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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為本，建設更強大的社會
迄今為止，在醫療護理、託兒及住房等服務的投資，幫助人們度過了疫情大流行和最近
與氣候相關的災害。《2022 財政預算案》(以下簡稱《2022 預算案》)建立在這個優勢的
基礎上，繼續投資在人們所依靠的服務的質素、便捷性和應對能力。
可負擔、便捷、優質的託兒服務
自從 在《2018 預算案》啟動 《託兒卑詩》(ChildCareBC) 計劃以來，政府注資了超過 24
億元，建立一個可負擔、便捷、高質素的託兒系統，以確保人們，尤其是女性，可以出
外工作。 繼 2021 年與聯邦政府簽署歷史性協議以加速該系統的發展後，《2022 預算案》
進一步注資在：
•

更多名額：
o 自 2018 年推出 10 年《託兒卑詩》計劃以來，政府資助了 2 萬 6,000 多個新的
持牌託兒名額——這是卑詩省歷來最快速的託兒名額創設。
o 透過與聯邦政府達成的新協議，五年內為 6 歲以下兒童提供 3 萬個新託兒名額，
七年內則提供 4 萬個。
o 創造更多的課前和課後名額，包括設有《無縫日》(Seamless Day)計劃的校區由
24 個增至 44 個，差不多增加了一倍，並同時把《準備起步》(Just B4)計劃擴展
至另 14 個校區。

•

較低費用：
o 《2022 預算案》讓卑詩省比以往任何時候更接近政府計劃的每天 10 元託兒服
務。
o 透過與聯邦政府達成的新協議，到 2022 年底，全日制幼兒護理費用將會下降
50%至平均每天約 20 元。
o 《2022 預算案》以這些投資為基礎，將於 2023-24 學年把學前班和課前與課後
的託兒費用下調至平均每天少於 20 元。

•

優質護理：

o 擴大工資提升計劃至幼兒教育工作者 (ECE)，儘管少於 50%的工作時間是直接
負責託兒職能，但他們仍屬於在託兒服務範圍內工作。
o 增聘註冊官員以加快託兒設施牌照申請進程。
o 把雙學分計劃擴大至另 150 名學生，並在大專院校中每年增加 130 個 ECE 培訓
學額。
•

原住民託兒服務：
o 支援《原住民啟蒙》(Aboriginal Head Start)計劃，為原住民兒童提供以文化為
本、具包容性的託兒服務、早期學習及家庭聯繫機會。
o 為原住民持權者注資推動諮詢、規劃及建立能力等工作。

加強衛生和精神衛生服務
提高身心健康服務質素並保護卑詩省民免受新冠病毒(COVID-19)疫情大流行的影響，仍然
是政府的首要任務。《2022 預算案》在財政計劃中注資 32 億元，以改善人們所依賴的醫
療護理服務，包括：
•

提升基本醫療戰略，增加緊急及基本醫療中心，並與原住民衛生局合作，繼續在
全省建設多達 15 間原住民基本醫療中心。

•

繼續實施縮減手術及診斷造影輪候時間的策略，未來三年內新增 3 億 300 萬元的
基本預算撥款。

•

透過增加更多的護理人員和調派員，以縮減緊急電召的等待和回應時間，在財政
計劃中為《卑詩緊急衛生服務行動》 (BC Emergency Health Services Action Plan)計劃
提供 1 億 4,800 萬元的預算。

•

改善數千名支援服務人員的工資、工作條件、工作保障及穩定性，其中佔大多數
屬於種族化婦女，同時透過把這項 20 年前轉為私營公司承包的工作重新回到政府
體制，從而改善病者的治療效果。

•

繼續支持《希望之路》(Pathway to Hope)計劃的行動，以擴大精神健康及癖癮護理
服務，沿用《2021 預算案》提供的撥款，令自 2017 年以來的年度開支上升至超過
3 億 7,500 萬元。

《2022 預算案》同時為 2022-23 年度的大流行復甦應急項目額外注資 8 億 7,500 萬元，用
於：
•

正在進行中的新冠病毒疫苗注射計劃。

•

為醫護人員提供個人防護裝備。

•

加強措施控制長期護理院及輔助式院舍院友感染新冠病毒的風險。

•

增加對原住民及非原住民社區的精神健康支援。

•

撥款資助卑詩疾病控制中心(B.C. Centre for Disease Control)。

應對及預防無家可歸問題
人們將會受惠於一種全新、跨政府的方法，既可預防無家可歸，也可迅速地應對協助無
家可歸者覓得穩定的安居之所。《2022 預算案》在財政計劃中投放 6 億 3,300 億元，以
擴大服務範圍，並將應對無家可歸問題的方式由被動轉變為主動，方法是：

