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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二零二零至二一年度開支預算 
管制人員對財務委員會委員補充問題的答覆 

 
局長：教育局局長 
第 18 節會議 

綜合檔案名稱：EDB-2S-c1.docx 
 

答覆編號 問題編號 委員姓名 總目 綱領 
S-EDB001 S103 許智峯 156 (6) 其他教育服務及資助 
S-EDB002 S104 許智峯 156 (3) 小學教育 

(4) 中學教育 
(5) 特殊教育 

S-EDB003 S105 許智峯 156 - 
S-EDB004 S117 郭榮鏗 156 (3) 小學教育 

(4) 中學教育 
(8) 政策及支援 

S-EDB005 S118 郭榮鏗 156 (3) 小學教育 
(4) 中學教育 
(8) 政策及支援 

S-EDB006 S119 郭榮鏗 156 (6) 其他教育服務及資助 
(8) 政策及支援 

S-EDB007 S120 郭榮鏗 156 (3) 小學教育 
(4) 中學教育 
(8) 政策及支援 

S-EDB008 S097 謝偉銓 156 (7) 專上及職業專才教育 
S-EDB009 S098 謝偉銓 156 (3) 小學教育 

(4) 中學教育 
(6) 其他教育服務及資助 

S-EDB010 S096 謝偉銓 190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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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20-21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S-EDB001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S103) 
 

 

總目：  (156) 政府總部：教育局  

分目：  (-) 沒有指定  

綱領：  (6) 其他教育服務及資助  

管制人員：  教育局常任秘書長  (楊何蓓茵 ) 

局長：  教育局局長  

問題：  

 
請告知來年度為香港教師中心預留的開支詳情，包括用作審批活動，及諮

詢管理委員會、常委會、活動小組成員津貼 (如有 )的相關開支。  

 
提問人：許智峯議員   

答覆：  

 
香港教師中心 (「中心」 )由全體會員選舉產生的諮詢管理委員會和其下的

常務委員會負責管理，教育局則為「中心」提供秘書處服務。諮詢管理委

員會和常務委員會委員均以義務形式負責「中心」的工作，只收取出席會

議津貼。2020-21年度，出席會議津貼的預算為 3萬元。至於委員會中 2  名教

育局代表以及秘書處服務所涉及的公務員薪酬和行政開支，屬部門的整體

人員及營運經費，因此未能提供分項開支數目。  
 
教育局提供津貼以支援「中心」舉辦專業發展活動，通過審視從其教育團

體會員提交的申請，按需要及個別合適項目批核津貼。有關開支視乎申請

計劃的數目及活動的質素而決定。作為參考，過去 3年，教育局提供予「中

心」的活動津貼總額約 17至 50萬元。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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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20-21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S-EDB002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S104) 
 

 

總目：  (156) 政府總部：教育局  

分目：  (-) 沒有指定  

綱領：  (3) 小學教育、 (4) 中學教育、 (5) 特殊教育  

管制人員：  教育局常任秘書長  (楊何蓓茵 ) 

局長：  教育局局長  

問題：  

 
請告知來年度為姊妹學校舉辦交流活動的預算開支。  

 
提問人：許智峯議員  

答覆：  

 
在姊妹學校計劃下，教育局會為每所與內地學校締結為姊妹學校的本地公

營及直接資助計劃學校 (包括特殊學校 )，提供經常津貼 (2019/20  學年的金額

為 154,950  元，津貼額將每年按照綜合消費物價指數的變動幅度而調整 )及
專業支援。學校可按其校本發展需要，自行與其姊妹學校安排在學生、教

師和學校管理層面的交流活動 (例如學校探訪、學生活動、講座、教學示範、

評課、視像交流和經驗分享等 )。此外，教育局每年會委託服務承辦商，協

助組織聯繫姊妹學校的交流活動。在2020/21  學年，納入有關託辦服務的預

算開支為約 68  萬元。另外，教育局亦會運用現有資源以協助本地學校與內

地學校締結為姊妹學校，以及推動兩地學校作多角度及更深層的專業探討

和多元協作，有關涉及的人手及開支已納入教育局的部門開支，故未能提

供分項數字。  
 

– 完  –



 

第  18 節  EDB - 第  3 頁  

 審核 2020-21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S-EDB003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S105) 
 

 

總目：  (156) 政府總部：教育局  

分目：  (000) 運作開支  

綱領：  (-) 沒有指定  

管制人員：  教育局常任秘書長  (楊何蓓茵 ) 

