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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

全港學校在疫情反覆下，斷斷續續停課已近一年。雖然大部分學校提供網上學習資源，但無論是校方或

家長，大多認同網課的學習效能遜於實體課，而停課對學習的短期影響顯而易見。在全港學生學習機會減少

下，長遠帶來的經濟損失有多大？停課影響學生的學習成果，繼而影響其畢業後的收入；世界銀行（下稱

世銀）亦就此進行了一次估算，指出高收入地區學生的人均終身收入損失現值超過26萬元（港元，下同）1。

為了解香港的情況，MWYO參考世銀發表的研究報告，估算學生由於停課，減少學習機會而長遠帶來收入上

的損失，發現總收入損失達到2,703億元，平均每位學生在工作生涯中一共損失33萬元收入。基於網上學習

資源分配不均，我們亦有估算來自高收入和低收入家庭的學生分別有多少長遠收入損失。最後，我們提出

政策建議，目的是減低停課帶來的經濟損失。

估算停課對學生造成的長遠收入損失

一個人的教育程度及學習年期（years of schooling），直接影響他往後的收入水平和升幅。我們參考世銀報告

的估算方法以推算停課對學生終身收入（lifetime earnings）的影響，而當中主要包括以下因素：

1. 學習成果的損失（以學年計算）（learning-adjusted years of schooling） 

2. 每月預期收入（expected monthly income）

3. 教育回報率（rate of return to education）

其一，在計算學習成果的損失時，學生進行網課的學習效能，以至停課期間能追回多少學習進度，兩者同樣

重要。學生由疫情開始至今累積停課接近一年，這與 2003 年 SARS 疫情和 2009 年豬流感疫情停課的最大

差異是：學校在今次停課期間依然能夠透過視像教學和網上教學資源，遙距為學生提供教學。因此，停課

一年並不代表學生喪失一整年的學習進度。

1 Joao Pedro Azevedo, Amer Hasan, Diana Goldemberg, Syedah Aroob Iqbal, and Koen Geven, “Simulating The Potential Impacts 
Of COVID-19 School Closures On Schooling And Learning Outcomes: A Set Of Global Estimate”, World Bank Group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2020,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bitstream/handle/10986/33945/Simulating-the-Potential-Impacts-of-COVID-19-School-
Closures-on-Schooling-and-Learning-Outcomes-A-Set-of-Global-Estimates.pdf?sequence=1&isAllowe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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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多數學校有提供網課，但部分基層學生仍然缺少網課所需的硬件。此消彼長下，我們估算平均香港學生

