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針對「零團費」引致旅客被迫購物的
問題，旅遊業議會較早前提出十項改善
措施，希望挽回外界對旅遊業信心。但
業內一班俗稱「刀手」的導遊，卻針對
其中有關「一團一導遊」的建議表示強
烈不滿！但本人認為，「一團一導遊」
是對症下藥的有效措施。政府並應設立

「香港旅遊局」，方可保護旅遊業這香港四
大經濟支柱之一，保護香港購物天堂的
美譽。

「零團費」是旅客被迫購物根源所在

旅遊業議會提出十項規管建議中，
「一團一導遊」措施，特別針對強迫旅客
購物問題，故自議會提出有關建議後，
有些團體表示強烈不滿，甚至揚言會有
激烈行動及圍堵議會，但當局若不盡快
妥善解決，強迫購物問題或「導遊珍」
只會繼續出現，本港旅遊業形象會再次
受損。

「零團費」旅行團的出現，是由於接
待內地旅行團的本地旅行社，向內地相
關單位以零團費或負團費收團。之後改
為依靠旅客到商舖購物的回佣賺取收
入，這亦是導遊強迫旅客購物根源所
在。

業界指出，現時每天平均有200個內地
團來港，以每團留港4天計，同一時間約
有600個內地團在港，但以強迫為主的導
遊為數不多，故他們會以「跳團」方
式，每天帶不同內地團並強迫旅客購
物，賺取最大回報。造成「一團多導」
或被迫購物爭拗問題頻生，旅客服務亦
受影響。

現時本港約有6000多名註冊導遊，旅遊
業議會提出「一團一導遊」的建議，規

定旅行團留港期間，只能由一名導遊全程帶團（後作出妥協改
為接團後，觀光、購物、送團必須為同一導遊），希望可以減
低負面因素。否則，「零團費」或強迫旅客購物只會嚴重影響
本港旅遊業形象，拖垮本港旅遊業。

成立「香港旅遊局」代替自律規管

但在打擊「刀手」的同時，如何保障正規導遊生計亦是重點
問題，因為這批專業導遊長久以來沒有底薪及福利，若不能為
他們提供基本保障及收入，則無法提升導遊的專業水平，故旅
遊業議會應盡快落實有關規管內地團十項規管建議，以促使行
業生態的改善。

現正值深圳於本月中擴大非廣東戶籍深圳常住居民在深圳辦
理赴港「個人遊」簽證，未來將會有更多內地旅客來港，如何
為這班旅客提供優質旅遊服務，保護香港購物天堂美譽，會是
大家日後關注的問題。

歸根究底，旅行社以零／負團費經營是問題核心所在，故單
是規管導遊也未必可以解決問題！當局及業界應深思如何規管
零／負團費經營模式；長遠而言則應成立「香港旅遊局」，並
規定旅行團入境後的最低團費（泰國和台灣已有規定）代替現
時由旅遊業議會、旅遊業發展局、旅遊事務署等多頭和分散的
自律規管方式，方可作出有效的管理，讓本港旅遊業健康發
展！

張敬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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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雖然政府在推行國民教育，推動香港人對國民身份認同方面起了主導作用，但仍必須不斷加強與學校、傳媒及愛國團體的協作，特別

是在青少年學生中加大國民教育力度，加大資源投放，才能進一步達到深化國民教育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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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已公布香港申辦2023年亞運的諮詢結果，到諮詢後期，支
持香港申辦亞運的聲音增加，趨勢明顯，政府亦已據此決定支持
申亞。有關社會重大決策的諮詢，市民大眾需要時間醞釀凝聚共
識，在諮詢期間得到許多不同意見，意見的走勢有改變，皆是十
分正常的事。然而到報告公布一刻，反對派仍然對愈來愈多市民
支持申亞採駝鳥政策，以政治化模糊諮詢結果，阻礙了申亞的理
性討論。

