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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为本，建设更强大的社会 
 

迄今为止，在医疗护理、托儿及住房等服务的投资，帮助人们度过了疫情大流行和最近与

气候相关的灾害。 《2022 财政预算案》( 以下简称《2022 预算案》)建立在这个优势的基

础上，继续投资在人们所依靠的服务的质素、便捷性和应对能力。 
 
可负担、便捷、优质的托儿服务 
 
自从 在《2018 预算案》启动 《托儿卑诗》(ChildCareBC) 计划以来，政府注资了超过 24 

亿元，建立一个可负担、便捷、高质素的托儿系统，以确保人们，尤其是女性，可以出外

工作。继 2021 年与联邦政府签署历史性协议以加速该系统的发展后，《2022 预算案》进

一步注资在： 
 

• 更多名额： 

o 自 2018 年推出 10 年《托儿卑诗》计划以来，政府资助了 2 万 6,000 多个新的

持牌托儿名额——这是卑诗省历来最快速的托儿名额创设。 

o 透过与联邦政府达成的新协议，五年内为 6 岁以下儿童提供 3 万个新托儿名

额，七年内则提供 4 万个。 

o 创造更多的课前和课后名额，包括设有《无缝日》(Seamless Day)计划的校区由

24 个增至 44 个，差不多增加了一倍，并同时把《准备起步》(Just B4)计划扩展

至另 14 个校区。 

• 较低费用： 

o 《2022 预算案》让卑诗省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接近政府计划的每天 10 元托儿服

务。 

o 透过与联邦政府达成的新协议，到 2022 年底，全日制幼儿护理费用将会下降

50%至平均每天约 20 元。 



o 《2022 预算案》以这些投资为基础，将于 2023-24 学年把学前班和课前与课后

的托儿费用下调至平均每天少于 20 元。 

• 优质护理： 

o 扩大工资提升计划至幼儿教育工作者 (ECE)，尽管少于 50%的工作时间是直接

负责托儿职能，但他们仍属于在托儿服务范围内工作。 

o 增聘注册官员以加快托儿设施牌照申请进程。 

o 把双学分计划扩大至另 150 名学生，并在大专院校中每年增加 130 个 ECE 培训

学额。 

• 原住民托儿服务： 

o 支援《原住民启蒙》(Aboriginal Head Start)计划，为原住民儿童提供以文化为

本、具包容性的托儿服务、早期学习及家庭联系机会。 

o 为原住民持权者注资推动咨询、规划及建立能力等工作。 
 
加强卫生和精神卫生服务 
 
提高身心健康服务质素并保护卑诗省民免受新冠病毒(COVID-19)疫情大流行的影响，仍然

是政府的首要任务。 《2022 预算案》在财政计划中注资 32 亿元，以改善人们所依赖的

医疗护理服务，包括： 
 

• 提升基本医疗战略，增加紧急及基本医疗中心，并与原住民卫生局合作，继续在全

省建设多达 15 间原住民基本医疗中心。 

• 继续实施缩减手术及诊断造影轮候时间的策略，未来三年内新增 3 亿 300 万元的基

本预算拨款。 

• 透过增加更多的护理人员和调派员，以缩减紧急电召的等待和回应时间，在财政计

划中为《卑诗紧急卫生服务行动》 (BC Emergency Health Services Action Plan)计划提

供 1 亿 4,800 万元的预算。 

• 改善数千名支援服务人员的工资、工作条件、工作保障及稳定性，其中占大多数属

于种族化妇女，同时透过把这项 20 年前转为私营公司承包的工作重新回到政府体

制，从而改善病者的治疗效果。 

• 继续支持《希望之路》(Pathway to Hope)计划的行动，以扩大精神健康及癖瘾护理服

务，沿用《2021 预算案》提供的拨款，令自 2017 年以来的年度开支上升至超过 3

亿 7,500 万元。 



 
《2022 预算案》同时为 2022-23 年度的大流行复苏应急项目额外注资 8 亿 7,500 万元，用

于： 

• 正在进行中的新冠病毒疫苗注射计划。 

• 为医护人员提供个人防护装备。 

• 加强措施控制长期护理院及辅助式院舍院友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 

• 增加对原住民及非原住民社区的精神健康支援。 

• 拨款资助卑诗疾病控制中心(B.C. Centre for Disease Control)。 
 
应对及预防无家可归问题 
 
人们将会受惠于一种全新、跨政府的方法，既可预防无家可归，也可迅速地应对协助无家

可归者觅得稳定的安居之所。《2022 预算案》在财政计划中投放 6 亿 3,300 亿元，以扩

大服务范围，并将应对无家可归问题的方式由被动转变为主动，方法是： 
 

• 未来三年提供 3,500 万元，透过改善对 19 岁以上青年的支援，应对曾经接受政府监

管青年成为无家可归者风险增加的问题。 

• 从 2022-23 年度开始，让 2020 年提供的临时住房和支援安排成为永久化，并为计划

参与者提供每月 600 元的新租金补贴。 

• 2023-24 年度及 2024-25 年度期间，《青年协议计划》(Agreement with Young Adults)