局長：  教育局局長  

問題：  

 
請告知來年度為支援 /運作課本評審小組的相關開支詳情。  
 
提問人：許智峯議員  

答覆：  

 
課本評審是專業為本的工作。按教育局現行課本評審機制，課本評審小組

由局內和局外評審員組成。局外評審員包括現職學校校長、教師、大學學

者及其他熟悉相關學科內容的專業人士，以義務的形式參與課本評審的工

作，並沒有收取任何酬金。局內評審員由相關專科組別的人員出任，支援

課本評審小組的相關工作亦由本局的專業人員負責。相關人力資源及開支

已納入教育局的整體支出，因此無法提供有關開支的獨立分項數字。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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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20-21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S-EDB004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S117) 
 

 

總目：  (156) 政府總部：教育局  

分目：  (-) 沒有指定  

綱領：  (3) 小學教育、 (4) 中學教育、 (8) 政策及支援  

管制人員：  教育局常任秘書長  (楊何蓓茵 ) 

局長：  教育局局長  

問題：  

 
1. 局方提供的個案數目當中，涉及刑事和非刑事的個案為何？請提供數

據。  
 
2. 校本政策下，家長、學生或公眾人士向教育局提出與學校一般日常運作

或內部事務有關的投訴，所謂「內部事務」涵蓋甚麼範疇，請列舉顯示。 
 
提問人：郭榮鏗議員   

答覆：  

 
1.  2016/17至 2018/19學年，教育局共接獲 597宗對公營及直資學校的投

訴，這些投訴皆與學校和學生的發展有關，教育局一貫沒有刻意將有關投

訴分為刑事或非刑事，故沒有題目所要求的數字。  
 
2.  在優化學校投訴管理計劃下，家長、學生或公眾人士向教育局提出與

學校一般日常運作或內部事務有關的投訴，教育局在得到投訴人同意後會

轉交學校直接處理。學校須按其校本處理投訴機制和程序跟進及回覆投訴

人，並把覆函副本送交教育局備考。教育局會審視學校的回覆，並視乎情

況作出適切跟進。一般而言，學校日常運作與內部事務大致涵蓋四個範疇，

即管理與組織 (例如教職員的管理、學校的設施 )、學與教 (例如校內考試、

家課量 )、校風及學生支援 (例如對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支援 )和學生表現

(例如學生的成績和操行 )。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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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20-21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S-EDB005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S118) 
 

 

總目：  (156) 政府總部：教育局  

分目：  (-) 沒有指定  

綱領：  (3) 小學教育、 (4) 中學教育、 (8) 政策及支援  

管制人員：  教育局常任秘書長  (楊何蓓茵 ) 

局長：  教育局局長  

問題：  

 
局方指 2019年 6月至 2020年 1月底，收到 171宗投訴，已完成 125  宗調查 (39  宗

已完成跟進行動 +39  宗有機會成立+47  宗不成立 )，餘下 46  宗是否未處理？

有關個案的進展如何？請列舉說明。  

 
提問人：郭榮鏗議員  

答覆：  

 
自 2019年 6月中至 2020年 1月底，教育局共收到 171宗涉及教師在近期社會事

件中有違專業操守的投訴。我們已大致完成調查 125  宗個案，餘下的 46  宗

個案仍在跟進中，當中部分個案正由學校進行調查、部分正由教育局審視

學校提交的調查報告及相關資料，亦有部分個案需要等待有關法律程序才

能作進一步處理。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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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20-21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S-EDB006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S119) 
 

 

總目：  (156) 政府總部：教育局  

分目：  (000) 運作開支  

綱領：  (6) 其他教育服務及資助、 (8) 政策及支援  

管制人員：  教育局常任秘書長  (楊何蓓茵 ) 

局長：  教育局局長  

問題：  

 
局方在答覆中表示，因為投訴內容廣泛及其他原因所以沒有細分投訴類

別，但同一時間又指處理投訴是教育局各組別日常工作一部份，沒有專門

處理投訴的部門與開支。既然每個部組都會處理投訴，即是你們懂得分辨

由哪些部門處理相關事宜的投訴，而不是沒有投訴類別。  
 
請局方提供每個部組的姓名、工作性質、過去五年每年接獲及處理的投訴

數目給立法會。  
 
提問人：郭榮鏗議員  

答覆：  

 
由於投訴涉及的內容頗廣泛，而不同個案往往有其獨特性，不少個案更涉

及多於一個指控，故我們沒有細分投訴的類別，而處理投訴是教育局各組

別日常工作一部份，部份投訴涉及不同組別，相關組別會互相協作，因此

雖然不同部門都會處理投訴，但我們未能細分投訴的類別，而處理投訴的

人手納入部門的整體人力資源，靈活調撥，因此未能提供分項數字。  

 

