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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學畢業生議會明日將舉行特別會員大
會，討論及表決多項與港大副校長任命有關的
無約束力議案。反對派主導的「港大校友關注
組」昨日就跳出來，用語焉不詳的「莫須有」
的手法，抹黑建制派及其支持者「收集」授權
票，試圖以此矇騙其他關心港大發展的校友，
把港大副校長任命事宜進一步政治化，並以
「悲情」博取支持、也為隨時準備輸打贏要作
好鋪墊。社會輿論普遍認為，「關注組」這種
做法陰險卑劣，為了將自己的政治訴求強加於
港大而不擇手段。

由反對派主導的「港大校友關注組」昨日舉
行記者會，要求校友明日到場投票，支持他們
提出的所謂「校務委員會須在30天內確認副校
長任命」、「行政長官不可出任校監」等議
案。港大畢業生議會是《香港大學條例》下的
法定組織，擁有討論大學事務及反映意見的權
利，雖然該議會通過的議案沒有約束力，但由
於反映港大畢業生的聲音，故對學校有關當局
有一定的影響力。「關注組」為了爭取支持，
除了大打「悲情牌」，高喊「港大告急」、
「守護母校」等蠱惑人心的口號外，還使出了
反對派一貫的抹黑手段，聲稱「有涉及親中的
商會」在收集授權票，有可能出現「組織
票」、「公司票」、「人情票」等，或影響投
票結果，以此來鼓動校友親自去投票，支持他
們的議案。

「關注組」這種指控，語焉不詳，不明不
白，根本沒有事實依據，純屬「空穴來風」的
抹黑之辭。他們這樣做的目的，無非三個：一

是繼續把港大任命副校長事宜政治化。港大遴
選和任命副校長，本來就是校政範圍內的事
務，但反對派為達保陳文敏「上壘」的目的，
不惜用高度政治化的手段，甚至策動暴力衝
擊，將此事變成全港關注的焦點，以此來要挾
校務委員會；二是想蠱惑蒙騙其他港大畢業
生，企圖將反對派的意見變成多數港大畢業生
的取態，強加到港大畢業生議會上。「關注
組」的所謂議案，就是要強迫港大校務委員會
必須委任陳文敏為副校長，好讓這個政治上傾
向反對派、但自身又無相應才德的陳文敏，能
夠把持港大學術及人事管理大權。他們擔心
「關注組」的議案不一定得到多數港大畢業生
支持，就以抹黑建制派作為蒙騙不明真相的多
數校友的手段，爭取支持；三是為方案一旦被
否決而設好下台階，為輸打贏要鋪路。可以設
想，如果明天的大會上，「關注組」的議案被
否決，他們就會指責是建制派收集了大量的授
權票，由所謂「組織票」、「公司票」、「人
情票」等所導致。

「關注組」的這些套路，反對派過去每到重
要時刻就要使用，已成「指定動作」，並不是
什麼新鮮貨色，現在只是故伎重施罷了。所
以，對於「關注組」的這些動作，許多港大校
友並不認同，他們紛紛指出，「支持十大院長
提出秉承學術自由及院校自主」的議案，才是
對港大事務應有走向的理性把握，是對港大校
政自主應有的尊重和支持。反對派要把港大事
務政治化的圖謀，必將受到廣大港大師生和校
友的蔑視和抵制。 （相關新聞刊A18版）

「關注組」抹黑建制派 左右校政不擇手段
針對有報道指，有未領刺身牌的網上平台出

售刺身，帶來嚴重食品安全威脅。食物及衛生
局局長高永文昨日表示，政府正研究修例加強
對網售食品的監管。隨着互聯網經濟的迅速興
起，網售食品已越來越普遍，涉及的食品種類
越來越廣泛，但相當多網店是「無牌」經營，
亦欠缺對食物的恰當儲存和運輸措施，以致存
在較高的食品安全風險，威脅着消費者的健康
權益。當局修例規管網售食店，加強對違規的
網上食品銷售活動進行監管和執法，能強化經
營者的食品安全意識，更有利於全面保障市民
的健康，值得肯定和支持。事實上，不僅是網
上食店，對包括網絡金融在內的各類龐雜的線
上經濟活動，政府都應該以前瞻性的眼光展開
策略研究，預見各種可能的風險及隱患，並提
前作出行政和立法層面的規管規劃，確保線上
經濟活動不會成為「法外之地」。

