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3838名選委會界別候選人出席港島聯舉辦的見面交流會闡述政綱名選委會界別候選人出席港島聯舉辦的見面交流會闡述政綱。。

拓生源防殺校 改善教學質素
教界候選人盼開放來港人士子女入讀公校 鞏固教育樞紐地位

因應本港學齡人口減少，學界再

度面臨縮班殺校危機。立法會功能

界別教育界5名候選人林日豐、朱

國強、丁健華、文詩詠、林泳施，

昨日出席「立法會功能界別（教育界）候選人論壇」時均就殺校

問題表達關注。有候選人形容目前情況如「溫水煮蛙」，擔心殺

校陸續有來，建議可透過改善師生比、專科專教等措施保障教

師，並改善教學質素。另有候選人建議局方應全面凍結中小學數

目6年，爭取時間與學校商討對策，並積極為學

校開源，包括考慮給予來港發展人士的子女有條

件入讀本港公營學校，為中、小、幼拓闊生源，

同時鞏固香港教育樞紐地位。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姜嘉軒

論壇由「教育專業聯盟」昨日於中
華基督教教會協和小學（長沙

灣）禮堂舉辦，邀得前立法會主席曾鈺
成擔任主持，予5名候選人向社會解說
參選理念及政綱的機會。
昨日論壇舉行前，教育局宣布龍翔官
立中學將於2022/23學年起與九龍工業
學校合併，前者將於2024/25學年停止
營辦。

丁健華：合併等同殺校
以「零殺校，保教席，尊重教師」為
競選口號的立法會功能界別教育界A3號
候選人、香港幼稚園專業交流協會主席
丁健華表明不認同局方做法：「合併即
等於殺校，學生人數相對少，老師的影
響恐怕更大。」
他形容情況有如「溫水煮蛙」，
「老師們現在未必感受得到，但其實
已經相當嚴峻，一來到就會好『犀

利』」。他感嘆現在的合併恐怕只是
開始，未來或陸續有來，故希望教育
局可對受影響教師有所安排，「例如
考慮小班（教學），部分科目實施專
科專教等，改善以往一名教師身兼多
科的情況。」

朱國強：老師壓力多源於行政
同界別A5號候選人、教聯會副主席朱

國強表示，曾經歷殺校，亦試過兩年來
「朝七晚十一」的長工時生活，深明弱
勢學校的困難和教師工時過長等問題，
認為老師不少壓力均來自行政工作，建
議改善班師比並爭取「零殺校」。

文詩詠：設中央教師人才庫
同界別A1號候選人、直資小學校長

文詩詠表明反對「非科學殺校」，提倡
小班教育，並指當局應研究教師最高工
時，建議可設立中央教師人才庫，令代

課或待業老師有更多工作機會。

林日豐：凍結學校數目6年
同界別A2號候選人、津貼中學議會前主

席林日豐曾參與推動自願優化班級結構計
劃、「2-1-1」減派方案，最終達至中學
「零殺校」。他昨日感嘆今次合併消息難
免會向業界發出「不快」訊息，令大家對
將來發展有疑慮。他認為，本港目前迎來
學齡人口減少，政府應體恤業界困境，讓
大家共度時艱，建議局方考慮凍結學校數
目及資源6年，爭取時間與學界商討對策。
他提到，國家「十四五」規劃提出支

持香港發展成為「八大中心」，「既然
藍圖予人盼望，好多人才將會舉家來
港，如我們有量度、空間去接納，他們
的子女都可到香港公營學校讀書」。不
過，前提是不影響本地學生，以及可能
需要付費，「打開門，做一個世界大都
會，包容國際文化。」

被問到教育局曾指，實施小班教學不
宜視為處理學童人口下降的對策。林日
豐認為，學界於疫情下採取網課與實體
教學的雙軌教法，老師負擔增加，加上
學生身心在疫情下都有影響，「假如有
更多空間，才可造就更多不同的學習環
境。我們爭取（優化）班師比，學生也
會得益。」