教育局的組別以工作性質劃分，例如負責專上教育事宜、學校發展事宜、

課程事宜，不同組別的每位同事皆有機會處理投訴。教育局組別的名稱及

人員的姓名可從政府電話簿查閱。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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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20-21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S-EDB007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S120) 
 

 

總目：  (156) 政府總部：教育局  

分目：  (-) 沒有指定 

綱領：  (3) 小學教育、(4) 中學教育、(8) 政策及支援   

管制人員：  教育局常任秘書長  (楊何蓓茵 ) 

局長：  教育局局長  

問題：  

 
局方表示並沒有機制與教育人員專業操守議會對照或覆查收到的個案及涉

案者，是否即是局方沒有機制將收到有關教師操守的投訴，轉介至操守議

會處理？  
 
教育人員專業操守議會會處理關於教師失德的投訴，然後向教育局提供處

理建議。然而，局方又會直接處理教師清失德的投訴個案。操守議會過去

五年平均接獲及處理的投訴個案，分別約為 20-30宗；同一時間，教育局過

去五年接獲關於教師的投訴及處理個案卻是平均 100多宗，今年更加接近

200  宗，是操守議會的 3-5倍。這個數字的差距，會令公眾和教育界認為，

教育局是越俎代庖，限制操守議會處理教師投訴，或篩選過投訴後，才讓

操守議會理。  
 
若此，教育局是基於甚麼標準，或基於個案屬甚麼性質 (如投訴教師政府立

場 )，決定自行處理教師失德投訴，而不交予操守議會？即使這與政治動機

無關，局方這樣的處理是否架床疊屋，浪費資源？  
 
提問人：郭榮鏗議員   

答覆：  

 
教育人員專業操守議會 (「操守議會」 )並非法定監管機構，而是向教育局

常任秘書長提供意見的諮詢性質的組織。現時，假如有人懷疑個別教育人

員違反專業操守，可向教育局、學校或操守議會投訴，三者在處理有關事

宜上有其不同角色、職權和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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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作為教師註冊當局，是教師有否專業失德以至需要取消教師註冊一

事上的裁決者。教育局既有這個責任，如接獲直接向局方作出的投訴，必

須啟動程序作出調查，並根據調查結果作出裁決，調查並不需要操守議會

進行。  
 
就處理投訴事宜，教育局與操守議會是獨立運作的，教育局不會將收到的

個案轉交操守議會處理。如操守議會收到教育界同工或公眾人士的投訴，

會根據其既定機制和《香港教育專業守則》處理，並將建議送交教育局常

任秘書長。教育局會審視和全面考慮議會的建議及理據後，以決定是否作

出跟進行動。因此，教育局曾限制操守議會處理投訴個案的說法並不正確，

亦毫無依據。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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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20-21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S-EDB008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S097) 
 

 

總目：  (156) 政府總部：教育局  

分目：  (-) 沒有指定  

綱領：  (7) 專上及職業專才教育  

管制人員：  教育局常任秘書長  (楊何蓓茵 ) 

局長：  教育局局長  

問題：  

 
「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下多個由珠海學院及香港高等教育科技

學院開辦的「建築及工程」範疇課程，近年的實際收生人數均低於獲資助

學額數目，並且有持續下跌的趨勢，當局及相關院校有否分析背後原因及

提出改善建議？  
 
提問人：謝偉銓議員  

答覆：  

 

教育局每年就本港的社會和經濟發展及業界的需要，諮詢各政策局的意

見，適當調整「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 (資助計劃 )所涵蓋的課程

及資助學額。就建築及工程範疇而言，相關課程的資助學額由 2015/16  學年

的 170  個增加至 2018/19  學年的 445個，而入讀學生人數由 150  名增加至

189   名。  

 

現時整個專上界別的副學位和學士學位課程的學額數目，較合資格升讀這

些課程的本地中學畢業生數目為高，而專上課程的選擇亦多元化。繼

2018/19  學 年 增 加 資 助 計 劃 下 學 士 學 位 課 程 的 資 助 學 額 後 ， 政 府 在

2019/20   學年把資助計劃擴大至包括副學位課程，副學位課程的資助學額每

屆約 2 000  個。在資助學額的增加及其他學位課程的競爭下，個別專上課程

收生會受到一定的影響 (例如資助計劃下的「建築及工程」範疇課程在

2019/20  學年的入讀學生人數有 118名 )。此外，資助計劃下課程的入讀人數

亦取決於同學們因應他們的自身興趣、志向和能力而作出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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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每年就本港的社會和經濟發展及業界的需要，諮詢各政策局的意

