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3

重要新聞

■責任編輯：陳一新 2015年4月18日（星期六）

學業減壓 家更幸福 快樂指數反跌
「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課業壓力減

少、家庭和睦和幸福指數上升，但香港學童竟
然更不快樂，這可能是「佔領」行動帶出的社

會爭拗所致。嶺南大學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昨日
公布「香港兒童快樂指數調查」結果，顯示香
港少年兒童的整體快樂指數由 2013 年的 7.23

分（10 分為滿），顯著下跌至 2014 年的 6.74
分，跌幅 6.7%。這是該項調查自 2012 年開展

以來，錄得最低的指數數值。由於學童在各方
面的指標均沒有改變甚至有所改善，該中心主
任何濼生指出，這或與「佔領」行動及相關的
政治爭議有關。

佔禍上心頭
少年驟添愁

是次調查由香港嬰幼兒發展研究基金會委託嶺南大學公共政策研究中心進行，
於去年 9 月至 11 月期間成功訪問了 20 所中小學的 1,182 名小四至中三學童及 1,763
名家長。小學生和中學生的比例約為4:6。
結果發現，一直最困擾學童的學習和課外活動壓力指數都有所下降：學習方面
的「高壓力」比率，由 2013 年的 18.2%下降至 2014 年的 14.6%；課外活動方面的
「高壓力」比率則由12.1%下降至6.5%。
同時，少年兒童與雙親的關係和管教嚴厲程度均未見明顯變化，對家庭財政狀
況的觀感甚至有所提升，而以客觀行為量度的家庭和睦指數，及主觀評價的家庭
幸福指數在2014年均沒有任何下跌之餘，更加有所提升。

指數三年來最低
雖然各方面都變得更好，但所有年級和年齡組別少年兒童的快樂指數均全面下
跌，整體快樂指數更錄得約 0.49 分的顯著跌幅，由 2013 年的 7.23 分，顯著下跌至
2014年的6.74分，是2012年首次進行調查時的6.91分以來，錄得最低的數值。
嶺南大學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何濼生分析，有關現象或與「佔領」行動、相
關的政治爭議及社會氛圍有關，「因為從各項指標中，都看不到為何會令小朋友
更不快樂，回想這幾年的分別，很可能就是因為出現了『佔領』行動。」
他解釋，調查進行的日期正正就是「佔領」時期，對兒童構成情緒上的影響並
不出奇，「因小學生打開電視，便會看到相關報道，會有自己的想法，但卻未必
所有事都能盡如自己的意見。再加上返校和回家變得困難，感到不快樂並不出
奇。」
兒科醫生葉柏強也指出，有外國研究顯示，兒童會因社會的衝突和罪案而感到
不安和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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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同生命教育」更快樂
何濼生坦言，香港社會的大環境難以改變，但個人心理質素如果夠好，就不會
被社會氛圍影響太多。是次研究反映，「生命教育」對兒童的快樂有確切的正面
影響。十分認同學校提供《生命教育》的學童，其快樂指數平均達 7.48 分，比其
他學童更快樂，且遠高於整體學童的平均水平。他呼籲教育界可以在學校增加
《生命教育》的成分，家長、教師也應以身作則，教導年輕一輩。

■「佔領」期間，學生上學、回家變得困難，可能感到不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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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兒女確焦慮 校長：學生受困擾
到底「佔領」行動是否令學童的情緒受影響的主因
呢？多位家長代表均坦言「或多或少」都有。有家長
& 昨日指出，「佔領」期間電視經常播着相關新聞，又
不時有警民衝突，再加上當時停課時間漸長，小朋友
也漸漸出現了焦慮的情緒。有中學校長則表示，不敢說學童較不快
樂是因為「佔領」行動所致，但認同當時整個香港社會，包括學生
的情緒都因事件而受到影響。
「佔領」行動開始之初，香港社會各界未能及時反應，交通曾大
受影響，中西區及灣仔區的學校要停課。灣仔區家長教師會聯會主
席顧羅素君昨日向本報記者表示，當時停課大家一開始可能都不以
為然，到後來停課時間漸長，小朋友也漸漸出現了焦慮的情緒。