香港人喜愛購物，近年更有不少市民開始鍾
情網上購物，於是愈來愈多商戶把握商機，通
過互聯網售賣各種商品，其中包括種類多樣的
食品，並直接將食品速遞給消費者。然而，在
網上購買食物，除貨不對辦的機會比實體店較
大外，更隱含相當高的食品安全風險。早前已
有傳媒報道，接連有市民進食網購的「知名品
牌」三文治後食物中毒，懷疑食品在運輸途中
受到污染；近日更有出售海鮮刺身及糕點的網
上商店被揭發屬「無牌」經營，完全無視消費
者的健康權益。對於這些網售食品的亂象，當
局除了依照《食品安全條例》，加強對網上食
店的牌照清查和違法糾錯，從源頭上杜絕「無

牌」經營者的生存空間，還需要盡快完善網售
食品的規管條例，細化包括食品儲存、運輸等
環節的法律規定，做到每一個環節都「有章可
循」、「有法可依」。至於有網購平台刻意隱
瞞東主信息，企圖避過盤查，就需要政府信息
部門和海關等執法機構通力合作，攜手打擊企
圖鑽制度空子的違法之徒。

無可否認，我們生活在一個網絡無處不在的
時代，從網購食物到網上金融投資，互聯網經
濟活動已經越來越蓬勃。同時無可否認的是，
網絡世界的經濟活動，還沒有如現實世界一
樣，受到嚴格的法律規管。龐雜的網絡經濟活
動良莠不齊，基本上處於「管理真空」或「失
序」狀態，存在衍生各種經濟社會危機的嚴重
隱患。比如隨着互聯網金融的興起，一些原本
從事高利貸業務的公司打着「創新」的旗號，
搖身一變成為 P2P 網貸公司，利用新興的互聯
網技術手段規避政府監管，用在線貸款平台從
事明令禁止的場外配資交易。而不久前內地 A
股市場的劇烈震盪，被指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
是場外配資在數月裡野蠻生長。由此可見，在
開展經營活動更加容易、成本更加低廉的情況
下，網絡經濟活動未來肯定會更加蓬勃，涉及
的經濟範疇會更加廣泛，相應的監管需求也會
更加殷切。因此，政府應該以前瞻性思維，預
見未來網絡經濟活動的發展和可能出現的風
險，緊跟市場動向，有針對性地進行策略性研
究，及時作出有效的監管，避免在互聯網經濟
的發展中遭致不必要的損失。

（相關新聞刊A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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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成家長花一半月薪迎開學
幼園書簿費貴小三13% 民建聯倡政府增津貼扣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近年書簿、校服等每樣
都加價，基層家庭為仔女開學，荷包「大出血」。民建
聯一項調查顯示，近六成半受訪家長認為，子女新學年
的教科書價格比上年昂貴；有近兩成家長須花一半或逾
半月薪支付子女開學費用。有家長更表示，幼稚園高班
的書簿費竟然比小學三年班貴13%，令人咋舌。民建聯
建議政府將書簿費津貼擴展至幼稚園及增設學生開支扣
稅，以減輕基層家庭負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一般家庭負擔
子女的昂貴開學支出已頗感吃力，基層家庭擔
子就更重。一項以基層幼稚園家長為對象的調
查顯示，87%受訪家庭表示，支付子女學習開
支有困難；扣除學券後，三成受訪家庭每月支
付額外數十至千多元學費，另有幼稚園要求家
長繳交至少八項雜費。團體要求政府監管幼稚
園雜項開支，設立幼兒書簿、學習津貼及車船
津貼，減輕基層家庭負擔。