林泳施：爭取優化班師比
同界別A4號候選人、群育學校校長

林泳施認為，老師應該受到尊重，獲得
善待，現時本港的班師比例為一比二點
一，澳門為一比三，她表示會極力爭取
優化班師比，「其實當班師比可以跟澳
門睇齊，已可消化到多出來的老師」。
她又認為，優化班師比後，老師可更專
注教學，亦可發展技能教育、情緒教育
等不同增值方向，「讓大眾覺得老師們
值得留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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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立法會功
能界別教育界 5名候選人於昨日的論壇
上，亦有就不同教育議題作出表態。其
中，有台下觀眾問及學校應如何培養青年
人的國民身份認同，朱國強認為，本港學
校的起步快慢不一，建議應按校情逐步推
動，不宜劃一處理。他又表明認同要推行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但坦言該科曾被污名
化，實際推行時間應交由教育局探討。林
泳施則建議可用關愛包容方式，讓國民教
育以軟性方式推進。
是次論壇設台下發問環節，有人問及候選

人是否認為青少年的國民身份意識薄弱，學
校應如何培養國民身份認同。朱國強表示，
香港青年的光譜廣闊，不能一概而論是否薄
弱。對於學校培養學生的國民身份認同方
面，他認為各校起步速度不一，應按照校
情、教師能力及學生程度逐步進行，不應要
求劃一速度。
至於應否重推國民教育科，朱國強認同有

需要推行，但時間方面可以斟酌，「愛國
（教育）是每個國家都會推行，而且是應該
推行，但因過去有社會人士反對，將國民教
育污名化，故教育局應繼續探討國民教育的
方案，該在何時及如何全面落實」。他又認
為，教界現時存在不公平情況，例如幼稚園
老師至今仍未獲合理的代課金，感嘆幼稚園

界別怨氣很大，會為他們積極發聲。
林泳施表示，學校在推行國民教育時，不會假設學

生是否愛國，而是希望以軟性方式將國民教育帶入學
校，「舉例說，我們會用漢服、食物做切入點，亦會
用『狼人殺』等遊戲去教中史」，深信學界可以更溫
柔、關愛的方式進行國民教育。
林泳施又指，其參選原因之一，是要為特殊教育發

聲，爭取更多關注，鼓勵教師接受特殊教育培訓，並
讓有關教師獲得一個增薪點加薪。
文詩詠強調要關心老師的身心健康，提倡為老師設

立「家庭友善假期」。丁健華則主張政府提升幼稚園
單位資助額。林日豐促請政府全面推行幼師學位化，
落實幼師薪級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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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功能界別教育界5名候選人出席論壇活動時均就殺校問題表達關注。左起：文
詩詠、林日豐、丁健華、林泳施、朱國強。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書蘭）立法會選
舉選舉委員會界別代表性廣泛，使立法會更
好地代表社會整體利益。多名選委會界別候
選人昨日出席香港島各界聯合會舉辦的見面
交流會，向港島聯的43名選委和成員介紹履
歷、政綱和競選承諾。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香港島各界聯合會會長蔡毅表示，完善選舉
制度後的選制是香港有史以來最好的，鼓勵
候選人要明確使命，了解民情，反映民意，
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推進香港開啟
「一國兩制」新篇章。
昨日的見面交流會共有38名選委會界別
候選人出席，包括：1號陸頌雄、2號馬逢
國、4號陳凱欣、5號鄧飛、7號謝偉俊、8

號刁勝洪、11號管浩鳴、12號林筱魯、13
號周文港、14號江玉歡、17號李浩然、18
號陳家珮、19號黃梓謙、20號陳曼琪、21
號蘇長荣、23號屠海鳴、24號譚岳衡、25
號吳傑莊、26號陳紹雄、27號洪雯、29號
陳仲尼、30號容海恩、31號陳沛良、33號
簡慧敏、34號林琳、35號陸瀚民、36號葛
珮帆、37號郭玲麗、39號梁美芬、40號何
君堯、41號陳凱榮、42號麥美娟、44號黃
元山、45號李鎮強、46號張國鈞、47號梁
毓偉、49號林振昇、51號蔡永強。
一眾候選人分別在會上分享政綱理念，

