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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若蓮亮綱領 教育從人出發
提「三關」16招助教界 倡重設幼師薪級表擴常額編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已報名參選新一屆立法會教育界別選舉的中學

校長蔡若蓮，昨日公佈《行動綱領》，核心信念為「教育回歸專業、一切從人

出發」，並提出「關顧教師、關懷學生、關心社會」共16項建議，包括重設幼

稚園教師薪級表、擴大常額編制等。她指出，自己將以理性務實的方式爭取有

利教育界的政策，不會立場行先，又強調自己不會因教聯會的身份而綑綁投

票。蔡若蓮又形容這次參選是「雞蛋撼高牆」，但有百分百信心，因不少前線

教師均希望求變。

提名

行動綱領部分建議
■重設幼師薪級表，完善薪金津貼制
度

■擴大常額編制，爭取同工同酬

■設「休假年」制度，津貼教師進修

■減輕應試壓力，正視操練文化

■加強歷史文化教育，建立文化自信

■增加駐校社工，加強情緒支援

■全面實行小班教學

■增加行政及非教學人員，減輕教師
非教學工作

■遏止歪風蔓延，共建正能量社會

資料來源：蔡若蓮《行動綱領》整理：文森

蔡若蓮指出，引導年輕人健康成長是教師核心工作，
但現時教師的挑戰及壓力遠超負荷，加上近年不少

教育問題演變成政治爭議，專業聲音被忽略，故提出
「以人為本」的16項建議，包括減少教師非教學工作、
重設幼稚園教師薪級表、保障合約教師權益、加強學生
情緒支援等（見表）。

循序漸進爭取落實建議
在眾多建議中，蔡若蓮認為當局應急切處理幼稚園教師

薪級表問題，因現行制度對幼師不公平，又指自己曾於教
育局工作多年，對教育政策有一定了解，會以溝通、循序
漸進方式爭取落實各項建議，而非以立場行先。

依主流教師意見投票
她又表示，雖然身為教聯會副主席，但會代表最廣泛

的前線教師意見，若大部分教師與教聯會的意見不同，
會跟隨教師的立場，不會因其身份而綑綁投票。她希
望，新一屆立法會有更多理性務實議員，有效解決本港
面對的問題。對於特首梁振英的表現，她形容「教育方
面佢唔算最懶」，亦有聽學界意見，惟可以做得更多。
就近年「本土」意識抬頭，她認為珍惜及愛護本土是

人之常情，但必須提防「本土」意識走向分離主義，亦
不贊成學生參與無底線、暴力抗爭，強調「本土」與
「獨立」是兩回事，必須尊重「一國兩制」。她續說，
學生應了解中華文化及歷史，認為初中生必須修讀中國
歷史，但不贊成把國民教育獨立成科。
至於特首任大學校監制度，蔡若蓮認為，若這是制度

問題，學界應廣泛諮詢後再探討如何更改，但她認為這
並非最急切要做的事，也非前線教師最關心的問題。
另外，現任立法會教育界議員葉建源昨日在教協會長

馮偉華、前教育界立法會議員張文光陪同下報名參選，
競逐連任。葉建源稱，教育界登記選民減少是一個隱
憂，但教育界從來都是具競爭的選舉，不能掉以輕心。

葉建源稱拒簽確認書
對於今年選舉管理委員會要求參選人簽署確認書明白

擁護基本法，包括擁護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葉建源稱
不會簽署，質疑有關安排沒有經詳細討論，「做法不合
理」，是「畫蛇添足」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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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報名參選新界東的「新民主

