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若越南無關港口
團友稱會索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文鈴）

美麗華郵輪團事件本來日前已獲得
解決，但數名團友昨日召開記者
會，批評美麗華旅遊未有就「刁
民」及「船霸」言論道歉，又指或
會到消委會投訴。另外，近日有報
道指，越南港口部門證實，當日下
龍灣港口並無關閉。旅議會表示，
已要求越南駐港總領事館代為查
證，最快今日有回覆。有團友表
示，如發現船公司欺騙團友，會要
求賠償七成團費。

對於有報道指，越南港口部門
證實當日下龍灣港口並無關閉，
旅遊業議會總幹事董耀中昨日回
應香港文匯報查詢時表示，早前
已要求越南駐港領事館代為查
證，但昨日是星期日無人辦公，
相信最快今日會得到回覆。他
說，若證實當日沒有沉船，事件
則有欺騙成分，定會交海關跟
進，相信海關亦十分關注。

董耀中說，有關團友早前表示並
非想要賠償，只是想取回公道，因
此最後退回300多元上船費。他指
若最後證實當日沒有沉船，團友有
權追討賠償，又說旅議會接獲投訴
後，已交由委員會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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耆康會主席麥建華昨日表示，今年施政報告共提
出約29項安老措施，內容令人滿意。其中，政

府計劃未來10年增加12,400個宿位，較現時34,000
個宿位上升37%，較過去10年增幅上升一倍，滿足
更多長者住院需要。不過，他又指，現時本港仍有約
3萬人正在輪候宿位，而且人口老化速度加快，宿位

數目仍未能滿足整體需求。

倡完善配套 增日間支援
麥建華指出，現時本港65歲或以上長者住院率達7%，

相較外國少於5%為高，「政府表示，本港於2041年將
有250萬長者，如果長者住院率仍高達7%，宿位肯定

不夠」。他認為，政府該加強推動家居安老，減低長者
依賴住院服務。耆康會現時設有家居安老課程，向市民
教授照顧長者技巧。麥建華表示，只有他們一個機構提
供課程，難有較大成效，建議政府完善各項配套措施，
同時增加日間支援服務，令有需要長者短期內接受住院
服務後可回家居住。政府亦可考慮向家庭照顧者提供津
貼，有助減低整體社會成本。

另外，現時醫療券使用率為77%，但能接受醫療券的
西醫僅約30%；牙醫更只有10%。他建議政府繼續豐富
醫療券內容，讓長者有更多選擇。麥建華又指，現時政
府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仍在試驗階段，只有1,200個名
額；有人又指難以尋找服務，希望政府帶頭大力推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民政事務局局
長曾德成昨日以《十八區積存文化資源》為題，
在網上專欄「局長隨筆」撰文，談及香港歷史博
物館現正舉行的「影藏歲月──香港舊照片
展」，把香港舊貌重現觀眾眼前。他又指，香港
公共圖書館在全港18區分別推出「地區資料特
藏」，蒐集與地區有關的不同課題資料，包括傳
統文化、宗教節慶、歷史、名人等，期望加強市
民對地區文化、歷史沿革、社區發展的認識，亦
有助增加他們的歸屬感。他認為，香港需要整理
良好的文化歷史資源庫，繼往開來。

曾德成指出，新一年為馬年，「馬到功成」、「一
馬當先」、「龍馬精神」等都是有關馬的祝賀語；
成語「白駒過隙」則形容時間過得很快，「在不知
不覺之間就溜走了，這時候讓人更感到保留記憶的
重要性，因為認知過去，方可開創未來」。

見證街景民生娛樂商業
香港歷史博物館目前正舉行「影藏歲月──香

港舊照片展」，透過豐富的館藏及夢周文教基金
會歷史圖片，配合創新手法製作多媒體節目，把
香港舊貌重現觀眾眼前，「這些珍貴的歷史影
像，除了街景、城市面貌外，還有關於民生、娛
樂及商業活動的真實紀錄，展示香港從19世紀
中葉至20世紀初的發展歷程」。

7公共圖書館設特藏利參考
他又指，香港中央圖書館與大會堂、九龍、沙田、荃灣、屯

門和屏山天水圍7間公共圖書館均設有「香港資料特藏」。
中央圖書館備有香港口述歷史特藏，配合多媒體資訊系統

以及館藏資料，方便市民參考或研究。

地區特藏目前逾4,000項
2007年起，香港公共圖書館在全港18區分別推出「地區資

料特藏」，蒐集與地區有關的不同課題資料，存放在每區指
定一間公共圖書館。地區特藏目前已有逾4,000項，包括書
刊、地圖、照片、影音資料等，內容涵蓋區議會事務、地方
團體、地區活動、傳統文化、宗教節慶、歷史和名人、旅遊
景點、名勝古蹟、規劃發展等。