民主黨張文光抹黑醜化支持申亞的聲音最力，先前已批評當局
「借個別運動員過橋」，到上周五於立法會又指責諮詢報告「盡力報
喜，減少報憂，係中國特色 諮詢文件」。張文光更綑綁一眾議
題，如八達通和醉駕，指工聯會在很多議題上都是「先抽水， 民
心，義正詞嚴；後轉 ，撐政府，理據薄弱」，更以爛詩「抽水太
多防腸斷，遲早轉 放眼量」諷刺工聯會。張文光以為申亞辯論是
選舉辯論，惡意攻擊諮詢報告和工聯會，胡亂施展反對派一直以來
在選舉騙取選票的抹黑造謠手段；又將「申辦亞運」和「諮詢報告」
忘得一乾二淨， 力攻擊工聯會，以為成功扣上工聯會「轉 」的
帽子，支持度就會上升，得票就會增加。

反對派現在的策略，是全力運用「轉 」一詞抹黑攻擊建制派。
事實上，民主黨李永達早已稱若民建聯「轉 」支持政府，「咁佢

咪到區議會選舉時同選民交代」。職工盟李卓人也指責民建聯想
借香港亞運選手的佳績支持申亞，為「轉 」找尋下台階云云。反
對派喉舌《蘋果日報》更以標題「政府出蠱惑民調申亞」作報道，
抹黑政府諮詢數據「篤數」，以圖製造政府玩弄民意的假象。選舉
當前，《蘋果日報》自然要故伎重施，以此煽動市民對政府不滿，
同時鼓動市民希望搞好民生的聲音，製造矛盾，分化社會，主導輿
論，渾水摸魚，在未來選舉中撈取選票。申亞發展至今，可見反對
派的策略就是全力狙擊建制派，搶奪選票。因此，反對申亞的責任
實於反對派身上。

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呼籲給予香港的未來以及年輕一代一個機
會。調查顯示，逾7成中小學生支持香港申亞。申亞的得益並非一
朝一夕，各黨派要顧及香港長遠發展利益，申亞並非為一小撮人，
亦非單為這一代香港人，是為香港的下一代。香港未來主人翁都希
望有屬於自己的亞運，為香港的未來、自己的後代 想，實在應該
支持政府申辦亞運的決心。

中美矛盾的焦點之一，就是被美國政府、國會
和特殊利益群體時常掛在嘴邊的對華貿易逆差。
因為對華貿易逆差，美國勞工組織常常誇大其辭
地認為中國奪去美國人的飯碗。美國國會也常常
以此作為借口向白宮施壓，出台諸如此類的對華
貿易壁壘甚至貿易戰的諸多法令。與此同時，美
國政府則以此為要挾，在兩國外交和各種形式的
國際組織中對華施壓。金融危機時代，中美兩國
之間的貿易爭端愈加強烈，美國對華實施的各種

「雙反」數十次。由此展開的對華「匯率戰」也
逐漸升級，甚至成為G20機制內美國對華的主要
策略。

美國扭曲計算誇大對華貿易逆差

諷刺的是，按照美國《華爾街日報》16日的文
章，美國指責的對華逆差更像是一個偽命題。文
章以美國最具象徵性的科技產品——蘋果公司的
iPhone為例，該產品完全由美國公司設計和擁
有，其多數組件由其他國家生產，中國只是完成
了最後的組裝。可是，純粹美國血統的蘋果產品
被美國人使用時，卻變成了中國出口到美國的產
品。去年一年，iPhone產品就給美國增加了19億
美元的對華逆差。但是，稍有貿易常識的人都曉
得，美國人獲取的「逆差」是真正的「順差」，
中國人獲取的「順差」才是實實在在的「逆
差」。