87%受訪家庭認難應付學習開支
為了解貧窮家庭對幼稚園教育和收費的意見，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進行問卷調查，訪問65名年
齡介乎2歲至7歲兒童的家長，所有受訪家庭來
自貧窮家庭，研究同時檢視全港970間幼稚園
收費。調查發現，87%受訪家庭自認支付子女
學習開支有困難。受訪家庭中，半數家長選擇
自己承擔費用；49%受訪家長「食少餐」；32%
受訪家長領取免費食物。
社區組織協會並檢視全港970間幼稚園，
發現全港三成幼稚園學費超過學券制資助
額，而全港半日制幼稚園，超出學券及學生
資助學費金額中位數1,952元，平均數為
2,045元；全日制中位數則是3,801元，平均
數為4,026元。除了學費外，幼稚園至少要
求家庭繳交至少八項雜費，名目繁多。
家住劏房的馮太育有3個女兒，與丈夫、

家翁及家姑同住，一家7口每月家庭總收入
僅近兩萬元，每月租金5,000元，再加上要
支付孩子讀書費用，經濟壓力很大，她曾躲
起來哭泣減壓。

女兒問母：親子旅行為何不去？
另一名劏房戶李女士的女兒就讀全日制幼

稚園，每月支付600元膳食費，幼子幼稚園
曾每月收取150元上網費，畢業時分別收取
100元畢業相及300元畢業禮表演記錄光碟
費。新來港家長阿美有兩個女兒在讀幼稚
園，學校舉辦親子旅行，她從來沒有參加。
女兒曾問她：「為什麼同學的媽媽都可以參
加，媽媽你就不去？」令她十分愧疚。
社區組織協會幹事施麗珊指，希望政府加
緊監管幼稚園濫收雜費問題，減少基層家庭
的不必要支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明日是中小學開學
大日子，不少學生面對新同學、新課程等挑戰，或
會造成情緒困擾。有大型調查發現，逾半受訪學生
自評有不同程度的抑鬱徵狀，整體超過一成學生曾
有自殺念頭 。機構建議家長多跟青少年相處溝通，
多聆聽、多觀察，切忌追問，以免增添壓力。

抑鬱高焦慮 女多過男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與香港教育學院合作，去
年10月至今年4月，到22間中學進行問卷調查，共
訪問10,140位中一至中六學生。結果發現，51%受
訪中學生有輕微至嚴重抑鬱徵狀，29%中學生出現高
焦慮狀況。兩項結果中，女生比例均高於男生。46%
中學生在調查前兩周內出現輕度至嚴重失敗經驗
感，當中更有24%學生（約1,119名）曾有輕度至嚴
重自殺念頭。

女為外貌苦惱 男憂人際關係

報告又指出，「學業」、「文憑試壓力」及「前
途」，是首三項最困擾中學生的問題；較多男生受
人際關係問題困擾，女生較多為外貌苦惱。學生年
級愈高，日常生活困擾愈多，尤其是中三及中五同
學，前者要為將來分科問題煩惱，後者則因文憑試
來臨而壓力大增。
教院心理研究學系助理教授陳小梅表示，對比過

往3年的調查，發現中學生抑鬱焦慮情況已成常態，
而一眾學生明日開學，有可能感到辛苦或害怕「識
唔到人」，容易出現情緒問題，建議家長多觀察子
女，「若發現子女突然無心機或暴躁，就可能要多
加留心。」

升精英班遭排擠 失控多怪行
現年18歲的阿樂，中二及中四兩度躁鬱症病發，
一度需要住院及休學兩個月。阿樂憶述，中二時獲
編入精英班，自此與舊同學疏離，班上更遭新同學
孤立排擠，加上讀書壓力及感覺家人漠不關心，情

緒開始失控，一時高聲大叫，一時哭個不停，有時
候更會「一時衝動」買大堆零食回家。阿樂坦言，
「怪行」最初只求引起父母注意，不知不覺竟變成
躁鬱症，最終中四畢業後投身社會工作，目前在社
工協助下，參與不同活動認識新朋友，保持運動及
配合藥物治療，情況已見改善。