曾德成認為，圖書館會於各區舉辦各式各樣推廣活動，向
市民推介各類資源館藏，讓文化遺產繼續承傳下去；又會透
過區議會社區參與計劃，與相關團體或政府部門協作，按各
區不同特色，舉辦多元化推廣活動，從而加強市民對地區文
化、歷史沿革、社區發展的認識，以及提升文化素養，同時
有助增加居民歸屬感。

■香港歷史博物館舊照片展覽，一幀老照片見證
代筆寫信歷史。 資料圖片

單親母照顧港子女 申單程證等足20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跨境婚姻愈來愈普遍，不少
內地單親媽媽未獲發單程證前，需不斷以雙程證來港照顧子
女，費時失事兼且無暇工作幫補家計。調查發現，有單親母
親曾申請長達20年才獲發單程證。37%受訪者獲發單程證前，
曾以雙程證身份來港照顧子女長達10年至15年。香港社區組
織協會估計，目前最少7,000名未成年小童因港人父親去世或
與內地妻子離異，只靠內地母親持探親證來港照顧。協會建
議當局與內地公安部門商討，把部分單程證名額撥給該類家
庭，加快讓該些單親媽媽來港定居，方便照顧子女。

77%怕被歧視無領綜援
社區組織協會訪問30名已領取身份證的跨境婚姻單親母

親，37%受訪者曾以「家庭團聚」為由，以雙程證來港照
顧子女長達10年至15年，中位數8年。調查發現，77%受
訪者沒有領取綜援，主要是不想靠政府養活、怕被人歧
視、想給子女做榜樣等。她們領取身份證後，70%人找到

工作，家庭收入平均增加40%；17%家庭更脫離綜援網。

無身份證不能打工難脫貧
社區組織幹事施麗珊指出，現時未獲發單程證的內地單

親媽媽，需要無間斷地以雙程證來港照顧子女，每3個月
或一兩星期便要帶同子女回鄉兩星期續證，令子女常要暫
停學業，成績因而受嚴重影響。此外，她們因未有身份證
不能在香港打工，不少僅靠子女綜援金過活，難以脫貧。

現年48歲的鄭雁瑤表示，原本早於2006年獲批單程證，
但由於丈夫於2005年突然失蹤，未能完成手續。丈夫更於
2008年在內地單方面宣布離婚，故她至今仍未成功領取單
程證，須經常往返兩地照顧兩個兒子，每月僅靠兩個兒子
合共7,000元綜援金過活，但租金已佔去泰半，經濟拮据。
另外，戴女士苦等10年，終於在3年前成功領取身份證，
目前擔任清潔工，月入8,000元，與就讀大學的兒子相依為
命，更已脫離綜援網。

▲內地單親媽媽哭成淚人，子女欲哭無
淚。 黃偉邦 攝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呼籲政府幫助內地
單親媽媽家庭團聚。 黃偉邦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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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是民主程序？這不能不從民主的含義談起。民主
（democracy）一辭來自希臘文的demos（人民）kratein
（統治或管理），字義是「人民的治理」。被尊稱為歷
史之父的希羅多德在他的《歷史》一書中，第一次將
「民主」界定為「最高權力屬於多數人的政體」。民主
是「少數服從多數」的概念，在此後的兩千多年一直延
續下來。17、18世紀的民主思想家仍然堅持這一概念，
孟德斯鳩和盧梭都是如此。

民主制度在遠古時期末的雅典首次出現，雅典的民主

制度及後經歷了一些演變，不少希臘城邦也仿效這個制
度。雅典的民主制由三大部分組成，即公民大會、五百
人議事會和公民法庭。雅典民主建立在多數人直接掌握
並行使權力基礎之上，貫穿於民主制的一條中心軸線就
是少數服從多數原則。雅典民主政治制度可謂是人類文
明發展史上的一朵奇葩，少數服從多數的民主原則，對
人類發展進程做出不可磨滅的貢獻。

直到當代，美國著名作家法理德．札卡瑞亞（Fareed
Zakaria）於2005年出版《自由的未來》」，該書提及

全世界120幾個國家都定期舉辦選舉，強調真正的民主
程序是「少數服從多數」。

為甚麼要少數服從多數？少數服從多數從某種程度上來
說是實現和保障大多數人利益的最佳形式。公共意志雖然
不能使每個人的意見都得到原原本本的體現和貫徹，但至
少是從多數人的角度出發，根據多數人自身的才能平等地
參與政治事務，平等地發表意見和看法，平等地表達個人
訴求，在既保障自身利益又兼顧他人利益，即在努力實現
自身利益與他人利益和諧統一的前提下所形成的。可以說，