這就是「美國創造」和「中國製造」的悖論。
前者獲得了幾乎全部的利潤，反而得了便宜賣
乖；後者不過是賺取些微加工費的代工者，卻莫

名其妙地贏得了虛擬的貿易順差。按照《華爾街
日報》的說法，蘋果公司給美國製造的「逆差」
不僅未使美國人失去飯碗，反而給美國製造了數
萬高薪崗位。

蘋果公司是中美貿易的典型範例。在搶灘中國
市場的美國跨國企業中，都和蘋果公司一樣。在
華生產的產品出口到美國，只不過是利用中國廉
價的勞動力，大部分的利潤都被輸出到美國。一
句話，中國全球製造大國的地位，實際上不過是
全球跨國企業賺取高額利潤的平台，後果是給中
國帶來了數字上的貿易順差，卻使美國等發達國
家賺取了實際上的利潤。

借人民幣匯率問題遏制中國

正因為如此，世界貿易組織（WTO）總幹事
拉米在10月份的講話中指出，美國對華的貿易逆
差應該減半。也就是說，按照美國統計的數據，

美中貿易逆差的2268.8億美元，其實不過1100億
美元左右。

美國對華逆差陡然打折，也就意味 美國對華
打出的「貿易逆差」牌失去了公信力。在此情勢
下，由逆差所帶來的人民幣匯率問題，美國國內
的失業問題，美國各類選舉中為了權鬥而挑起的
中國議題，失去了理性根基。從外交層面而言，
奧巴馬總統再對華貿易施壓和強調人民幣升值，
就是故意的挑刺找茬。

更深層次的是，中美貿易逆差並非「問題」而
是「主義」。即使中國確實對美存在 實實在在
的千億美元的順差，癥結也不在中國而在美國。
如果美國放開對華高科技產品的出口限制，如果
美國也像對印度那樣出口先進武器，中美之間的
貿易失衡問題立刻就能得以緩解。更重要的是，
在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金融體系下，中國積聚的
海量外匯儲備，幾乎一半購買美國國債，支撐美
國龐大的財政赤字。在此情勢下，美國人指責對
華逆差不僅沒有理由，而且沒有良心。本來是很
簡單的「問題」被美國昇華為遏制中國的「主
義」，不過是美式意識形態的偏見而已。

當傳統貿易統計數據提供了複雜世界的「扭曲
形象」，美國指責中國的道義基礎已經坍塌。所
謂的對華貿易赤字，就異化為美國赤裸裸的博弈
工具。對此，中國當理性以對，直面博弈，刺破
美國指責中國的虛偽性，明晰中美貿易的真相和
實質。當然，更主要的是讓美國承認中國的市場
經濟地位，改變美國對華的貿易歧視政策，真正
實現兩國在貿易層面的雙贏。

曾淵滄博士　香港城市大學MBA課程主任

全民退休金計劃不可行

近年來，希臘、法國先後將全民退休計劃的退休年
齡推遲，結果引來巨大的反對聲音、罷工、暴動⋯⋯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現象？

原因是這些國家採用的是一種被稱為「Pay as you go」
的全民退休計劃。這個計劃的運作方法是在法定退休
年齡之前，所有工作者每個月都需繳交一筆退休金
稅，退休金稅往往是收入的一個比例。然後，政府收
齊了這筆稅金之後，寫上將之發放給所有已達退休年
齡的人士。

人口老化全民退休金制難以持續

很多年前，這種全民退休計劃運作正常，但是，近
10年來，隨 醫療科技的進步，人的壽命越來越長，
退休人口的比例越來越高。60年前，第二次世界大戰
之後出現「嬰兒潮」，那時候的出生率特別高。現在，

這群在60年前出世的人將步入退休期，而年輕一代的
出生率卻在下降，簡單地說就是人口老化。人口老化
為全民退休金制度帶來無可挽救的問題；那就是年輕
工作人口已養不起退休的老人，老人越來越多，年輕
人越來越少，如何養得起？