同盟」范國威，號稱走「務實本

土」路線，屢被「熱普城」等激

進 「 本 土 派 」 揶 揄 為 「 呃 飯

食」。昨日有網民發現，有疑似「水貨舖」張貼范國

威的海報，形容場面諷刺。而有意出選新界東的「城

邦派國師」陳雲，就極速分享圖片，批評范在語言中

「下毒」，最後由其弟子發動一輪網上批鬥，「政

棍」、「偽本土」之聲此起彼落。

「國師」發功「弟子」圍插
親「熱普城」的網民「Tabris Siu」昨日在facebook

分享照片，顯示有嬰兒奶粉及食用品店舖張貼范國威

的「港人優先，務實本土」海報，他揶揄這是「范國

威式本土」，「有幾務實，有幾『本土』，睇過？喺

一間專做大陸走私奶粉嘅舖貼住『港人優先，務實本

土』嘅宣傳海報，簡直係最佳諷刺，哈哈。」

整天流連網絡的陳雲，眼見對手如此中箭，當然要留

名跟進。他稱「港人優先」的字眼承認內地人有權跟港

人取福利，「3年前，我已經撰文批評過范國威在政治

語言下毒。」多個「弟子」也加把口，「Glenn Ono」

諷刺「務實本土」實為「冒×本土」；「Betty Che」

批評范國威「僭建本土，魚目混珠呃選票」；「Douglas

Chow」就說范「正一政棍」，多年來未聽過他支持「本

土」運動，但現在「時移勢逆（易）」就將龍門搬到「本

土」，「呢條政棍粉皮和『泛民』一樣專呃港豬。」

已報名參選新界東的名單還有民建聯陳克勤、葛

珮帆，工聯會鄧家彪，新民黨容海恩，自由黨李梓

敬，獨立方國珊、侯志強，「民主思路」麥嘉，民

主黨林卓廷，公民黨楊岳橋，工黨張超雄，社民連梁

國雄，「人民力量」陳志全，「本土民主前線」梁天

琦，「正義聯盟」李偲嫣。 ■記者 陳庭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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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國威的「務實本土」海報張貼在一間疑似水貨舖
門外，被網民改圖諷刺。 facebook圖片

兩「獨男」被選舉主任質詢立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選舉管
理委員會在立法會選舉提名期前引入新安
排，要求參選人簽署確認書，確保明白
「香港是中國不可分離的部分」等3條香港
基本法條文。已報名參選立法會新界東地
區直選的「本土民主前線」發言人梁天
琦，以及打算參選九龍西的社民連主席吳
文遠和副主席陳德章，昨分別入稟高等法
院申請司法覆核，要求法庭頒令撤銷選管
會的有關決定，並聲明確認書「不合
法」。法庭將於明日決定是否受理申請，
雙方須在此之前向法庭呈交陳詞。
梁天琦於本月16日呈交2016年立法會

選舉提名表格，但沒有簽署確認書。同
月22日，新界東選舉主任發出電郵指未

收到梁的確認書，亦知悉梁已公開表明
不會簽署確認書，並問梁：「你是否承
認，雖然你簽署了提名表格上擁護《基
本法》和保證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聲
明，但事實上你仍然繼續主張和推動香
港『獨立』？」
至於吳文遠和陳德章兩人早已表明會參

選，但至今仍未呈交提名表格。
報名參選新界東的名單還包括民建聯葛

珮帆、陳克勤，工聯會鄧家彪，新民黨容
海恩，自由黨李梓敬、獨立方國珊、侯志
強，「民主思路」麥嘉，公民黨楊岳橋，
民主黨林卓廷、工黨張超雄，社民連梁國
雄，「人民力量」陳志全和「新民主同盟」
范國威，「正義聯盟」李偲嫣。

激進派發難 覆核挑戰確認書 自選管會
公佈今年立
法會參選人
須簽署擁護

香港基本法的確認書後，反
對派頻頻就此做騷。社民連
主席吳文遠原本已「call定
記者」，定於昨日上午10時
到高等法院申請司法覆核，
但最終因為自己遲到，被10
點04分抵達高院的「本土民
主前線」發言人梁天琦截
糊，搶先一步申請司法覆
核。眼看梁天琦被大批記者
包圍，吳文遠訕訕地在外圍
巡了半圈，被一兩個記者截
住後才回到法院門外，等梁
講完話才開始拉橫額。

昨日早上一眾記者一早
已到達高等法院，等待吳
文遠就確認書申請司法覆
核一事作採訪。雖然有社
民連成員早早到場，但身
為主席的吳文遠卻遲遲未
見蹤影，直至10時稍過，
梁天琦以「程咬金」姿態
坐的士殺到高院，搶先申
請司法覆核。以新聞為先
的記者，當然由等待吳文
遠改為採訪梁天琦。
吳文遠眼見「大勢已

去」，唯有待梁天琦進入法
院後，方緩緩拉起橫額並高
叫口號，但結果當然還是梁
天琦成功「搶fo」，吳文遠
淪為配角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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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民主思路」理事麥嘉
和黃梓謙，昨日正式遞交提名表格，分別出選新界東
和香港島直選。雖然反對派一直就確認書一事上做騷和
拒簽，但主張「第三路線」的「民主思路」強調，會遵
守法例，並表明二人已簽確認書。麥嘉指，「民主思
路」主張「務實民主」，會堅守立場，在「一國兩制」
及香港基本法的框架下，爭取達致「雙普選」。
已報名參選新界東的名單還有民建聯陳克勤、葛珮