计划将会扩大至包括咨询、医疗福利及更多生活技能项目。入息支援也会得到改

善，包括入息豁免，从而让年轻人毋须在工作与领取福利之间作出抉择。 

• 未来三年内为超过 3,000 人提供每月 600 元的租金补助，帮助他们得到稳定的居

所，并给予综合全面化支援。 

• 将目前的社区融合专家人数增加一倍，协助全省各社区中的无家可归者了解及获得

政府服务计划及可用的支援。 

• 将首创的综合护理住房模式扩展到省内至少 20 个地点。透过在三年内注资 1 亿

6,400 万元，估计可以为多达 500 名患有严重精神健康问题、滥药或创伤性及后天脑

损伤的无家可归者或居无定所人士提供支援。 

• 未来三年内投资 2 亿 6,400 万元，确保在疫情期间被安排临时居住在租赁或购入酒

店和其他居所的多达 3,000 人，能够继续获得住房支援，并且让更多人可以过渡到

永久住房。这包括为现时获临时安置的人士购买及营运永久住房，以及提供 1 亿



5,000 万元的大流行和复苏应急基金，在有需要时扩展一些临时住房空间，并同时提

供永久住房选择。 
 
开始逐步改善向有儿童支援需要的家庭服务 
 
《2022 预算案》透过在未来三年注资 1 亿 7,200 万元，开始逐步向需要支援的儿童和青

少年提供更便捷和更具包容性的服务。这包括在全省设立家庭联络中心。在这笔拨款中，

《2022 预算案》将会动用 1 亿 1,400 万元，开始逐步在两个地区率先实施以需求为本的

服务系统。试点所得结果资料将会有助政府于 2025 年发展及推行一个全省系统。 
 
这笔拨款还包括在财政计划期间增拨 5,800 万元，应对日益增多的儿童及青少年支援服务

需求。 
 
支援性侵犯幸存者 
 
《2022 预算案》透过向 50 多个性侵援助社区组织提供核心拨款，抵销 2002 年对这些服

务的削减资助，以支援性侵幸存者。这些组织将会获得稳定、持续的资金，从而提供关键

的危机应对、咨询、预防性药物、医疗检查、举报机制及儿童保护服务。 
 
安全、准备好迎接学生的 K-12 学校 
 
为应对幼儿园至第 12 年级(K-12)不断增长的入学人数，《2022 预算案》在财政计划中增

拨超过 6 亿 6,400 万元的额外资金，令到在 2024-25 年度前，K-12 教育的年度拨款总额提

升至超过 73 亿元。这笔拨款将会包括： 
 

• 增加各校区的入学人数增长拨款，继续分配到有需要护理的儿童和青少年、原住民

学习者、市郊校区及学生。 

• 继续透过《课堂强化基金》(Classroom Enhancement Fund)计划，支援近 4,500 名教

师，其中包括 700 多名特殊教育教师，以及 200 多名教育心理学家和辅导员。 
 
《2022 预算案》还包括在未来三年投放超过 31 亿元，用于在全省各地建造、修葺及提升

学校的防震能力。 
 
改善无障碍设施与服务 



 
《2022 预算案》在三年内提供 300 万元拨款，继续实施《卑诗无障碍法》(Accessible 

British Columbia)，为残障人士制定一个无障碍计划，立法提升无障碍设施和服务，以及设

立卑诗省无障碍委员会。 
 
包容与反种族主义 
 
政府正在与全省各地的社区合作，草拟将于 2022 年春季推出的反种族主义数据法案。该

法案将会透过定时收集、使用及公布人口统计数据，从而有助政府提供更好、更公平的服

务，以及辨别对原住民和种族化社区服务存在的差距。 
 
政府同时与原住民、黑人及其他种族化社区协商，草拟卑诗省的首个反种族主义法案，让

卑诗省成为不分种族、肤色或信仰，一个更安全、更包容和更公平的省份。 
 
这是建基于本省正在致力打击种族主义的工作上，包括将《警察法》(Police Act)现代化、

制定一个 K-12 反种族主义行动计划，以及解决医疗护理系统中的反原住民种族主义问

题。政府将会继续提供拨款，支持全省反种族主义宣传活动及《Resilience BC 反种族主义

社区网络》，以及致力解决卑诗省种族主义问题和促进多元化工作的 190 多个社区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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