為了挽救這個制度，唯一的方法是把退休金的金額
降低，或推遲領取退休金的年齡。這兩個辦法都是不
受歡迎的，更是欺騙了行將退休的人，他們在年輕時
所付出的拿不回來。

與「龐氏騙術」類近

兩年前，一名稱為馬多夫的人用了一種被稱為「龐
氏騙術」的方法騙財，西方國家網上已有許多討論，
並把全民退休金制度稱為「龐氏騙術」，因為兩者的確
相像。很多年前，出生率很高，年輕人多，人的壽命
也短，那時候仍是「人生七十古來稀」的時代，因

此，加入勞動隊伍的年輕人在增加中，老人自然可以
獲得不錯的照顧。但是，由於人口老化使到這個制度
破產了，這與「龐氏騙術」有甚麼分別？「龐氏騙術」
就是利用不斷加入受騙人的錢來付給較早受騙的人，
當成他們的回報，回報率很高。但是，當主持騙局者
無法再騙到更多的人加入，整個騙局就穿了。

可是，不知道為甚麼，我注意到近一年來，香港竟
然出現一些知識分子、社工正在努力地推銷這種已經
在西方國家被證明是錯誤的全民退休金計劃，這些人
是無知？還是別有用心，打算把香港推向死路？

今日，西方國家已經明白這種「Pay as you go」的制
度破產了，正在設法挽救。美國已推出401K計劃，一
種類似香港強積金的計劃，只是非強制，而是通過稅
務優惠來吸引人們加入；阿根廷更直截了當，由全民
退休金制度轉為強積金制度。香港是否應該冷靜地思
考選用哪種退休保障呢？

在香港，97回歸後，香港成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特別行政區，「香港人」也成為了「中國人」的一部
分，從客觀上來看，這是每一位香港人都不能擺脫的
身份。然而，要每一位香港人認同自身的國民身份卻
是一個長期而艱辛的過程，為何會有香港人的「國民
身份」認同的討論？當中的因由錯綜複雜。

香港人缺乏對「國家」認識的歷史原因

港英政府為了能更好的管治香港人，要香港人遠離
中國，完全脫離中國大陸，在這方面可是花了不少的

「心思」。在這過程當中，教育成為了他們達到目的的
最關鍵手段。由於港英政府只把香港當成英國的「殖
民地」，在香港推行「殖民教育」，經過一百多年的

「殖民教育」，港英政府成功地在香港與中國大陸之間
設立起一道屏障，使香港逐漸遠離了中國大陸，特別
是1949年以後的中國，對於香港人來說是那麼的陌
生。

從1949年後，香港教育司署開始不批准學校採用內
地的一些教材，阻止學生接觸內地的教材及開始切斷
香港學生與內地的關係。從那時開始，不斷削弱香港
人的政治意識，確保港英政府的殖民統治。對於英國
來說，他們要培養的是一幫能幫助他們管理香港的雙
語（既會英文，也會中文）精英，所以香港實行的是
精英教育，注重的只是個人素質方面的培養。而且他
們從來沒把香港當成英國領土的一部分，香港僅僅是
他的「殖民地」，根本不可能傳播什麼國家意識，愛國
情感，即什麼是國家，什麼要愛國的，要維護國家統
一、安全等等的情感與意識。

回歸前的香港，根本不可能有「國民教育」，殖民政
府對此是諸多阻止與壓制，例如禁止多所學校懸掛五
星紅旗等。這些歷史事實都擺在眼前，香港僅僅只是
英國殖民統治的地方，在殖民教育系統中，對於何為

「國家」，何為「國民」，全然不知，根本沒有「我是中
國人」的概念，又談何愛國情感？這也是出現為什麼
香港人缺乏對「國家」的認識、不知如何加強「國民
身份」認同的困難局面的歷史根源。

重塑香港人的「國家意識」

回歸後，香港已成為中國的一部分，特區政府希望
通過推行各種各樣的國民教育，努力把「殖民時期的
香港人」身份轉變為「中國的香港人」身份，即認同
自己的國民身份，就是要令香港人重新認識中國，重

