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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專業及資深行政人員協會  

「2022-23 年度財政預算案」建議書  

2022 年 1 月  

 

1 疫後支援                     (第 3 頁 ) 

1.1  預留資金支援行業及基層人士  

 

2 經濟及金融發展                       (第 3 頁 ) 

2.1  加大力度推動綠色金融  

2.2  加強培訓 ESG 人才  

2.3  培訓碳中和交易人才  

2.4  爭取專業牌照認可  

2.5  增加撥款支援創新科技  

2.6  建議將更多金融相關課程納入「持續修進基金」可獲發還款項

課程  

 

3 土地及房屋                  (第 5 頁 ) 

3.1  增建過渡性房屋  

3.2  縮短土地規劃及審批程序  

 

4 基建                     (第 5 頁 ) 

4.1  預留款項加速發展北部都會區基建  

 

5 支援弱勢社群                (第 6 頁 ) 

5.1  研究加大關愛基金資助  

5.2  津貼聘請傷殘人士的僱主  

5.3  增撥資源予自負盈虧的社福機構  

5.4  增建長者服務中心及康樂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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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教育                     (第 7 頁 ) 

6.1  增加推動國家教育經費  

6.2  加強教師 IT 知識培訓  

6.3  加強學生電子學習支援  

6.4  代學校考生繳交文憑試考試費  

6.5  增撥資源予考評局開發 STEM 評核工具  

 

7 醫療                     (第 8 頁 ) 

7.1  加強基層醫療發展 (Primary Care)及地區康健中心服務  

7.2  擴大公私營協作計劃  

7.3  加大資源培訓中醫護士  

7.4  醫療融資  

7.4.1  資助市民選擇私家醫生  

7.4.2  提高賠償限額  

7.5  增加公營醫院病床  

7.6  擴闊醫療券的使用範圍  

 

8 體育                      (第 11 頁 ) 

8.1  加強支援退役運動員  

8.2  增撥資源推廣全民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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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3 年度財政預算案」建議書  

2022 年 1 月  

前言︰  

全球疫情仍然嚴峻，傳播力較強的變種新型冠狀病毒更來勢洶洶，

為剛有起色的本港經濟添上不明朗因素。在疫情未有完全止息的情況下，

本地零售、飲食、旅遊業持續受衝擊，不少公司面臨倒閉風險，基層人

士亦承受一定的經濟壓力。期望政府推出更多措施支援受影響行業及基

層人士，協助他們渡過難關。  

 

除了支援措施外，政府亦應未雨綢繆為疫後經濟復甦作好準備，善

用財政儲備促進經濟及金融發展，並致力增加土地及房屋供應，縮短土

地規劃及審批程序，期望逐步解決香港深層次矛盾。  

 

本會經深入討論後，現就疫後支援、經濟及金融發展、土地及房屋、

基建、支援弱勢社群、教育、醫療、體育的範疇提出一些意見。  

 

香港專業及資深行政人員協會之建議︰  

1 疫後支援  

1.1 預留資金支援行業及基層人士  

受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影響，各行各業特別是飲食業、旅遊

業遭打擊甚深，疫情略為緩和之際，變種病毒再次出現，業界

經營更形困難。期望政府預留資金支援有關行業，幫助他們渡

過難關。另外，基層家庭在疫情下的開支亦大增，如需增購消

毒用品等，建議政府另預留資金精準扶貧，幫助低收入家庭及

人士。  

 

2 經濟及金融發展  

2.1  加大力度推動綠色金融  

本會認為，推動綠色經濟及綠色貸款，需要政府層面支持，

例如制定統一標準，及透過公營金融機構承擔部分風險，以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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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私營機構參與。明白政府已投放很多資源，但初創公司目前

較難申請到有關資助，可能因此卻步，建議政府拆牆鬆綁，讓

資源得到充分利用。  

 

本會建議設立綠色金融工作小組，加入不同的持份者，共

同參與探討有關事務，讓政策更貼地。  

 

2.2  加強培訓 ESG 人才  

ESG 規模今年急增逾五成，截至今年 9 月底市面已有 69

隻 ESG 零售基金，不過仍有不少投資者及大眾對可持續投資或

ESG 投資的概念感到模糊，建議政府加強投資者教育，讓他們

充分理解 ESG 概念和相關投資風險。  

 