•

未來三年提供 3,500 萬元，透過改善對 19 歲以上青年的支援，應對曾經接受政府
監管青年成為無家可歸者風險增加的問題。

•

從 2022-23 年度開始，讓 2020 年提供的臨時住房和支援安排成為永久化，並為計
劃參與者提供每月 600 元的新租金補貼。

•

2023-24 年度及 2024-25 年度期間，《青年協議計劃》(Agreement with Young Adults)
計劃將會擴大至包括諮詢、醫療福利及更多生活技能項目。入息支援也會得到改善，
包括入息豁免，從而讓年輕人毋須在工作與領取福利之間作出抉擇。

•

未來三年內為超過 3,000 人提供每月 600 元的租金補助，幫助他們得到穩定的居所，
並給予綜合全面化支援。

•

將目前的社區融合專家人數增加一倍，協助全省各社區中的無家可歸者了解及獲得
政府服務計劃及可用的支援。

•

將首創的綜合護理住房模式擴展到省內至少 20 個地點。透過在三年內注資 1 億
6,400 萬元，估計可以為多達 500 名患有嚴重精神健康問題、濫藥或創傷性及後天
腦損傷的無家可歸者或居無定所人士提供支援。

•

未來三年內投資 2 億 6,400 萬元，確保在疫情期間被安排臨時居住在租賃或購入酒
店和其他居所的多達 3,000 人，能夠繼續獲得住房支援，並且讓更多人可以過渡到
永久住房。這包括為現時獲臨時安置的人士購買及營運永久住房，以及提供 1 億
5,000 萬元的大流行和復甦應急基金，在有需要時擴展一些臨時住房空間，並同時
提供永久住房選擇。

開始逐步改善向有兒童支援需要的家庭服務
《2022 預算案》透過在未來三年注資 1 億 7,200 萬元，開始逐步向需要支援的兒童和青
少年提供更便捷和更具包容性的服務。這包括在全省設立家庭聯絡中心。在這筆撥款中，
《2022 預算案》將會動用 1 億 1,400 萬元，開始逐步在兩個地區率先實施以需求為本的
服務系統。試點所得結果資料將會有助政府於 2025 年發展及推行一個全省系統。
這筆撥款還包括在財政計劃期間增撥 5,800 萬元，應對日益增多的兒童及青少年支援服務
需求。
支援性侵犯倖存者
《2022 預算案》透過向 50 多個性侵援助社區組織提供核心撥款，抵銷 2002 年對這些服
務的削減資助，以支援性侵倖存者。這些組織將會獲得穩定、持續的資金，從而提供關
鍵的危機應對、諮詢、預防性藥物、醫療檢查、舉報機制及兒童保護服務。
安全、準備好迎接學生的 K-12 學校
為應對幼兒園至第 12 年級(K-12)不斷增長的入學人數，《2022 預算案》在財政計劃中增
撥超過 6 億 6,400 萬元的額外資金，令到在 2024-25 年度前，K-12 教育的年度撥款總額提
升至超過 73 億元。這筆撥款將會包括：
•

增加各校區的入學人數增長撥款，繼續分配到有需要護理的兒童和青少年、原住
民學習者、市郊校區及學生。

•

繼續透過《課堂強化基金》(Classroom Enhancement Fund)計劃，支援近 4,500 名教
師，其中包括 700 多名特殊教育教師，以及 200 多名教育心理學家和輔導員。

《2022 預算案》還包括在未來三年投放超過 31 億元，用於在全省各地建造、修葺及提升
學校的防震能力。
改善無障礙設施與服務
《2022 預算案》在三年內提供 300 萬元撥款，繼續實施《卑詩無障礙法》(Accessible
British Columbia)，為殘障人士制定一個無障礙計劃，立法提升無障礙設施和服務，以及
設立卑詩省無障礙委員會。

包容與反種族主義
政府正在與全省各地的社區合作，草擬將於 2022 年春季推出的反種族主義數據法案。該
法案將會透過定時收集、使用及公布人口統計數據，從而有助政府提供更好、更公平的
服務，以及辨別對原住民和種族化社區服務存在的差距。
政府同時與原住民、黑人及其他種族化社區協商，草擬卑詩省的首個反種族主義法案，
讓卑詩省成為不分種族、膚色或信仰，一個更安全、更包容和更公平的省份。
這是建基於本省正在致力打擊種族主義的工作上，包括將《警察法》(Police Act)現代化、
制定一個 K-12 反種族主義行動計劃，以及解決醫療護理系統中的反原住民種族主義問題。
政府將會繼續提供撥款，支持全省反種族主義宣傳活動以及《Resilience BC 反種族主義社
區網絡》，以及致力解決卑詩省種族主義問題和促進多元化工作的 190 多個社區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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