帆，工聯會鄧家彪，新民黨容海恩，自由黨李梓敬，獨
立方國珊、侯志強，民主黨林卓廷，公民黨楊岳橋，工
黨張超雄，社民連梁國雄、「人民力量」陳志全，「新民主
同盟」范國威，「本土民主前線」梁天琦，「正義聯
盟」李偲嫣。
港島區參選名單還包括民建聯張國鈞，工聯會郭偉

強，新民黨葉劉淑儀，民主黨許智峯，公民黨陳淑莊，
報稱「獨立民主派」的司馬文、王維基，「熱血公民」
鄭錦滿，「香港眾志」羅冠聰，沈志超。

麥嘉黃梓謙分戰新東港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昨日再有多名反對派中
人報名參選立法會。其中「佔中十死士」之一的「社工
復興運動」發起人邵家臻，昨日提交提名表格參選立法
會社福界功能界別選舉；工黨李卓人報名參選立法會新
界西地區直選；公民黨毛孟靜報名參選九龍西地區直
選。
社福界功能界別其他參選人還有葉建忠。其他新界西

參選名單有民建聯陳恒鑌、梁志祥，工聯會麥美娟，新
民黨田北辰，自由黨周永勤，獨立何君堯，民主黨尹兆
堅，公民黨郭家麒，民協馮檢基，社民連黃浩銘，街工
黃潤達，「青年新政」黃俊傑，「香港民族黨」陳浩
天，朱凱廸，湯詠芝。九龍西參選名單還有民建聯蔣麗
芸，經民聯梁美芬，「新思維」狄志遠，民主黨黃碧
雲，民協譚國僑，「青年新政」游蕙禎，「小麗民主教
室」劉小麗，「維園衝鋒」朱韶洪，李泳漢。

反對派再多3人報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朗文）陸續有主張「港獨」的
參選人被要求交代政治立場。已報名參選香港島的「熱
血公民」成員鄭錦滿，及已報名參選新界西的「香港民
族黨」召集人陳浩天，昨日收到選舉主任的電郵，要求
他們回答是否繼續主張和推動「港獨」，並附上多張提
及二人「港獨」言論的剪報及網上截圖。鄭錦滿聲稱這
是「政治打壓」，陳浩天則聲言考慮不回覆，也不排除
採取「法律以外的行動」。
鄭錦滿昨日在facebook自爆收到香港島選舉主任的電

郵。選舉主任表示，鄭錦滿在遞交提名表格及簽署確認
書後，仍宣稱支持「港獨」及「香港建國」，並會在選
舉論壇繼續講出「香港建國」的立場，又稱簽署確認書
只代表知悉相關的香港基本法條文，而他的選舉廣告中
更有「只有重新制定基本法，全民制憲，香港才能真正
獨立自主地繼續發展」的陳述。

鄭錦滿陳浩天限今交代
選舉主任要求鄭錦滿在今日下午6時前回答：「你是否

承認，雖然你簽署了提名表格上擁護基本法和保證效忠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聲明，以及在確認書確認你明白擁護
基本法包括擁護第一條、第十二條及第一百五十九
（四）條，但事實上你仍然繼續主張和推動『香港獨
立』及『香港建國』？」並提醒他如未能在限期前回
覆，將會按相關法律和所有相關資料，決定其提名是否
有效。
鄭錦滿在fb稱正尋求法律意見，稍後再作回應。他接

受傳媒查詢時聲言，選管會要求參選人交代主張是「政
治打壓」。
陳浩天昨日同樣收到電郵。新界西選舉主任指出，陳

浩天曾宣稱要推動「港獨」、廢除香港基本法，並以參

與立法會選舉為推動「港獨」的第一步，並問到：「你
是否承認，雖然你簽署了提名表格上擁護基本法和保證
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聲明，但事實上你仍然繼續主張
和推動『香港獨立』？」選舉主任要求他在今日下午4時
前回覆。
陳浩天聲言，特區政府透過行政手段，將「港獨」勢

力排除在立法會外，做法「陰險」，又稱選舉主任無權
過問參選人「政治取向」，考慮不回覆電郵，但要先諮
詢法律意見，傾向採取法律行動，「但唔排除其他可能
性。」（其他參選港島及新界西名單見另稿）
另外，民主黨的涂謹申與鄺俊宇昨日收到電郵，確認

參選「超區」候選人資格。
報名參選區議會（第二）的名單還有民建聯李慧琼、

民建聯周浩鼎、工聯會王國興、公民黨陳琬琛、民協何
啟明、街工梁耀忠、「新民主同盟」關永業。

■選舉主任
發給鄭錦滿
的電郵。
facebook

圖片

海報貼水貨舖「呃票」范國威被嘲「偽本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