鄭月娥

拓內地交流 助學子認識祖國

行政長官林
鄭月娥的施政新風

格，受到教育界普遍歡
迎。自資院校、恒生管理

學院校長何順文和港專校長陳
卓禧都予以好評，同時肯定特首

和教育局局長楊潤雄跟學界持份者關
係好，樂於溝通。家校會主席湯修齊稱

讚林鄭虛心聆聽學界意見，經過廣泛諮詢
才成立專責小組，不是閉門造車。

陳卓禧認為，林鄭對教育施政是投入
新思維，開支增加的分配，證明她理財思
維的創新，值得肯定。對於林鄭早前首度

舉行教育高峰會，希望在任內每年舉行一
次，陳卓禧認為這是新特首為教育界帶來
新氣象。

陳卓禧說，林鄭在諮詢方面做得比較
好，他希望可與教育各界人士溝通。

TSA如期展開
湯修齊也說，對於這一年林鄭的教育

施政，他持正面態度，希望剩下的34億元
能盡快撥款通過，在推行政策時多聽取更
多民間智慧，這才有助香港社會未來發
展。

湯修齊又稱，林鄭在早前教育高峰會

上自稱自己是教育門外漢，是謙虛的表現
，所以教育界表示歡迎。對於林鄭成立八
個專責小組，他直言這是對症下藥的做法
，因為這個專責小組成立前是廣泛諮詢下
才成立，並不是閉門造車。

談到TSA由社會爭議到順利如期展開，
湯修齊肯定林鄭和教育局集思廣益的做法
，近60%小學生及家長表示已紓緩不少壓力
，當中有四成餘學校表示復考，但都是在
經諮詢家長及學生意見才進行，因此認為
這做法可行。不過，他認為小學一校一社
工的推行比較倉卒，一些細節還未與業界
商談後再解決，有欠周到。

設八專責小組 對症下藥

▼青年民建
聯就特區青年政

策派發 「成績表」 ，
同時提出多項建議

教育重點政策逐項數

•公布50億元
教育經常性撥款開
支，並於財政預算
案 「加碼」 20

億元

新
資源加碼20億

元

•設立120億元的
宿舍發展基金，補足
所有尚欠的宿位

•向合資格修讀自資學
士學位學生，提供每年
3萬元免入息審查

津貼

自資生年派

3萬
元

•加快落實學位化
教師政策

•由2017/18學年起，公營
中小學（包括特殊學校）的教
師與班級比例劃一增加0.1（
每十班增加一名教師），

為學校提供額外的
教學人手

增中小學教師

比
例

•2018/19學年起增
加公營小學資源，每年撥

款約1.38億元，加強及優化社
工及輔導服務，以達至 「一校

一社工」
•計劃透過獎券基金撥款5.4
億元，推行為期三年的 「
幼稚園社工服務先導

計劃」

力推「一校一社

工
」

•2018/19學年
落實中國歷史在初
中成為獨立必修科
•加強基本法教

育

加強基本法

教
育

•透過優質教育基
金進一步推動學生到內地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及其
他海外國家考察和交流

•優化內地交流計劃，每年
提供10萬個交流名額
•鼓勵姊妹學校加強

交流合作

優化考察交流

計
劃

盼供「一次補助金」
恒生管理學院校長何順文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和教育局局長
楊潤雄都樂於溝通，期望日後有更多措

施幫助學界，包括為自資院校提供 「一次過
啟動補助金」 ，以紓緩建校的財政壓力，以及

讓院校調整學費時增加彈性。

交流助生涯規劃
家校會主席湯修齊

林鄭增加10萬個內地交流名額，他表示大灣區機遇有助香港
發展，以往前往內地交流只是觀光形式，但林鄭的政策是以學生的生

涯規劃來進行，很多家長表示歡迎。

理財思維夠創新
港專校長陳卓禧

林鄭對教育施政是投入新思維，開支增加的分配，證明她理財思維的創新。

林鄭月娥的教育施政充分配合國家發
展大局，包括擴大與 「一帶一路」沿線在
教育領域合作、推動內地姊妹學校計劃等
，為學生和教師提供更多機會，與內地院
校交流，從而加深對國家的認識。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去年第五屆特區政
府就職典禮上指出，香港對國家歷史、民
族文化的教育宣傳有待加強，希望特區政
府注重教育，加強引導，着力加強對青年
的愛國主義教育。

林鄭月娥上任後積極回應習主席的講
話，去年十月在其任內首份施政報告中，
敲定中國歷史科在2018/19學年落實成為初
中獨立必修科，並在目前的課程基礎上，
持續增潤課程內容，讓學生認識國家歷史
、文化、政治體制和法律等各方面發展，
培養他們的國家觀念。

教育局其後修訂課程大綱，將香港歷
史融入中國歷史的脈絡，贏得教育界的正
面回應。

政府又強化基本法教育，舉辦更多校
長及教師專業培訓、發展教學資源、豐富
師生內地交流及學習活動，同時鼓勵姊妹
學校加強交流合作等，以促進師生全方位
認識國情。因應國家的發展策略，教育局
將優化內地交流計劃，讓更多師生藉實地
考察 「一帶一路」沿線省市、大灣區發展
，及創新科技企業等，理解相關發展策略
為香港帶來的機遇和拓寬視野，每年提供
10萬個交流名額。

【大公報訊】記者莊恭誠報道：
青年民建聯昨日為上任一周年的新一
屆特區政府派發 「青年政策成績表」
，給予B+評分和 「熱誠可嘉，繼續努
力」的評語。

青民主席顏汶羽認為，過去一年
，整體上見到政府循三業三政的理念
，在青年工作方面投放了許多心機、
做了大量工作，不僅展示出重視青年
的一面，也在不少方面真正幫到青年
，例如為了吸納青年聲音、善用社交
網絡平台，這方面表現令人喜出望外
，相信已給政府未來改善政策諮詢工
作開了一個好頭。他希望接下來政府
在提出好想法的基礎上，做好落實到
位的工夫。

青民同時亦對政府的青年工作提

出多項建議，例如：規定各部門提交
的政策文件，須納入青年影響評估報
告，以使青年意見得到進一步反映；
把政府委員會中的青年委員比例，由
整體15%改為各委員會15%，避免部分
委員會全無青年的狀況。

談及最須改進的置業方面，顏汶
羽指出，現時政府把青年宿舍定位為
協助青年生涯規劃，而非解決住屋問
題，而且租金偏貴，政策目標本末倒
置；加上按現時規定，青年宿舍的最
高入住時限為五年，入住前須取消青
年住戶的公屋輪候資格，不過即使五
年後，青年可能也難以負擔樓價。他
直言，在這種錯誤的政策目標下，即
使興建再多青年宿舍，最終都無助青
年置業。

70億教育投資 學界鼓舞
政府過去一年提出多項教育政策

，獲得教育界廣泛認同。香港教育工
作者聯會主席、教聯會黃楚標學校校
長黃錦良稱，過去教育界面臨很多問
題，但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上任後敢於
解決以往教育局不肯承擔的問題，足
見特首對教育的重視。恒生管理學院
校長何順文稱，政府推出的三萬元 「
自資學券」有助自資院校收生。

黃錦良稱，林鄭上任後兌現承諾
，除了撥款50億元教育經常開支，其
後更加碼20億，令學界感到鼓舞。他
提到政府將全港中小學的 「班級教師
比例」增加0.1，令更多教師可轉作為
常額教師，以他的學校為例，有四位
教師受惠該政策成為常額教師，有助
教師團隊的穩定，同時吸引更多人投
身教育行業。

樂於溝通
廣獲好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