見，適當調整資助計劃的選定範疇、有關的資助課程和獲資助的學額數目，

培育所需人才以支援有殷切人力資源需要的行業。除了自資課程的學額供

應和收生情況，各政策局會參考參與院校提供的課程及學額、相關行業人

力需求指標、業界及持份者的意見、獲公帑資助的相類課程的供應等其他

因素，作整體考慮及適當調整。在 2020/21學年，部份範疇的課程及資助學

額數目均有所調整，希望資助計劃能吸引更多學生入讀相關課程以支援有

關行業。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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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20-21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S-EDB009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S098) 
 

 

總目：  (156) 政府總部：教育局  

分目：  (-) 沒有指定  

綱領：  (3) 小學教育、 (4) 中學教育、 (6) 其他教育服務及資助  

管制人員：  教育局常任秘書長  (楊何蓓茵 ) 

局長：  教育局局長  

問題：  

 
1. 局方答覆指，在去年 6月至 12月因社會事件而被捕的教師／教學助理有

約 80  人，被捕中學生有約 1 000  人，請提供更詳細的分類數字，包括分

別有多少中學及小學教師被捕、被捕中學生被捕時就讀的年級、有多少

間中學累積有超過 5名學生被捕，以及頭 5位有最多學生被捕的中學的每

間學校被捕人數 (毋須提供學校名稱 )？  
 
2. 局方表示，會建議學校及早為每位被捕或被控的學生制定個人化的長期

訓輔計劃，有關學校需否就訓輔計劃的內容、進度及成果向局方匯報？

近月全港中學因疫情而停課，局方是否知悉相關訓輔計劃有否及如何進

行？  
 
提問人：謝偉銓議員  

答覆：  

 
教育局多次勸喻學生不要參與危險或涉嫌違法的行為，而教師更應作為學

生的楷模，以言行身教引導學生分辨是非，守規守法。本局從不同渠道掌

握有關資料，以了解教師／學生參與危險或涉嫌違法事件，以及被捕的整

體情況，以考慮從政策層面及支援學校的層面跟進。例如，我們在 2019  年

12  月 20  日向全港中學發信，提醒學校應為學生的人身安全和健康成長著

想，審慎處理有關教職員的職務；在學生方面，我們亦提醒學校需要向學

生家長指出，學校會按既定的訓輔機制，處理學生的違規行為，不會姑息。

另一方面，我們亦提醒學校不能放棄這些學生，應採取合適的訓輔方法，

致力引導他們重回正軌，並建議學校為每位相關學生制訂個人化的長期訓

輔計劃，加強教導他們正確的價值觀、正面思維、與人相處應有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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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與家長緊密聯絡。由於每個個案的情況不同，而每位學生的需要亦多樣，

我們要求學校以校本機制及個別學生的具體情況訂定計劃的內容及跟進有

關進度。教育局會按需要向學校了解整體的學生需要，以便為學校提供支

援。但由於 2019冠狀病毒病引起的疫情導致學校由 2月初起停課至今，學校

訓輔工作的進行亦有所限制。  
 
我們收集的數字來自多個源頭，當中涉及的個人資料並不完整，故無法提

供問題要求的分類。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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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20-21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S-EDB010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S096) 
 

 

總目：  (190)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   

分目：  (-) 沒有指定  

綱領：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  

管制人員：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秘書長  (鄧特抗 ) 

局長：  教育局局長  

問題：  

 
多間大學的校園和設施因反修例風波而遭受破壞，引起社會關注。局方原

有答覆指出，由於各大學是利用其現有資源進行有關維修保養及修復工

程，政府並不備存有關的開支資料。然而大學的現有資源和儲備，或多或

少都是來自教資會過往的撥款，部分大學物業更是由政府直接出資或資助

興建，涉及公眾利益及理應向納稅人作出交代。局方／教資會會否要求各

大學提供有關資料，並透過立法會向社會大眾公開？  
 
提問人：謝偉銓議員   

答覆：  

 
八所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 (教資會 )資助大學均屬獨立自主的法定機構。在

現行安排下，大學以整筆撥款的形式獲發放經常補助金，並可靈活運用由

不同財政來源提供的資金以應付日常運作需要，包括校園的維修工程及保

養工作。  
 
就去年發生的社會事件，教資會十分關注大學教職員及學生的安全，並得

悉大學已於本年初完成大部分修復工程，令教研工作可以回復正常。大學

並無因展開修復工程而獲教資會提供額外資源，而內部資源分配一貫屬大

學的自主範疇。在尊重院校自主的前提下，教資會並無計劃要求各大學公

開相關開支的資料。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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