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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超首場立會答問 提排解民憂舉措

設四專組紓四困
精準治跨代貧窮
新屆政府

新作

香港特區行政

◆ 行政長官李家超昨日出席上任後首
次立法會答問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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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小組，目標是解決香港跨代貧窮、土地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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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開會。其中，針對跨代貧窮問題，特區政府將
成立「弱勢社群學生擺脫跨代貧窮行動小組」，
由政務司司長陳國基統籌，精準地配對扶助居於

▼李家超事先用各色筆標註答問資料，做
足功課。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劏房的弱勢社群初中學生。陳國基透露，將通過
政府、商界、民間三方合作推展計劃，擬向商界
募捐和徵集師友，同時為每位參與的初中學生配
對人生導師，訂定人生發展規劃和目標，並提供
財政支援，有關計劃首階段為期一年，設有
2,000個名額。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香港跨代貧窮情況備受關注，基層年輕人難以
向上流動，根據香港統計處《2020年香港貧

窮情況報告》，該年兒童貧窮人口及貧窮率分別
達274,900人及27%，特區政府扶貧措施介入後則
跌至 85,900 人及 8.4%。根據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兒
童權利關注會去年初的推算，全港居於劏房的人
口為 25 萬人，其中兒童佔 5 萬人，即每 5 名劏房
戶就有一人是兒童。

司級官員統籌四工作小組
李家超昨日出席立法會答問會，強調在施政會
打造「執行型」的特區政府、以結果為目標，解
決社會問題，特區政府會務實地紓解市民所困。
針對需要高層領導及統籌的問題，會由司級官員
親自帶領，強化治理能力。就此，他已指示成立4
個由司級官員帶領的工作組，分別針對跨代貧
窮、土地房屋和公屋供應，以及環境衞生等地區
事務的問題。
為解決跨代貧窮的問題，李家超表示，政務司
司長陳國基將帶領「弱勢社群學生擺脫跨代貧窮
行動小組」，落實他在政綱中提出向居於劏房的
弱勢社群初中學生推行精準扶貧計劃，協助基層
學生擺脫跨代貧窮。有關的扶貧計劃會由政府主
導，團結社會力量，針對他們的需要制定精準方
案，並設定指標，以衡量計劃的成效。

首階段兩千基層初中生受惠
陳國基其後會見傳媒時表示，由他領導的這個
工作小組，主要會協助中一至中三劏房學生，首
階段有 2,000 名基層初中生受惠。特區政府會統籌
有關計劃，包括向商界募捐以及招募社會上有工
作成就的人士擔任師友，為參與學生進行配對，
人生導師會向學生分享經驗，及提供多樣化活
動，如安排學生參觀及進行工作影子計劃，以擴
闊這些基層青少年的視野，加強他們的自信，同
時還會教授正確的理財觀念等，希望透過該計劃
為青少年訂定人生規劃和目標，建立正確人生
觀。

資助額經導師決定用於學生
計劃會向參與計劃的學生提供財政支援，但資
助額有多少仍未定案。陳國基表示，該筆資助不
會直接交到學生手上，而是交由導師決定最適合
的使用方法，「（學生）可能買部手機就用光

李家超答問金句
世界上面，我哋雖然係君子，但係好
多小人。
唔可以諗住「有麝自然香」，有時仲
要做到「畫公仔畫出腸」。
我哋要用最有效嘅方法，篩選根本冇
確診嘅人，令到佢可以盡快回復返正
常生活，即係話我哋應該去圍住有病
嘅樹，而唔應該圍住冇病嘅樹。
應變措施中，很多時有公開部
分，亦有唔公開部分——公開部
分係令大家安心，唔公開部分就係
唔畀敵人知道而令我安全措施被
繞過，呢方面我希望大家知道。
我 有 15 個 局 ， 呢 15 個 「 仔 仔 女
女」，我希望佢哋獨當一面、展翅高
飛、各司其職。
我哋要將香港青年嘅成功故事匯集起
來，我哋應該驕傲嘅。點解好似香港唔
係咁成功，係我哋唔主動用我哋自己嘅
成功故事，提醒返自己，呢個係重要
嘅。