包括推動改善地區行政；加強對公務員問
責，提高特區政府施政效能；推動多元化

經濟發展；精準扶貧等，並認為在完善選
舉制度後，未來立法會將成為可在廣闊政
治光譜中尋求共識的議會，希望能推動社
會融和，構建愛心香港。
蔡毅表示，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的《決
議》展現了中央堅持「一國兩制」行穩致
遠和推進祖國統一的堅定信念，而隨着香
港國安法的實施及完善香港選舉制度，今
次的選制是香港有史以來最好的，並鼓勵
候選人要明確使命，了解民情，反映民
意，宣傳好政綱，落實「愛國者治港」原
則，推進香港開啟「一國兩制」新篇章。
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共有51名候選人，其他

候選人的名單可掃描二維碼到文匯網閱覽。

選委界候選人：促社會融和 建愛心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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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羅悅軒

渣打最新調查報告指，受惠內地強
勁出口增長，香港未來 10 年出口平均
每年增長料達 5.7%，將繼續成為全球
主要貿易樞紐。國家堅定推進更高水平
開放，內地進出口強勁增長，水漲船高
下香港當然受惠；但要乘勢起飛，香港
就要借助金融、專業服務的既有優勢，
推動物流業高端化發展，拓展貿易融
資、保險租賃、海事仲裁等服務，為鞏
固香港全球貿易樞紐地位提供更有力支
撐。

渣打報告預測全球貿易將翻倍增長，
同時未來貿易走廊仍然會跨越洲際，而
中國將是全球出口貿易增長的最大動
力，預計出口平均增長超過7%；內地亦
將是香港主要的出口貿易走廊，預計出
口平均每年增長達6.1%。香港作為全球
商品轉口樞紐，當然可從內地的強勁增
長中受惠。當前香港首先要做好與內地
的防疫對接，早日與內地恢復正常通
關，才能更快更多受惠內地經濟增長。

但必須看到，香港作為細小的外向
型經濟體，若滿足於傳統轉口貿易，易
受外圍市場風險衝擊，如新冠疫情下全
球供應鏈受阻，香港去年全年經陸路、
空運、水陸運輸的貨運量，分別錄得
7.7%、6%、5.3%的跌幅。當前國家正
推進內外貿新格局、發展外貿新業態新
模式，加快發展跨境電商等新型貿易，
對香港既是機遇更是挑戰，香港應發揮
金融、法律等高端服務、與國際市場高

度接軌等綜合優勢，加快發展高端物流
服務，把香港打造成國際商品貿易和服
務貿易的重要樞紐。

一是推動高增值航運服務發展。不
少有識之士認為，香港的航運產業不僅
是貨櫃碼頭，也應當包括發展類似倫敦
的高端航運服務業，如發展海事法服務
等。特區政府近年積極推展香港船舶註
冊服務，強化對船東的支援，成立了海
運業務委託人專責小組研究稅務寬減建
議，以吸引更多船舶管理人、代理及經
紀落戶香港。

二是加強與大灣區內地城市合作，
共建世界級港口群。大灣區高質量發展
一日千里，水陸空多式聯運，生產鏈向
芯片等高科技製造業轉型，高增值物流
需求增長迅猛，香港現有港口設施亟需
升級，需要在智慧港口、數碼化航運等
方面提速發展，與大灣區內地港口分工
合作、優勢互補、共贏發展。

三是發揮本港金融優勢，滿足內地
外貿創新所需。上月結束的廣交會已對
跨境電商、海外倉等新業態新模式開
放，廣東正大力發展數字貿易，培育貿
易數字化生態鏈條，發展人民幣離岸經
貿業務、外匯離岸貿易業務等。香港應
主動配合內地外貿創新，大力發展貿易
融資、飛機船舶租賃、保險法律服務等
本港具潛力的高端貿易服務，把握內地
出口強勁增長的機遇，全面提升本港全
球貿易中心的競爭力。