2.3  培訓碳中和交易人才  

在內地碳排放市場啟動後，碳排放權交易市場總規模有望

達到 5,000 億元人民幣，需求的人才必然更多，建議政府未來

多撥資源予培訓相關人才，以免人才培養的速度趕不上將來產

業的發展速度，令香港失卻先機。  

 

2.4  爭取專業牌照認可  

要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香港企業要走出去之餘，更要

融入内地經濟發展。雖然目前已實施「跨境理財通」計劃，讓

香港及內地市場達至互聯互通，不過香港金融專業資格牌照仍

未受內地認可，香港金融服務專才難以到內地發展業務，未能

實現最大的效果。建議特區政府與內地部門加強溝通，爭取獲

得內地的認可，擴大香港的服務區域。  

 

2.5  增加撥款支援創新科技  

為加速香港的創新、科技及相關產業的發展，建議政府增

加撥款支持，讓研究中心及本地企業有更多資金進行研發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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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將科研成果商品化，更重要的是，著重培育科技人才，資助

科技人才在香港投身研發工作，以及資助本地企業讓其人員接

受科技培訓。  

 

2.6  建議將更多金融相關課程納入「持續進修基金」可獲發還款項  

課程  

目前市民報讀獲政府資歷架構認可的本地課程，可獲得政

府最高 2 萬元「持續進修基金」資助。本會建議政府應將國際

資格認證考試納入「持續進修基金」，例如 CFA(特許金融分析

師 )、 CFP(香港財務策劃師 )、 FRM(金融風險管理師 )、 STEP 

(Society of Trust and Estate Practitioners 信託和遺產傳承

專業資格 )、Chartered Tax Advisers (特許稅務師資格 )等，務

求本地的專業人才更國際化。  

 

3 土地及房屋  

3.1  增建過渡性房屋  

目前約有 11 萬人居於劏房，衞生環境差劣，不少居住劏房

內的基層市民苦不堪言。雖然政府已落實推行劏房租務管制，

不過劏房租管只屬短期措施，要真正協助劏房戶，最直接及最

有幫助的是增建更多他們可以負擔的過渡性房屋，讓他們擁有

更好的居住環境。  

 

3.2  縮短土地規劃及審批程序  

以古洞北及粉嶺北新發展區為例，在經歷近十年的研究規

劃、公眾諮詢和各方討論後，新發展區全期基礎工程仍需耗時

12 年才能全面完工。期望政府能加快規劃步伐，盡量簡化審批

程序，以確保香港中期房屋供應。  

 

4  基建  

4.1  預留款項加速發展北部都會區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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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施政報告提出發展北部都會區，目的打造 300 平方

公里新都會，將可容納 250 萬人居住，除了土地開發，當中涉

及的交通基建和產業規劃屬重中之重。為了平衡鐵路運營效益

和城市發展效率之間的矛盾，香港很早已採用公共運輸導向型

發展模式 (Transit Oriented Development，簡稱 TOD），以大

眾運輸樞紐和車站為核心的同時，配合商業、住宅、酒店等多

元的土地運用，更有效地規劃城市空間，促進城市可持續發展。

建議政府可審慎考慮以 TOD 發展模式套用於北部都會區，同

時建議預留款項，用作包括基建、徵地拆遷賠償等，加速北部

都會區發展。  

 

5 支援弱勢社群  

5.1 研究加大關愛基金資助  

經濟下行及疫情為市民帶來沉重經濟壓力，活在貧窮線以

下的低收入市民更首當其衝。建議政府加大扶貧力度，考慮為

關愛基金額外注資，為 N 無人士提供生活津貼，協助他們解決

燃眉之急。  

 

5.2 津貼聘請傷殘人士的僱主  

殘疾人士一直面臨就業困難的問題，為鼓勵僱主聘用殘疾

人士，建議政府給予僱主更多誘因，例如合資格的僱主每聘用

一名有就業困難的殘疾人士，便可獲得津貼，冀望可鼓勵僱主

按其能力在不同的工作崗位上發揮所長。  

 

5.3 增撥資源予自負盈虧的社福機構  

現時很多非資助、非政府的自負盈虧機構，為社會上不同

有需要的人提供服務，如幼兒照顧、課餘託管，為有特殊教育

需要的學生提供支援等，能填補以上服務的缺口。期望政府給

予自負盈虧的社福機構更多資源，如容許這些機構的職員免費

參與政府舉辦的培訓課程，適時提供器材上及中央行政的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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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5.4 增建長者服務中心及康樂會所  

