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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年 4 月 12 日會議
討論文件

立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
為有需要的學生提供上網費津貼及相關措施

目的
在《二○一○年至二○一一年度政府財政預算案》中，財政司司長建
議預留 5 億元的起動資金，採取雙管齊下的措施為有需要的學生提供方便
合宜的互聯網學習機會。本文件闡釋此措施的推行細則，及徵求委員就有
關安排的意見。
建議
2.

我們建議 (a) 自 2010/11 學年開始為以下兩類有需要的家庭提供一項以家庭為
單位的上網費現金津貼計劃：
(i)

為每個有子女接受全日制中、小學程度教育而其子女符合
資格領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綜援)下與就學有關的定
額津貼的綜援家庭，提供 1,300 元的全額上網費津貼；及

(ii)

為每個有子女接受全日制中、小學程度教育、能通過學生
資助辦事處(學資處)現行入息審查以申領學資處學生資助
的家庭1，視乎其入息審查結果，提供 1,300 元全額上網費
津貼或 650 元半額上網費津貼；及

(b) 向有需要的學生和家長提供相宜的上網服務、合適電腦及所需的
配套服務如培訓和技術支援，以協助他們上網學習。
提供方便合宜的互聯網學習機會

1

這些家庭為通過學資處現行入息審查的家庭，而其子女為在中、小學就讀的全日制學生，或修讀全日
制毅進課程或職業訓練局全日制相關課程。

3. 由於在現在數碼時代青少年使用互聯網和電子工具學習愈趨普遍，行
政長官在《2009-10 施政報告》中提出，善用「民、商、官」協作，為有
需要學生提供更方便合宜的互聯網學習機會，以減輕數碼鴻溝對學習質素
帶來的影響。
4. 根據最近一項調查，在受訪有子女就讀中小學的低收入家庭(即有適
齡就學兒童的綜援家庭和領取學生資助的家庭)當中，寬頻滲透率約
92%。家中接駁互聯網的主要原因是子女有需要上網完成學校功課，或是
子女要求上網。相對而言，無子女的低收入家庭的寛頻滲透率只有近
30%。由此我們有理由相信，雖然互聯網可作多種用途，對有子女的家庭
而言，學習是他們家中接駁互聯網的主要動機。
5. 未有接駁互聯網的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水平跟已接駁互聯網的家庭的收
入水平相約，而他們對上網費亦有準確的概念。但這些家庭的父母對上網
學習的教育價值可能未能充份認識，亦較關注上網可能帶來的負面影響。
這些家庭亦關注購買電腦所需的費用。一些家庭便因為家中電腦損壞，而
缺乏資源或技術知識進行維修或更換，而要放棄上網。
6. 政府建議採納一個整體方案，支援低收入家庭的學生獲得上網學習機
會。具體而言，我們建議向這些家庭發放上網費津貼及提供培訓和技術支
援，同時鼓勵市場為這些學生提供相宜互聯網服務的選擇。為此，財政司
司長在《二○一○年至二○一一年度政府財政預算案》建議，我們應採納
上文第 2（a）及（b）段提出的雙管齊下方式，幫助低收入家庭的中、小
學生上網學習。
(A) 以家庭為單位的上網費津貼計劃
7. 在這個數碼年代，網上學習和資料搜尋已成為教育的一部分。互聯網
被視為有利學生學習。在互聯網廣泛融入學校的教與學的同時，家居上網
已變得非常普遍。學生可在家搜尋資料，完成功課，與其他人保持聯繫，
增廣見聞和認識世界，而這亦已漸漸成為學生生活的方式。
8. 為幫助來自低收入家庭的學生在課後上網學習，政府致力推出多項措
施，向他們提供上網學習的機會。這些措施包括向學校提供經常性津貼，
以便他們於課後開放電腦室讓學生使用；推行「電腦循環再用計劃」，向
來自綜援家庭和符合資格領取學資處「學校書簿津貼計劃」資助的學生，
提供循環再用電腦和一年免費互聯網服務；及由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
推展「地區數碼中心試點計劃」，包括向有需要的學生借出設有免費無綫
上網服務的手提電腦。這些措施可以令更多來自低收入家庭的學生能上網
學習。然而，一些學生仍然未有接觸互聯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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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我們認同家居上網已逐漸跟其他學習資源有着同等的重要性，及我們
應支援來自低收入家庭的學生獲得家居網上學習的機會，因此我們建議自
2010/11 學年推行一項新的資助計劃，為以下類別的家庭提供上網費津
貼：
(a) 為每個有子女接受全日制中、小學程度教育而其子女符合資格領
取綜援計劃下與就學有關的定額津貼的綜援家庭，提供 1,300 元
的全額上網費津貼；及
(b) 為每個有子女接受全日制中、小學程度教育、能通過學資處現行
入息審查以申領學資處學生資助的家庭2，視乎其入息審查結果，
提供 1,300 元全額上網費津貼或 650 元半額上網費津貼。
10. 我們建議津貼以非實報實銷及以家庭為單位的方式發放，讓家長可因
應其子女的學習需要，靈活運用津貼以選購適合的互聯網服務。社會福利
署和學資處會分別負責發放上網費津貼給上述兩類合資格家庭。
11. 2010/11 學年建議的 1,300 元全額上網費津貼額，是參照現時市場上
網費價格而釐定。我們擬將計劃作為一項經常性的資助計劃。我們會於每
學年參考市場上網服務的最新價格，及考慮其他相關因素，檢討上網費津
貼額。
12. 我們估計約有 30 萬個低收入家庭可在 2010/11 學年受惠於建議的資
助計劃，當中包括 8 萬個綜援家庭，以及 22 萬個通過學資處入息審查的
家庭。在 2010/11 學年，受惠於建議資助計劃的學生人數約 41 萬名，包括
約 12 萬名綜援學生及約 29 萬名符合資格領取學資處學生資助的學生。建
議的計劃可有助減輕低收入家庭支付子女家居上網學習費用的負擔。
(B) 協助學生和家長上網學習
13. 為了讓更多低收入家庭學生能在家進行網上學習，並確保有需要家庭
有能力購置電腦上網，我們建議實施一項五年計劃，以便為有關家庭提供
合適和價格相宜的電腦和上網服務作網上學習用途，並為學生和家長提供
所需的培訓和技術支援。
14. 該計劃旨在讓 30 萬個低收入家庭(特別是當中約 8%尚未使用上網服
務的家庭)的 41 萬名接受中、小學程度教育的學生均可上網學習。該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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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家庭為通過學資處現行入息審查的家庭，而其子女為在中、小學就讀的全日制學生，或修讀全日
制毅進課程或職業訓練局全日制相關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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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由一間非牟利機構管理。該機構會與社區組織、教育界人士、互聯網服
務供應商、資訊科技供應商和政府機構緊密合作，確定學生的學習需要，
並在可行的情況下，善用政府部門及非政府機構的現有設施和服務，以符
合成本效益的方式，透過(a)提供價格相宜的上網服務和電腦及(b)提供培訓
和技術支援，協助這些學生使用上網服務。