怕動漫節「唔知醒」失約 失眠3晚
陳太兒子中四時入讀精英班，卻發現學業遠不如

同學，「再努力都不及同學一半成績」，開始變得
暴躁，摔壞家中物品，又對母親陳太惡言相向，終
確診患上躁鬱症。陳太說，兒子試過約朋友去動漫
節，因害怕「唔知醒」失約，連續3晚失眠，結果需
要住院調理身體。她現時盡可能抽空照顧兒子，每
晚互訴心事，了解兒子想法。她以過來人身份，建
議家長如發現子女有情緒問題時，「不要收收埋
埋」，應盡快尋求專家協助，目前其子已考獲大專
高級文憑課程，展開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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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建聯在今年7月中至8月初進行問卷調查，發現有七成二家長花費2,000元或以上為子女購買
教科書。圖為洪錦鉉（左二）、林心廉（右一）和長子Jaspar（前排中）。 黎忞 攝

■新來港人士阿美家庭收入有限，她從未參加過女
兒就讀幼稚園舉辦的親子旅行。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忞 攝

■家住劏房的馮太育有3個女兒，與丈夫、家
翁及家姑同住，一家7口每月家庭總收入僅近
兩萬元，她經常因為壓力哭泣。 劉國權 攝

民建聯今年7月中至8月初，以電話問卷形式訪問了319名家長，當
中有176名家長的子女就讀中學、小學的有140名、幼稚園的則

有55名。有近72%的受訪家長在今個學期需花費2,000元或以上為子
女購置教科書。不論是中小學、幼稚園學生家長，「買貴書」的比率
俱越來越高，其中有19%受訪中學生家長為子女花費4,000元或以上購
買教科書，相比去年的6%大幅上升。在雜費支出方面，有18%的受訪
幼稚園學生家長花費近2,000元或以上為子女購置書包、校服和文具等，
相比中小學生家長的支出，上升幅度最為顯著。
調查亦指出，30%受訪家長表示，子女的開學開支佔家庭每月總收
入兩成，更有16%受訪家長表示須花費一半或以上的薪金應付開學。
至於如何節省有關開支，56%受訪家長均認為沒有任何方法。被問到
政府可怎樣幫助降低書價，31%人期望可由政府編訂和印刷基本課本。

林心廉：細仔書簿貴過大仔
育有兩子的民建聯社區幹事林心廉亦分享了因應開學的家庭支出
情況。林心廉的一對兒子分別升讀小三和幼稚園高班，兩夫婦暑假
期間已為兒子合共花費約6,000元作為課外活動開支，參加語文課、
魔術課、游泳課和足球訓練。為節省開學開支，林氏夫婦早已預備
長子的舊校服和課本留給幼子使用，惟除了舊校服之外，其他物品
連教科書等統統用不，最終更需花費1,500元為幼子購買書簿，比
長子的小學書簿費高出13%，林心廉說：「幼稚園書本較多圖案和
練習，故事書亦分開章節印刷，令書簿費更加昂貴。」
鑒於開學費用令眾多學生家長增添負擔，民建聯促請政府將書簿
費津貼擴展至幼稚園，並增設學生開支扣稅，同時向基層學童提供
課外活動津貼，以減輕家庭負擔。民建聯又建議教育局以部分科目
作試點，推出廉宜的精簡版教科書，並將一般教科書價格作為「適
用書目表」的其中一項評審準則，同時鼓勵學校多推動舊書、舊校
服的買賣及交換，令家長節省支出之餘，亦可推動環保。

洪錦鉉建議幼稚園自訂教材
民建聯家庭事務委員會主席洪錦鉉認為，教科書價格年年加與改版
有關，而幼稚園學童主要在活動中學習，因此相對中小學生對教科書
的需求較低，建議幼稚園教師可自訂教材，幫助家庭節省開支。

逾半中學生抑鬱 一成人想自殺

■陳太兒子
在中四患上
躁鬱症，自
此以後多加
留 意 及 關
心。
姜嘉軒 攝

■阿樂中二
及中四先後
兩度因人際
關係躁鬱症
發作。
姜嘉軒 攝

■開學期間不論學生、家長還是老師，少不免都會緊張擔憂。專
家指開學難免會有適應期，無須將小小打擊無限放大。姜嘉軒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