香港人口老化問題嚴重，長者晚年退休後的生活質素受到

關注。香港雖然有長者服務中心，為長者及退休人士提供基本

的康樂服務，但除了基層的長者，中產人士退休後的生活一樣

值得關注。建議政府參考紀利華木球會 (俗稱 3C 會 )會所模式，

增建更高水平的康健中心，讓更多長者享受到更高質素的退休

生活，長遠而言又可以減低醫療成本及開支。  

 

6 教育  

6.1 增加推動國民教育經費  

行政長官去年在施政報告中提及，為加強培養學生對國家

歷史、中華文化和國情的認識，培養學生國家觀念及國家安全

意識的基礎工作，學校將着力推行價值觀教育，包括加強德育、

公民及國民教育。有見及此，本會認為財政預算案亦應配合相

關政策，預留並可增加推動國民教育的經費，透過多元化活動，

讓學生全方位認識國家發展，培養學生正面價值觀，以及對國

家、民族及社會的歸屬感及責任感。  

 

6.2 加強教師 IT 知識培訓  

疫情下不少學校未能全面復課，改以網上形式遙距學習，

新模式的上課形式不單止學生需要適應，教師亦需學習新的資

訊科技，如視像教學。建議政府加強學校的 IT 支援及老師的培

訓，讓教師同時具備軟件及硬件支援，減輕教師學習相關知識

的壓力，同時盡力不讓疫情耽誤學生發展進度。  

 

6.3 加強學生電子學習支援  

電子學習屬大勢所趨，加上疫情爆發，全港中、小學校多

次停課，電子學習成為學生最重要的學習渠道。但不少基層學



香港專業及資深行政人員協會  

        「 2022-23 年度財政預算案」建議書  

 

第 8頁  

 

生因家庭環境問題，未必有足夠的配備購買電子學習產品，甚

或連上網費用都難以負擔。建議政府支援每名基層學生購買平

板電腦及資助上網費用，減輕基層學生及其家庭的經濟負擔。  

 

6.4 代學校考生繳交文憑試考試費  

政府由 2019 年起，已經連續四年為文憑試學校考生代繳

考試費。按 2021 至 22 年度的《財政預算案》，2022 年的代繳

考試費約為 1 億 5 千萬元。鑑於經濟環境仍未全面復甦，不少

市民的收入仍未穩定下來。考評局過往一年收到不少家長和家

長團體呼籲，希望政府能繼續為 2023 年的文憑試學校考生代

繳考試費。  

 

6.5 增撥資源予考評局開發 STEM 評核工具  

教 育 局近 年 積 極 推 動  STEM （ 即 科 學 Science 、 科 技

Technology、工程 Engineering 及數學 Mathematics），透過

更新及強化科學、科技及數學課程和學習活動，並加強師資培

訓，讓中小學生充分發揮創意潛能。唯由於推動  STEM 教育是

一個持續和不斷改進的過程，建議政府提供資源給考評局，開

發一套適用於香港的評核工具，並提供相關教師培訓，使 STEM 

教育能在全港學校得到更好的落實和執行。  

 

7 醫療  

7.1 加強基層醫療發展 (Primary Care)及地區康健中心服務  

世界衞生組織多年前已強調基層醫院的重要性，當基層醫

療做得好，可防患於未然，市民健康水平上升，自然不需要過

多的專科或複雜的治療，從而減輕對醫院床位和人手的壓力。

2021 年施政報告提及，已着手檢討基層醫療健康服務及管治架

構等方面的規劃，計劃為香港基層醫療健康服務制定可持續發

展藍圖。本會認為，政府可繼續加大撥款，投放資源在基層醫

療及長期護理，設立更多地區康健中心，加強醫福社合作，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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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專科及醫院服務的負擔，令醫療資源用得其所。  

 

7.2 擴大公私營協作計劃  

建議政府實行多些公私營醫院協作模式，以「耀眼行動」

為例，分流一部分公營醫院白內障手術輪候者到私家醫生，政

府給予手術輪候者津貼，私家醫生則以優惠的價格收取手術費。

2007 年開始計劃時在公立醫院輪候的白內障病人有 3 萬多人，

兩年間有約 1 萬名患者通過計劃於私家醫生處接受手術，令公

立醫院手術等候時間由 60 個月減少至 23 個月，大大縮短手術

輪候期，患者受益的同時，減輕了公營醫院的壓力。  

 

至於非緊急服務方面，建議政府增加輪候重災區的眼科、

骨科、精神料的公私營協作，一定有助紓緩公私營醫療服務失

衡現象。  

 