價格相宜的上網服務和電腦
15. 現時，低收入家庭所使用的上網服務收費差別很大。在市場競爭最激
烈的地區，有些家庭近期只須繳付低於 100 元的月費便可使用上網服務。
但在其他地區，有些家庭卻須每月繳付超過 200 元的上網費用。在與互聯
網服務供應商磋商後，我們認為低收入家庭所繳交的上網費用可有下調的
空間，而在不同地區價格不同的現象亦可得以改善。我們可為互聯網服務
供應商設下機制，在不影響主流互聯網市場下，以邊際成本為低收入家庭
提供上網服務，並協助這些供應商減低在設施、銷售及市場推廣和技術支
援等方面的成本。該非牟利機構將為有意為低收入家庭提供服務的互聯網
服務供應商提供另一市場渠道，讓他們以轉售及／或直接銷售的方式提供
上網服務及電腦，但這須視乎該機構與互聯網服務供應商磋商所得結果而
定。

培訓和技術支援
16. 除了無法負擔上網和電腦的費用外，低收入家庭學生尚未透過上網進
行學習的主要原因，是父母對互聯網認識不足，以及缺乏技術支援。亦有
市民憂慮互聯網可能帶來負面影響，例如沉迷上網，要求當局為家長和學
生提供有關正確安全使用互聯網的適當指引。我們認為，學校、家長、社
會和政府等有關各方須通力合作，才可解決這些問題。
17. 我們已透過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推出“做個智 Net 的＂互聯網教
育活動，教導青少年、家長和教師如何正確安全使用互聯網。活動由相關
政府部門(例如知識產權署、政府新聞處、香港警務處、影視及娛樂事務管
理處)與非政府機構合作，為學生、家長和教師提供有關安全使用互聯網的
資訊和指引。這項活動下也成立了家庭支援中心，為家庭提供多元化的支
援服務，以處理有關子女使用互聯網的問題。此外，教育局亦會配合該活
動向教師和學校社工派發資源套，為他們提供有關資訊和建議學習活動，
以指導學生正確安全使用互聯網。
18. 該機構會根據上述為期一年的活動所得的經驗，並利用該項活動下所
開發的資源，設計一些課程，以豐富家長和學生需要的技術，並加深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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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安全正確使用互聯網的知識。此舉有助於兒童和青少年之間推動良好的
互聯網文化，並鼓勵尚未使用上網服務的家庭讓子女進行網上學習。

委託非牟利機構的效益
19. 該非牟利機構會以商業方式營運，讓其可以最具彈性的方式推行計
劃。該機構可更有效地與互聯網服務供應商／資訊科技供應商和社區機構
合作，共同就產品和服務開發價格合宜和具彈性的方案。該機構還可因應
其所訂的目標尋求贊助或捐贈。

非牟利機構的遴選與管治
20. 我們計劃公開邀請社會各界有興趣的機構提交建議書，以便透過一個
建議或新設立的非牟利機構推行上文第 13 至 18 段所述的計劃。政府資訊
科技總監辦公室會公布遴選準則，並會在政府內成立由多類專業人員組成
的遴選小組，透過公開、公平和具透明度的程序，評審各項詳細業務建
議，包括運作和財政模式、主要表現指標、風險評估、與有關各方的合
作，以及有關機構的專業知識、往績和承擔。獲選的建議書也須顯示該非
牟利機構的管治組織具備：
(a)
(b)
(c)
(d)
(e)
(f)
(g)