警民衝突—困惑 教師缺堂—疑惑
她坦言，「佔領」行動對巿民的情緒都造成影響，「不是要

梁家傑見林鄭 意見無交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在政改方案公布前，
香港特區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陸續約見立法會議員。公
民黨黨魁梁家傑昨日在與林鄭月娥會面後引述林鄭月娥
的話說，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定的政改框架不可
撼動，故該黨將「疊埋心水」否決政改方案。他更表
示，反對派將於本月 26 日開始舉行持續數星期的第一波
宣傳行動，包括動員落區等宣傳拒絕接受全國人大常委
會「8．31」決定框架的原因。
梁家傑昨日在會面後引述林鄭月娥的話稱，全國人大
常委會「8．31」決定下的政改框架不可撼動，希望反對
派能夠暫時接受有關框架。他宣稱，整個會面僅 15 分
鐘，林鄭月娥「講話不多」，「行禮如儀」，反映特區
政府為了「鬼祟撬票」而大費周章，試圖分化反對派，
「非常不光彩。」
他續稱，港人不應對中央存有任何幻想，而應「疊埋

心水」否決政改方案，爭取「重啟政改」，「否決政改
（方案）是要保持『不指鹿為馬的尊嚴』。若（特區）
政府能安排我們與中央官員會面，公民黨願意赴約。公
民黨是擁抱溝通，隨時歡迎對話。」

將落區交代否決原因
身為反對派「飯盒會」召集人的梁家傑在另一場合更
聲稱，反對派將於本月 26 日開始進行「第一波」行動：
當日下午 3 時。他們會在灣仔港鐵站外舉行 「啟動
禮」，宣傳何以拒絕政改方案，其後會動員人手落區，
並通過網上、議員街板、派單張、錦囊等宣傳，並可能
與部分組織合作，將行動延伸至地區發展者、區議員、
立法會議員等，行動可能會持續數星期。
另外，民建聯立法會黨團召集人葉國謙日前指出，已
與梁家傑就下周三財政預算案的撥款條例草案中的出席

■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昨日約見公民黨黨魁梁家傑
（左）和該黨立法會議員郭榮鏗
和該黨立法會議員郭榮鏗（
（右）。 鄭治祖 攝
人數取得共識和作出協議，確保不會流會。梁家傑昨日
突稱，自己並無與對方有任何協議，「極其量係互相知
會」，「有此對話」而非「協議」。

馮檢基再提見京官 譚耀宗料無突破 林鄭講政改 內委會「留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
三度聯署，堅稱定會否決政改方案，卻稱
願與中央就政改問題溝通。民協立法會議
員馮檢基昨日稱，他與政務司司長林鄭月
娥前日會面時，反映在政改表決前與中央
官員對話的效果更佳，並引述對方指會向
中央反映。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譚耀宗相
信，特區政府能夠安排反對派與中央官員
會面，但外界不要期望雙方會面後會出現
突破性轉變。
馮檢基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稱，他前
日與林鄭月娥會面的意義不大，因為對方
僅重申一貫立場，顯示特區政府可能透過
「期望管理」的談判手法，令反對派妥
協，或反映「北京是鐵板一塊」，不會改
變立場。他認為，可以在政改表決前直接

與中央對話更佳，林鄭月娥則指會向中央
反映他的意見。
不過，馮檢基稱，自去年全國人大常委
會作出「8．31」決定後，中央再無安排
和反對派會面，令他覺得中央立場強硬。
譚耀宗昨日在接受傳媒訪問時指出，特
區政府相信可安排香港反對派與中央官員
會面，但外界不要期望雙方會面後，會像
上次政改一樣有突破性轉變。
他又說，事實上，林鄭月娥連日與反對
派議員會面討論政改，重申政改方案定要
按照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定的框
架，故他對反對派在會面後堅持否決政改
不感到奇怪。他再三呼籲，反對派議員在
看到民意支持政改，可以回心轉意，支持
方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香港
特區政府最快下周三公布政改方案。立
法會內務委員則將於下周五（本月 24
日）討論成立小組委員會審議政改方
案。內委會主席梁君彥昨日引述政務司
司長林鄭月娥表示，特區政府一經敲定
政改方案，將會一如既往，爭取第一時
間到立法會發表聲明，聲明內容將涵蓋
政改第二輪諮詢結果，還包括2017年特
區行政長官選舉辦法的具體建議，以及
擬向立法會提交的相關決議案。
在昨日立法會內務委員會上，多名議
員要求林鄭月娥下周五到內會解釋政改
方案。民主黨主席劉慧卿稱，林鄭月娥
原定於下周五到內會講解人口政策，要
求內會主席撥出部分時間討論政制發