發展高端物流服務 穩固貿易樞紐地位
本港新冠肺炎疫情持續平穩，與內地恢復正常

通關已現曙光；來港視察防疫工作的內地專家團
完成行程，香港與內地的第二次對接會議本周四
在深圳舉行，希望可盡快公布恢復通關安排。面
對全球疫情依然嚴峻，外防輸入工作仍是重中之
重，特區政府為提高確診個案的追蹤效率和準確
度，下月9日起，使用「安心出行」範圍將擴展
至包括所有提供堂食食肆的表列處所，不再接受
「填紙仔」。擴大「安心出行」使用範圍，是堵
塞防疫漏洞、進一步築牢防疫屏障的必要之舉，
政府必須加強巡視，確保措施落實到位，市民亦
應自覺配合，令恢復通關的條件更充分、基礎更
扎實，讓正常通關早日成事。

「安心出行」是本港構建防疫系統的重要一
環。從政府處所使用「安心出行」開始，如今進
一步拓展至所有食肆、戲院、電子遊戲機中心、
健身中心、美容院，當然能更全面發揮「安心出
行」記錄行蹤功能，有利追蹤病毒傳播軌跡，同
時防範「填紙仔」申報的錯漏虛報。

為遏制疫情反彈，內地近期調整防疫措施，不
少大城市的地鐵、公交、出租車、網約車等公共
交通工具須檢查乘客健康碼，澳門也有類似規
定。本港要與內地恢復正常通關，防疫機制、措
施必須對接，才能更好地維護來之不易的抗疫成
果，保障兩地民眾健康安全。本港擴大「安心出
行」使用範圍不僅正常合理，而且迫切必要，只
有盡可能保證市民行蹤不會漏報誤報，有需要時
能找到人，兩地恢復通關才能順利推展。

需要注意的是，本港有少數人以捕風捉影的所
謂私隱理由，懷疑抗拒「安心出行」，將個人一
己之私凌駕於公眾利益之上。之前政府規定進入

所有政府場所都要使用「安心出行」，立即有人
用虛假的程式企圖蒙混過關，更有不法之徒編
寫、提供假「安心出行」程式。這些行為會令
「安心出行」形同虛設、導致防疫屏障千瘡百
孔。如今進一步擴大「安心出行」使用範圍，難
免仍會有人不惜鋌而走險、以身試法，政府必須
加派人手在食肆、戲院等場所檢視使用「安心出
行」的情況，督促商戶、顧客守法防疫；對於逃
避法定責任、使用假程式者，警方更要迅速拘
捕、依法檢控，以收阻嚇之效。

「安心出行」程式自去年11月推出以來，使用
已有一年，大多數市民、商戶普遍接受，並在實
際使用中日益明白「安心出行」協助防疫的作
用。過往接受「填紙仔」的300間A類及1.1萬間
B 類食肆，在新措施下一律強制使用「安心出
行」，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表示，業界
會盡力配合新的安排，相信問題不大，「現在有
超640萬人次下載「安心出行」應用程式，那麼多
人使用，大家已習慣使用。」為己為人為香港，
市民都應該繼續支持擴大「安心出行」使用範圍。

當然，對於少數特殊群體，例如不熟悉使用手
機的長者，甚至沒有手機的基層市民，或許會因
為「安心出行」擴大使用範圍而面臨不便，上次
政府街市規定要使用「安心出行」，曾引起一些
長者不滿，其後政府想法協助，妥善解決了問
題。如今要進一步擴大「安心出行」使用範圍，
有視障人士已表達掃「安心碼」時或有困難，關
注組織建議政府增設凹凸「安心碼」，營造無障
礙環境。政府有必要認真採納有關建議，及早介
入完善，減少擴大使用「安心出行」的不便，讓
市民更容易接受。

擴大「安心」使用範圍必須落實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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