開發所須提供產品和服務的營商技巧；
對低收入家庭兒童學習需要的了解及知識；
管理新成立商業機構的能力；
妥善處理大額公帑的經驗；
與非政府機構及政府部門合作銷售及推廣其機構服務的能力；
與多個互聯網服務供應商和資訊科技供應商合作的能力；以及
與地區組織和其他社區中心等合作，例如分發電腦、提供技術
支援及推行互聯網教育的能力。

21. 我們預期，該非牟利機構會以法律實體的形式運作至少五年，並有潛
力持續營運。在策劃和營運服務，以至在管理人力和財政資源方面，該機
構應具有高度獨立性和靈活性。有關建議書還應述明該非牟利機構管治組
織的成員、其組成方法，以及有關公司在管治、管理和控制及公眾問責方
面的安排。該非牟利機構會根據《稅務條例》第 88 條註冊，並須公布業
務報告，受政府審核其帳目和業務。

監管和檢討機制
22. 我們必須確保有關公帑用得其所，及只用於指定用途，以協助低收入
家庭學生獲得更方便合宜的互聯網學習機會。因此，我們會與該機構簽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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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法律約束力的撥款協議。撥款協議會訂明政府根據什麼架構及條款和條
件向該機構提供資助，並會訂明如何定期衡量和檢討機構的表現，例如以
機構的目標和機構設立後所提供的服務來衡量和檢討。該協議還會訂明有
關撥款安排、管治架構、服務表現參數、檢討機制、滙報規定和資料披露
安排。
23. 更重要的是，我們會在推行計劃的整段期間，定期檢討計劃所取得的
成效、非牟利機構的表現及財政狀況，以及其時的社會和教育需要，以便
適切地評估該機構在營運五年後的未來路向。
對財政的影響
(A) 以家庭為單位的上網費津貼計劃
24. 根據上述建議的 2010/11 學年上網費津貼額和上文第 12 段提及的估
計 受 惠 家 庭 數 目 ， 我 們 預 計 2010/11 學 年 發 放 上 網 費 津 貼 的 開 支 為
2 億 8,000 萬元，當中 9,800 萬元用以向綜援家庭發放上網費津貼，
1 億 8,200 萬元用以向通過學資處入息審查的家庭發放上網費津貼。隨後
學年的所需開支則視乎上網費津貼額和受惠人數而定。我們會每年參考市
場上最新的上網費價格及考慮其他相關因素，檢討上網費津貼額。社會福
利署和學資處需加強人手管理新的資助計劃。所需的額外資源將透過現行
的撥款機制申請。
(B) 協助學生和家長上網學習
25. 我們估計需要一筆為數約2.2億元的非經常承擔額，以支付該計劃最
初五年的費用。有關費用包括：
(a)上文第15段所述提供價格相宜上網服務所需的費用(3,600萬元)；
(b) 上文第15段所述提供價格相宜電腦所需的費用(8,400萬元)；
(c) 提供培訓及技術支援所需的費用(6,500萬元)；以及
(d) 該機構的行政和營運費用(3,500萬元)。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亦可能需要增聘人手，以監督計劃的制訂及營
運。所需的額外資源將透過現行的撥款機制申請。
26. 上文第25段所述的費用只是粗略估計的數字，實際所需的費用須視
乎以下因素而定：上文第20段所述經選定的建議書、非牟利機構其後與互
聯網服務供應商／資訊科技供應商進行的研究和協商，以及所執行的撥款
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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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行計劃
(A) 以家庭為單位的上網費津貼計劃
27. 若建議的資助計劃於 2010 年 5 月獲立法會財務委員會通過，學資處
將於 2010 年 8 月底開始向合資格家庭發放上網費津貼。社會福利署亦會
於 2010 年 8 月向合資格的綜援家庭發放津貼。
(B) 協助學生和家長上網學習
28. 經考慮委員對該非牟利機構的意見後，我們計劃在2010年5月邀請各
界提交建議書。經詳細評審所接獲的建議書後，我們會選出一間合適的機
構，就有關非牟利機構的撥款協議和相關細則，包括撥款安排、服務要
求、管治和管理架構等，作進一步磋商。
29. 我們預期，獲選機構會盡快與互聯網服務供應商／資訊科技供應商和
社區組織進行磋商。我們的目標是在2011年初或之前與有關機構簽訂撥款
協議，以便該機構能盡快而不遲於2011／12學年開始前開展有關計劃，為
有需要的家庭提供價格合宜的上網服務和電腦。我們會在適當時間向資訊
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滙報計劃的最新進展。
未來路向
30. 如委員同意，我們會在 2010 年 5 月向立法會財務委員會申請撥款，
以向合資格家庭發放上網費津貼及籌備推展協助有需要的學生和家長上網
學習的 5 年計劃。

教育局
學生資助辦事處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
2010 年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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