了，這樣就不理想，我們今次的特點是希望將錢
給予導師，由導師因應學生的需求幫佢花這些
錢，舉個例子，如導師認為他上什麼堂、有什麼
訓練幫到學生，由導師去度身訂做。」
有關計劃為期一年，其後會檢視有關成效並再作
改進。特區政府其後發稿補充，陳國基說：「處理
跨代貧窮的問題，需要全社會的共同努力和參與。
政府會起帶頭作用，通過促進官、商、民合作，發
動社會力量，扶持來自弱勢社群的初中學生，讓他
們開闊眼界，加強自信，建立正向的人生觀，為自
己的未來定下目標，力爭上游。」
小組會由勞工及福利局和社會福利署提供支援，
並聯絡有興趣參與計劃的商業機構、學校、社福機
構，募集資金、安排師友配對及推行計劃。

特首立會首秀 生動貼地滿滿真誠
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上任後首次出席
行政長官答問會是昨日的香港大新聞。
李家超在會上公布的新舉措令大家感到
驚喜，而他生動鮮活的「生鬼說話」，
無不讓這個新聞看點連連。由所公布的
措施到個人的語言風格，李家超這位新上任的行政長官
「貼地」的新作風，給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初印象。



「前廳交流會」
有利良性互動
李家超成立 4 個工作小組等新管治措施直擊社會關注
的癥結，令香港社會對有關問題的改善充滿期待，「前
廳交流會」等充滿誠意的新安排亦為行政立法關係的良

性互動創造更有利的條件。這些舉措的提出，想必是經
過李家超深思熟慮和充足的案頭功夫，這一點從李家超
在答問會上的表現顯露無遺。

做足功課用各色筆標註資料
香港文匯報記者觀察到，李家超對待議員的提問十分
認真，不時記錄議員的提問要點，同時立即尋找到有用
資料。記者亦觀察到，李家超攜帶的資料提前用不同顏
色的筆進行了標註，可見他做足了功課。李家超是次進
入議事廳帶着用心和誠意，不僅起到表率作用，更為新
一屆政府開啟良政善治開了個好頭。
◆香港文匯報記者 藍松山、鄭治祖

單親父：擺脫跨代窮 導師勝金錢
「我不需要政府的金錢資助，只希
望有人（導師）能指導我的子女努力
向學，給予他們正能量，建立遠大的
志向！」單親爸爸魏先生育有兩名子
女，疫情下收入減少，生活捉襟見
肘。他表示，目前生活艱苦，兩名子女是家庭擺脫貧
窮生活的希望，他認為今屆特區政府成立工作小組協
助基層青少年擺脫跨代貧窮是好事，希望子女有機會
參與，由師友計劃中獲得激勵，有多些見識，並建立
人生目標，積極向上。



父兼母職坦承不懂管教子女
現年 60 歲的魏先生與妻子離異後，負責照顧兩名
分別就讀中一及小五的子女，一家以往居於深水埗
的劏房，現搬到大角咀，正輪候公屋單位，但未知
可時才有機會上樓。
魏先生父兼母職，各方壓力
排山倒海湧至，「我本身從事
按摩工作，但疫情下客人已減
少按摩，收入大減，加上之前
我受到感染，康復後身體轉
差，上樓梯也氣喘，半身亦感
到麻痹，年紀又漸大，身體已
大不如前。」

除了生計令他操心，子女的教育問題也相當棘手。
他坦言，自己不懂管教子女。由於將所有希望都寄託
在子女身上，希望他們努力讀書，未來改善生活，擺
脫貧窮生活，故每次眼見他們只顧打機，他就氣憤指
罵，反而損害了兩代關係，「我不怕苦，只望他們有
光明的未來，但我不懂與他們溝通，不知如何教導令
他們明白努力的必要。」

望導師幫子女樹立遠大志向
魏先生認為，特區政府成立的工作小組，有師友
配對計劃實屬好事，「如果有一些成功人士做導
師，帶領我的子女學多些，看多些，知道努力會有
成果，希望可以給他們多些正能量，令他們有遠大
的志向。我也不是要他們賺很多錢，只希望生活有
改善，未來能貢獻社會。」
他直言，導師的引導較提供金錢
資助更重要，「引導他們、鼓勵他
們，小朋友的心態最重要。」不
過，他認為計劃首階段只有 2,000
個名額是太少，希望計劃日後能夠
逐步擴大，令更多基層兒童受惠。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 基層單親父親魏先生。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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