展。梁君彥回應時說，林鄭月娥考慮到
下周的人口政策會議，已經相約了一段
很長時間，並已安排相關官員出席，希
望下周會議先行討論人口政策，並相信
今後有很多機會場合討論政改。
就反對派拉布阻撓財政預算案審議，
梁君彥引述林鄭月娥的意見表示，特區
政府會盡量避免在議員拉布時段提交附
屬法例，以免議員因為審議財政預算
案，而未能及時提出修訂。
不過，有份拉布的「人民力量」議員
陳偉業宣稱，特區政府是找借口「扭曲
事實」，建議加開特別會議處理預算案
以外的事務。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黃國健
表明反對，強調立法會不應因拉布而加
開特別會議。

馮煒光駁戴耀廷「無意義論」

■何濼生（中）表示，兒童的快樂指數離奇下跌，或與去年「佔領」行動有關。
葉柏強（右）指出，有外國研究顯示兒童會因社會衝突和罪案感到不安。嶺大圖片

執着它對或錯，但看着電視新聞的畫面，大家都會不開心。」她指
出，種種警民衝突的畫面，也令小朋友感到不解及困惑，「但這種
情緒很快會忘記，因為之後功課一多大家就無暇理會了。」
南區家長教師會聯會主席劉頴欣表示，在「佔領」行動的首兩
天，有小學教師因不開心而罷課，令小朋友感到疑惑，「不過也只
是一兩日，小朋友很快就淡忘。」
東區家長教師會聯會主席趙明也認同，「佔領」行動影響香港社
會氣氛，令各方都有情緒波動，但即使沒有「佔領」行動，學童的
壓力依然沉重，快樂指數不會有太大分別。
中西區校長聯會副主席陳婉玲說，她不敢說學童較不快樂是因為
「佔領」行動所致，但認同當時整個香港社會，包括學生的情緒也
因是次事件受到影響，「我們學校當時亦有顧及學生的情緒，為他
們做些輔導，以及和他們討論問題。」
■香港文匯報記者 歐陽文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違法
「佔中」發起人戴耀廷早前撰文宣稱，
香港政制「不應拘泥於基本法起草時的
所謂原意」。特首辦新聞統籌專員馮煒
光昨日在報章撰文反駁，批評該言論是
戴耀廷倡議非法「佔中」後，又一誤導
港人的「驚人言論」。他強調，香港基
本法是中央和香港，以至香港各階層間
「約法三章」的文件，不能也不應隨意
改動；而特首普選方案自始至終不包括
「公民提名」，只是近年反對派在普選
運動中失去主導權，才被無厘頭提出來
的概念。
戴耀廷於本月 11 日在《明報》撰寫
題為《無意義的原意》文章，聲稱香港
特首普選「根本就不應拘泥於基本法起
草時的所謂原意」。馮煒光昨日在《明
報》撰文批評，這是戴耀廷在倡議非法
「佔中」後，又一誤導港人的「驚人言
論」，「若真如戴耀廷所言，要面對
25 年前已出現的轉變，那誰來決定自
基本法頒布後出現的轉變呢？又根據誰
的意思決定轉變基本法規定呢？」

見證反對派忽提「公民提名」

馮煒光形容，香港基本法是中央政府
和香港，以至香港各階層間「約法三
章」的文件，不能也不應隨意改動，因
此，頒布 25 年來從未修改，「現在戴
耀廷因為政制條文規定不合其意，便要
拋開基本法立法原意，這是罔顧歷史和
香港的現實需要。」
針對戴耀廷鼓吹的「公民提名」，馮煒光強
調，香港基本法當年徵求意見時，特首普選方案
自始至終都不包括「公民提名」，「當年經過廣
泛諮詢後，起草委員會選擇了提名委員會提名。
筆者作為當年學界諮委之一，過去 30 年又一直
參與香港政治，我清楚知道『公民提名然後普
選』，是在近一兩年『泛民』在普選運動中失去
主導權，才被無厘頭地提出來的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