它能從最大限度上代表共同體及其全體成員的根本利益。
遵循多數原則，視大多數人的意見為正義，能最大限度地
也是最保守地保障全體公民的利益。

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喬曉陽去年3月24日的
講話提到，他看到有一位學者在報上發表文章講，「普
選時的特首候選人由『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
甚麼是『民主』？國際社會對『民主』的共識就是『少
數服從多數』；甚麼是『程序』？國際社會對『程序』
的共識是『方法和步驟』。『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
名』的含義就是提名委員會按照自己的方法、步驟和少
數服從多數的規定產生普選時特首候選人。」喬曉陽讚
譽這篇文章可謂是把複雜問題簡單化的代表作。

按照「少數服從多數」的民主程序，提名委員會機構
提名，是少數服從多數，不是多數讓位少數。提名委員
會的「廣泛代表性」要沿用選舉委員會的4大界別組
成，提名委員會性質是機構提名，提名結果須反映提名
委員會「集體意志」，因此提名委員會的機構提名，符
合少數服從多數的民主程序。

民主程序是「少數服從多數」
──提委會機構提名不可能是「多數讓位少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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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增12,400安老宿位恐未夠
耆康會指難追上人口老化 盼提供津貼減社會成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隨着人口老化，本港安老服務備受挑戰，耆康會主席麥建

華昨日出席電台節目時表示，政府計劃在未來10年增加12,400個宿位，雖然較過去10

年上升一倍，但仍未能追上人口老化速度。他認為，當局應加強推廣家居安老，完善配

套、向家庭照顧者提供津貼等，有助減低整體社會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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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 交易現場
9:45 金曲挑戰站
9:50 快樂長門人

10:00 雪山飛狐
10:30 跟紅頂白大三元
11:30 宣傳易 及 新聞提要
11:35 交易現場
11:45 戀愛季節
12:40 宣傳易
12:45 交易現場
1:00 午間新聞
1:15 瞬間看地球
1:20 左右紅藍綠
1:25 都市閒情
2:10 宣傳易
2:15 今日VIP 及 交易現場
2:45 高朋滿座
3:50 閃電十一人II及交易現場
4:20 放學ICU
5:20 多啦A夢
5:50 財經新聞
5:55 迎妻接福 及 新聞檔案
6:30 六點半新聞報道
6:55 天氣報告
7:00 別有動天
7:30 東張西望
8:00 愛．回家
8:30 單戀雙城
9:30 食為奴

10:30 區區有運行
11:00 晚間新聞
11:35 新聞檔案
11:40 天氣報告
11:45 瞬間看地球
11:50 娛樂頭條
12:00 今日財經
12:10 宣傳易
12:15 賭場風雲
1:20 宣傳易
1:25 今日VIP
1:55 東張西望
2:25 無間音樂
3:25 粵語長片：如花美眷

6:00 金融概要
7:30 NBC世界新聞
8:00 普通話娛樂新聞報道
9:00 教育電視

10:00 金融行情
10:30 交易現場
11:00 金融行情
11:30 交易現場
11:32 金融行情
12:00 CCTV News - 直播
1:00 金融行情
2:00 交易現場
2:03 金融行情
3:58 交易現場
4:00 睡衣寶寶
4:30 叢林小戰士
5:00 功夫熊貓之至尊傳奇 (II)
5:30 阿甘妙世界
6:00 普通話新聞
6:15 普通話財經報道
6:20 普通話天氣報告及新聞檔案
6:25 財經消息
6:35 世界足球狂熱
7:00 笑笑小電影 (XXIII)
7:30 七點半新聞報道
7:50 天氣報告
7:55 瞬間看地球
8:00 明珠檔案
8:30 特備節目
9:30 北非諜影

10:30 環球金融速遞
10:35 北非諜影
11:40 財經速遞
11:45 晚間新聞
12:00 瞬間看地球
12:05 心計 (IV)
12:55 罪惡島
1:50 音樂熱點
2:00 特備節目
2:50 世界足球狂熱
3:20 音樂之都 (III)
3:45 歐陸名畫樂悠揚
4:50 音樂熱點
5:00 台灣無衛星電視台新聞
5:30 中國新聞

6:00 K-Pop
7:30 流行速遞
8:00 流行天裁
8:30 畫牆瘋
9:00 RUNNING MAN

11:00 千奇百趣寵物營
12:00 上鎖的房間
1:15 VS 嵐
2:15 CITY HUNTER
3:15 安樂蝸
3:50 世界那麼大
4:45 Music Caf
5:45 潮生活
5:55 大食懶加菲貓
6:25 K-ON!!輕音少女
7:00 娛樂新聞報道
7:30 幸福選擇題
8:30 冒險王
9:25 跑出我信念
9:30 越夜越美味