7.3 加大資源培訓中醫護士  

市民近年對中醫服務興趣越來越濃厚，香港首間中醫醫院

籌備工作今年啟動，預計 2025 年落成，提供住院和門診服務，

是香港中醫藥發展路上的重要里程碑。中醫醫院亦會成為三所

本地大學相關學院的教學和臨床實習場地，以及執業中醫師的

培訓平台。目前雖然有部分院校在護士課程加入中醫元素，但

課程內容並不充分，始終未像西醫課程一樣，培訓出專業的中

醫護士。建議政府打通中西醫護士專業資格，在西醫護士課程

加入適當的中醫護士課程，學生修畢後將如現時的雙學位課程，

擁有中醫或西醫護士的資格，讓學生自行選擇發展前路，而非

僅局限於西醫，提升中醫護士的待遇。  

 

除此之外，所謂「預防勝於治療」，本會亦建議政府加強醫

護在疾病預防的培訓，以及向廣大市民宣傳預防疾病的重要性，

市民有了相關知識，身體較之前健康的話，相信有助減輕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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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的壓力。  

 

7.4 醫療融資  

7.4.1 資助市民選擇私家醫生  

除了醫生及病人比例失衡，病人分配亦嚴重失衡。現時住

院病人大多選擇公營醫院，主因是公營費用約九成是政府津貼，

相比私家醫院高昂的費用，市民自然傾向選擇公營醫院。因此

本會建議以「錢跟病人走」的形式，為選擇到私家醫生就診的

市民提供津貼，能幫助解決病人分配比例的失衡現象。  

 

7.4.2. 提高賠償限額  

現時自願醫保標準計劃設立了每宗保障項目的賠償限額，

未必足以保障一些較嚴重的疾病，如心臟病、癌症或中風等，

患者需要自行承擔高昂的治療費。本會呼籲政府推動保險業界， 

擴大計劃的保障額並適切監管  真正做到全民受益。  

 

7.5 增加公營醫院病床  

除了醫護人士，硬件方面也應大步追上。過去 20 年本港新

建醫院的速度大幅減慢，過去 10 年床位數量與人口增加、人

口老化的速度也有較大差距。加上新冠病毒疫情持續，公立醫

院服務面臨嚴峻考驗。根據醫管局公布的急症室服務及住院病

床使用率，多家醫院的病床佔用率均達飽和狀態，高峰時期以

明愛醫院為例，內科住院病床佔用率達 121%。那打素醫院、

廣華醫院及威爾斯親王醫院急症室等候時間平均需等候逾 8 小

時。建議政府好好規劃病床數目及分布，研究如何為公營醫院

增加病床，以應付現時及日後的需求。  

 

政府亦可考慮動用公共資源，向設備完善的私家醫院購買

床位及服務，接收病情或情況穩定的患者，減輕前線公立醫院

醫護人員的工作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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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擴闊醫療券的使用範圍  

長者醫療券計劃於 2009 年推出至今超過 10 年，目標是為

長者提供公營基層醫療服務以外的選擇，從而加強長者基層醫

療服務。不過本會認為現時醫療券使用範圍較為狹窄，不少服

務提供者未有登記參加計劃，變相令長者得物無所用，未有善

用醫療券。建議政府將更多保健服務納入醫療券適用範圍，讓

長者可更容易地獲得切合自身健康需要的預防性、治療性及康

復性的服務。考慮到物價及通脹因素，政府宜適量加大醫療券

金額，支援長者醫療需要。  

 

8 體育  

8.1 加強支援退役運動員  

香港代表團在東京奧運取得歷史性佳績，令全港掀起一片

運動熱。不過不少有潛質的運動員因家庭條件或訓練受傷而退

役，這些退役後的運動員生計問題值得關注。建議政府加強支

援現役、退役運動員的升學及就業發展，包括檢視精英運動員

與成年隊運動員的資助金額，讓已在世界級賽事取得獎牌或未

獲獎牌的運動員，都有合理的薪酬水平。政府亦應呼籲工商界

聘請及吸納退役運動員，為運動員提供適切的支援。  

 

8.2 增撥資源推廣全民運動  

東京奧運令香港市民更關注運動，政府可趁此機會，進一

步推動全民運動，提高市民的運動意識及健康水平。例如增撥

資源增加康體設施，增建更多免費健身設備或器材供公眾使用。

市民擁有健康的身體，減低患上疾病的機率，自然能減少醫療

系統的負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