新建立他們的國家意識，能真正成為中國人的一部
分。要盡快使香港人認同自己的「國民身份」已成為
香港回歸中國後的迫切需要。

要重新塑造香港人的「國家意識」，推動他們對「國
民身份」的認同，教育是關鍵。特區政府對推動「國
民身份」認同方面，主要提出要對學生進行國民教
育，就是指國家觀念和民族感情的教育，又稱為「愛
國教育」？《愛中國：動機為本的情感教育》一文利
用Maslow的需要層次論（Maslow,1970），從心理學的情
感動機角度，來分析愛和歸屬感需要的層次是高於生
理需要和安全需要。基於愛國教育是培養學生對國家
的情感動機，學習追求國家的愛意和歸屬感需要，所
以愛國教育是情感教育的構成部分。愛國教育能驅使
學生產生源於內心的愛國精神，也是幫助學生建立國
民身份認同和國家歸屬感的重要管道（《香港教育系列
五——青少年成長的價值教育》，2004，頁215）。所以

「 愛 國 情 感 」 是 「 國 家 認 同 」 的 核 心
（Hobsbawm,1990，p1-13）。要令香港人對自身的「國民

身份」由認識到認同，在這一過程中，「國民教育」
起到關鍵作用，能激發學生的愛國情感和他們愛國精
神，從而建立對國民身份的認同和國家的歸屬感。

推行國民教育的多種模式

如何在香港推行國民教育？目前在政府主導下採取
了多種模式，主動投入參與，增加國民教育資源，總
括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在學校方面，不斷進行國民教育課程改革，和
編輯更多關於國民教育的教科書。例如為了增強學生
的國家觀念和民族意識，特區政府雖然在04年成立了

「香港中小學國民教育活動中心」，為落實國民教育提
供機制上的保障，或編寫及出版與國民教育有關的資
料和教材等相關的國民教育活動。教育局在中小學常
識或通識科課程中也加入了一些國民教育元素。然
而，仍需要加大力度，如在中小學規定每星期一早上
舉行升國旗儀式及在歷史教材中增加中國近代歷史的
內容，以增強學生的愛國情感。

二是在傳媒方面，政府與媒體合作做宣傳，例如公
民教育委員會製作多輯《心繫家國》宣傳片，於每日
在電視新聞前連同國歌一起播出。

三是在民間團體方面，政府與不同的團體合作舉辦
內地交流團，來配合學校的國民教育課程。政府在
2009/10年施政報告中提到，「推行國民教育，任重而
道遠」，認為青少年是社會國家未來的棟樑，是有責
任、有義務讓青少年直接了解國家，認同自己的國民
身份，以擁有「中國人」的身份而感到自豪。因此，
政府表示會透過「薪火相傳」國民教育平台與志願團
體緊密合作，協調四十五項由非政府機構組織的交流
活動，估計有超過二萬名學生受惠。同時，把國民教
育亦列為「優質教育基金」的優先主題。為了達到深
化國民教育的目標，建議政府加大投入參與，主動撥
款資助多項活動，包括加強國民教育學習成效的計
劃，以及內地考察團等。近年來，在眾多的推行國民
教育的方法中，內地交流團被認為是最有效的國民教
育。根據一項調查顯示，超過八成受訪者（年齡在十
二至三十歲青少年）希望政府能增加撥款資助青少年
參加交流團，能從實際經驗中更有效的提高香港人的
國家意識。

政府必須不斷加強與學校、傳媒及愛國團體的協
作，特別是在青少年學生中加大國民教育力度，加大
資源投放，才能進一步達到深化國民教育的目標。

■去年一年，iPhone產品就給美國增加了19億
美元的對華逆差。

■香港學生參加學校組織的北京交流團，擴闊視野。
圖為學生乘坐火車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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