的網課學習效能為 50%，也就是停課期間能追回相比平時一半的學習進度。因此，若界定「停課」為學校

少於一半學生回校上課，全港停課的日子從 2020 年二月起至 2021 年四月初累積至 0.9 學年，而停課期間

學生學習進度減慢一半，損失的學習成果則約為0.45年。網上學習的成效越高，學生在這一年間學習成果的

損失越少。網上學習的成效視乎老師在網上教學的內容和質素、校方和政府有沒有提供足夠資源讓所有

學生在網上學習，以及學生有沒有充足的硬件支援（例如平板電腦和穩定的網絡）。

其二，我們以畢業生平均每月預期收入作為基礎，計算整個工作生涯的預期收入。我們按高中程度在職人士

的平均月薪（16,000元）、大專程度在職人士的平均月薪（29,500元）以及專上教育參與率（80%），推算

高中及大專程度畢業生的工作生涯中平均每月賺取：

16,000元 × 20% + 29,500元 × 80% = 26,800元

其三，教育回報率亦斷定停課對學生終身收入的影響。此因素考慮學生每多一年學習，將來收入平均提升

多少。在高收入地區（包括香港），中學或大學教育回報率約為9%。換言之，如果學生失去一整年的學習，

他將來會賺少9%收入。

此外，世銀估算方法亦有包括以下兩項因素：成年人存活率（adult survival rate）和人力資本使用率（human 

capital utilization）。香港兒童／青少年死亡率極低，而只有極少數學生因嚴重健康問題而未能畢業後工作，

故成年人存活率在今次估算中不太重要。人力資本使用率指的是在勞動人口中有多少人在做與技能相關的

工作，而香港的數字幾乎是全球最高，所以此因素也不太重要。

基於以上眾多因素，並假設停課對學生造成永久經濟損失、每年折現率（discount rate）為3%，以及畢業後

工作生涯共45年，我們估計平均每位學生的終身收入損失現值（present value）近33萬元。就全港中小學

和大專院校約82萬學生人口計算，他們一共損失約2,703億元2。

我們除了以每月預期收入為基礎作出評估外，也嘗試以教育回報率和教育成本為基礎，估算不同教育程度

畢業生的經濟損失。

大專教育成本包括政府提供的資助、學生須繳付的學費及就讀期間放棄工作而損失的薪金。大專教育四年

成本近157萬元，中學教育六年成本則近55萬元。基於大專教育和中學教育的成本不同，而假設回報率大致

相同（9%）。我們預期大專畢業生因停課而遭遇的經濟損失比高中畢業生嚴重。

2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Hong Kong Annual Digest Of Statistics: Section 12 Education”,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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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生在入職初期迅速累積專業知識和經驗，以致停課帶來的學習損失可能只對初入職場數年的收入有負面

影響。因此，我們假設停課只在他們工作生涯首五年造成收入下跌，而跌幅每年收窄。在這個情況下，每位

大專畢業生一生累計減少約 19 萬元收入，而每位高中畢業生一生累計減少近七萬元收入。結合全體學生的

數字，總經濟損失達到1,408億元。

圖一：大專畢業生和高中畢業生終身收入損失（MWYO估算方法：假設停課帶來暫時性損失）

 

表一：估計停課造成香港學生總收入損失

世銀估算方法 MWYO估算方法

估算基礎 每月預期收入 教育成本及回報率

損失持續的年期 永久（45年） 5年

總收入損失現值 2,703億元 1,408億元

個人按年收入

註：非按比例繪製

損失 = 192,741元

損失 = 67,416元

18 22 23 27 65 年齡

大專畢業生
終身收入

大專畢業生
終身收入

高中畢業生
終身收入

高中畢業生
終身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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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損失的貧富差距

在停課期間，不同學生能支配的網上學習資源並不平均，家庭環境不同，以致學習進度和情況不一樣，對

長遠經濟損失也有連帶影響。我們因應來自高收入和低收入家庭學生的收入和資源，估算兩者因停課而減少

收入的差距，發現後者蒙受的損失將會較大，而貧富懸殊可能因而擴大。

我們嘗試從兩方面作出調整，推算停課帶來收入損失的貧富差距：每月預期收入和網課學習效能，以評估對

不同家庭收入學生的影響。首先，貧富家庭學生將來的每月預期收入，最能反映其差距的就是大專教育

參與率。趙永佳教授分析 2016 年中期人口報告的數據，發現約九成家庭月入三萬以上的青年有接受大專

教育，而大約六成半家庭月入1.5萬以下的青年有同樣機會3。大專教育機會不均，令預期收入也出現距離。

大專畢業生在2020年第四季的入息中位數是29,500元，而高中畢業生的入息中位數為16,000元。按高收入

和低收入家庭學生分別接受大專教育的機率，我們推算：

高收入家庭學生每月預期收入為：16,000元 × 10% + 29,500元 × 90% = 28,150元

低收入家庭學生每月預期收入為：16,000元 × 35% + 29,500元 × 65% = 24,775元

至於網課學習效能，部分來自富裕家庭的學生，仍持續接受校外優質的家庭教育或參與補習班，以改善學習

進度，某程度上可抵銷停課帶來的負面影響。同時，低收入家庭或因硬件設備不足，而窒礙學生在家學習的

進度，因而增加他們在停課期間的學習損失。因此，高收入和低收入家庭學生進行網課的學習效能，可能

相距甚遠，以致他們的長遠損失距離擴大，加深貧富懸殊。我們假設低收入家庭學生的網課學習效能為30%，

即透過網課只能追回三成學習進度，而高收入家庭學生的網課學習效能則設定為70%。

值得一提的是，貧富學生之間的網課學習效能差距，可能在疫情初期比較明顯。由於政府推出「上網費津貼

計劃」，以及更多學生申請關愛基金購買流動電腦裝置的資助，基層學生在硬件上得到的支援其後變得

足夠，以致貧富學生的差距收窄。儘管如此，估算政府政策介入前的差距更突顯提供硬件資助的重要性。

就以上數字，並依據世銀2020年報告的假設（即停課對學生造成永久經濟損失），我們估算每位高收入家庭

學生一生累計減少近210,000元收入，約佔終身收入2.4%；每位低收入家庭學生一生累計減少近430,000元

收入，約佔終身收入5.7%。可見，資源分配不均導致學習成效各異，令貧富家庭學生將來的收入差距更大。

換個角度來看，高收入家庭學生幾乎失去了現時強積金計劃成員平均持有累算權益九成，而低收入家庭學生

損失的比率則高逾一倍。

3 趙永佳、黃健偉：〈4張圖看懂青年就業與教育不平等〉，《明報》，2019年3月4日。
 取自 https://news.mingpao.com/pns/觀點/article/20190304/s00012/1551637585261/趙永佳-黃健偉-4張圖看懂青年就業與教育