10:00 清潭洞111
10:30 想念你
11:30 Big Boys Club
12:00 龍珠改
12:30 蒼天之拳
1:00 CITY HUNTER
2:00 安樂蝸
2:35 冒險王
3:30 越夜越美味
4:00 想念你
5:00 蒼天之拳
5:30 龍珠改

6:00 把酒當歌
6:30 亞洲早晨
8:35 ATV焦點
8:45 國際財經視野
9:15 理財博客之即市錦囊

10:15 通識小學堂
10:45 iFit@tv
10:50 ATV每日一歌
11:00 少年英雄方世玉
12:20 走進上市公司
12:25 當年今日
12:30 十二點半新聞／經濟快訊

／天氣報告
1:00 理財博客之投資多面睇
2:25 iFit@tv
2:30 把酒當歌
3:00 左右紅藍綠
3:05 影城大亨
4:00 通識小學堂
4:30 獸旋戰鬥
5:00 冒險王比特EX
5:30 亞洲政策組 - 港人不能治

港? / 當年今日
6:00 六點鐘新聞
6:35 ATV焦點
6:45 經濟快訊
6:50 體育快訊
6:55 天氣報告
7:00 香港故事 - 香港衝線 /

iFit@tv
7:30 亞洲政策組 - 港人不能治

港?
8:00 星動亞洲
9:00 黃飛鴻之武狀元找錢華

10:00 國際財經視野 / 當年今
日

10:30 夜間新聞
10:55 ATV焦點 / 馬上全接觸
11:10 把酒當歌
11:40 ATV每日一歌
11:50 早先機
1:05 亞洲政策組 - 港人不能治

港?
1:35 星動亞洲

6:00 Music 120
7:00 新聞早點 -中國新聞報道
7:30 文化報道
8:00 後恐龍世界
9:00 瘋狂馬特
9:30 The Wiggles

10:00 中央電視台新聞 - 直播:
綜合新聞

10:30 文化報道
11:00 綜合新聞
11:30 旅遊指南
12:00 自然
12:30 中國新聞報道
12:50 Music 120
3:00 教育電視
4:00 我係阿發仔
4:30 恐龍仔班尼
5:00 時空快閃黨
5:30 亞視普通話新聞
5:48 經濟快訊
5:55 天氣報告
6:00 中國新聞報道
6:25 中心舞台
6:55 無悔追夢人
7:25 財經匯報
7:30 新聞及天氣報告
8:00 全歐訊息速遞
8:30 娛樂Fit人
9:00 心理追兇

10:00 雙雄搭橋 - 中印互補
11:00 夜間新聞
11:20 娛樂Fit人
11:50 無悔追夢人
12:20 中國新聞報道
12:50 他鄉尋根十五情獻：

尋找他鄉的故事
1:20 全歐訊息速遞
1:50 雙雄搭橋 - 中印互補
2:50 Music 120

6:00 最強名醫2
7:30 黃金帝國
9:45 最強名醫2

11:30 黃金帝國
2:00 真愛黑白配
2:45 我的公主
4:00 夢想飛行Good Luck
5:00 愛似百匯
5:45 愛情雨
7:00 真愛黑白配
8:00 夢想飛行Good Luck
9:00 愛似百匯
9:45 我的公主

11:00 夢想飛行Good Luck
12:00 真愛黑白配
1:00 愛情雨
2:15 愛似百匯
3:00 夢想飛行Good Luck
4:00 真愛黑白配
5:00 愛似百匯

7:35 新警察故事
10:05 逃學威龍 2
12:05 臥虎藏龍
2:25 賭俠大戰拉斯維加斯
4:25 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
7:05 整蠱王
9:00 家有囍事

11:05 保持愛你
1:00 黑俠
3:05 情癲大聖
5:15 黃飛鴻鐵雞鬥蜈蚣

6:00 FIBA 籃球世界
6:30 世界盃短池游泳賽-

新加坡站
8:00 英格蘭超級桌球聯賽

10:00 FIBA 籃球世界
10:30 世界男子職業網球巡迴

賽-卡塔爾公開賽
12:30 世界盃短池游泳賽-新加

坡站
2:00 FIBA 籃球世界
2:30 世界田徑挑戰賽 -柏林站
3:30 英格蘭超級桌球聯賽
5:30 FIBA 籃球世界
6:00 世界男子職業網球巡迴

賽-卡塔爾公開賽
8:00 FIBA 籃球世界
8:30 世界盃短池游泳賽-新加

坡站
10:00 體育王
10:30 FIBA 籃球世界
11:00 韋伯盃保齡球賽
12:30 體育王
1:00 英格蘭超級桌球聯賽
3:00 體育王
3:30 韋伯盃保齡球賽
5:00 FIBA 籃球世界
5:30 體育王

無綫劇集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