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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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高／低收入家庭學生因停課而損失收入的差距

每月預期收入 網課學習效能 損失收入現值 損失收入佔終身
收入比例

總收入損失佔
強積金計劃成員
平均持有強積金

累算權益4

高收入家庭學生 28,150元 70% 207,301元 -2.4% 91.3%

低收入家庭學生 24,775元 30% 425,710元 -5.7% 187.4%

平均 26,800元 50% 328,932元 -4.1% 144.8%

註：強積金計劃成員平均持有的強積金累算權益約為 227,000 元。低收入家庭學生的網課學習效能或因政府資助購買硬件而比現時估值
（30%）更高。

政策建議

由上述估算和分析可見，停課令學生損失學習機會，繼而影響長遠收入及擴大貧富差距。為減低這些負面

效果，政府和學校應該採取以下措施：

1. 向低收入家庭發放補習券

政府應以補習券形式資助低收入家庭的中小學生參加補習班。資助金額可以是每月 1,500元，為期

12個月（一年合共18,000元）。有組織於2019年統計兒童每月補習開支中位數為1,250元，故1,500元

津貼應該足夠5。為了確保補習質素，補習券宜只適用於已在教育局註冊的補習社。參考中小學生資助

計劃下的「學校書簿津貼計劃」及「上網費津貼計劃」的成功申請數目，我們預計約有 192,000 個

學生可成功申請補習券，估計總開支為34.5億元。這項開支將會佔估算損失約2.4%和2021/22年度

政府教育開支約4.5%。雖然這是一項全新的資助計劃，當中會遇到不少技術困難，但整體有助紓緩

問題。

2. 維持有限度與教育相關的公共服務

在疫情下，大部分公共服務暫停，對部分學生的學習構成嚴重不便。因此，政府應維持有限度的公共

服務，例如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即使關閉圖書館，也可容許市民上網租借圖書，然後在圖書館的服務台

提取；社會福利署也可安排特別的防疫措施以維持課餘託管服務等，這無疑有助學生在停課時期維持

一定的學習進度。

4 Mandatory Provident Fund Schemes Authority, “Mandatory Provident Fund Schemes Statistical Digest December 2020”, 2021
5 胡家欣：〈兒童每月補習開支中位數$1250　六成基層無力負擔　團體倡支援〉，《香港01》，2019年1月19日。
 取自 https://www.hk01.co/社會新聞/285018/兒童每月補習開支中位數-1250-六成基層無力負擔-團體倡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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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學校應協助學生善用政府現正提供的津貼

現時，政府為基層學生提供兩項津貼支援網上學習，包括「上網費津貼計劃」及關愛基金購買流動

電腦裝置的資助。這些津貼讓基層學生在硬件上得到的支援在疫情後期變得足夠，以致貧富學生的

網課學習效能差距收縮。部分有需要的學生或會因為種種原因未能改善家中設施，故學校應儘力協助

學生善用政府現正提供的電腦和網絡津貼，讓學生充分利用網上學習資源。

4. 促進學校應用教育科技

為了讓學生在停課期間仍能在家有效學習，以及復課後可加快追回學習進度，教育科技必須加快發展

和在教學上應用。更有效的遙距學習有助學生在疫情下持續學習。如想了解更多，請參閱 MWYO 於

2021年2月發表的《教育科技改革策略：界定推動方向 深化跨界合作》（https://www.mwyo.org/index.

php/zh-HK/analyses/educationtechnology）。

5. 舉辦具質素的實習計劃，幫助中學生裝備就業技能

具質素的實習計劃可幫助學生裝備就業技能，並對未來收入有正面的影響，減少因停學而未能有效

學習的損失。因此，企業與學校合作舉辦實習計劃，將幫助中學生裝備就業技能。如想了解更多，

請參閱MWYO於2020年12月發表的《「MWYO企業實習計劃」研究報告：中學實習計劃的重要性

及發展建議》(https://www.mwyo.org/index.php/zh-HK/analyses/internship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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