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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減教師重擔 若蓮建橋家校
倡檢討工作負荷添情緒支援 增聯絡主任溝通家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教師肩

負「傳道、授業、解惑」的重任，在

專業知識外，健康的身心也非常重

要。立法會教育界候選人蔡若蓮近

日在其facebook專頁上發帖，建議

特區政府全面檢視教師工作負荷，

減少非教學任務，並考慮增設家長

聯絡主任，統籌家長教育及家校溝

通工作。針對目前民粹日益高漲的

社會氣氛，蔡若蓮鼓勵教育界堅守

教育專業立場，維護師生權益。

九龍東候選名單：
柯創盛、黃國健、胡志偉、陳澤滔、胡穗珊、
譚香文、譚文豪、謝偉俊、呂永基、譚得志、
黃洋達、高達斌

新界西候選名單：
梁志祥、陳恒鑌、麥美娟、田北辰、何君堯、
周永勤、尹兆堅、李卓人、郭家麒、馮檢基、
黃潤達、黃浩銘、鄭松泰、黃俊傑、高志輝、
朱凱廸、呂智恆、鄺官穩、湯詠芝、張慧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反對派議
員只管拉布，不顧大局及民生真正需
求。立法會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功
能界別候選人馬逢國表示，若能成功連
任，會推動修訂議事規則，匡正墮落的
議會文化，及協助業界開拓更大空間，
讓他們有更好的發揮平台及去開拓市
場。他續說，近期社會有很大的撕裂，
演藝人如要隨便表達政治立場，可能要
承受不必要壓力，故不會刻意找一些演
藝人為其站台，反而是爭取團體支持。

參考國際經驗 整合文體藝旅業
馬逢國近日接受網上媒體訪問時表
示，自己一旦連任，希望可以改善議會
文化，並會盡力更新議事規則，令議會
更加有效率。
目前，業界正面對空間及場地不足的

問題，故協助業界發展也是他的主要工
作，包括成立文化、體育及旅遊政策局
統籌各項政策及提供具體的支援。

被問到文化、體育及旅遊政策局為何
沒有演藝界份兒，馬逢國指出，文化體
育從廣義去考慮，涵蓋的範圍有很多，
演藝亦是文化創意產業的一部分，加上
參考國際不同城市的做法，如韓國將文
化體育觀光放在一起，成效不錯。同
時，要發展旅遊事業，很多時候也要靠
城市的文化、體育盛事，增加城市活力
及魅力，故認為此等範疇要整合一起，
以互相配合。

去信多部門查藝團失選民資格
主持人指出，馬逢國對手「來勢洶

洶」，得到不少「黃絲藝人」的支持，
問他有否找到演藝朋友的支持。馬逢國
表示，演藝界的朋友相當自由開放，什
麼想法也有，而他的功能角色主要是希
望為業界打拚，開拓空間及平台，「我
主要爭取電影、文化、出版團體的支
持，以免演藝人員受到影響。」
馬逢國又在其facebook專頁提及有部

分演藝團體的選民資格「被刪除」的問
題。他表示，近日多個團體都收到選舉
登記主任的信件，指他們不屬於藝術發
展局最新公佈的指明團體，除非有關團
體能在8月22日前提出符合選民資格的
證明，否則將會喪失選民資格。
馬逢國質疑，選民資格早在選民登記

冊確認，這些選民為何會在選舉前不足3

星期被通知失去資格？團體又是否有足
夠時間提供補充的資料？他已就此去信
總選舉事務主任、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和
民政事務局，要求當局公開解釋這些團
體不屬於藝術發展局有效指明團體的法
律依據，並要求當局盡量延長團體提出
符合選民資格證明的時間，協助合資格
的選民盡快取回選民資格。

馬逢國冀匡正議會 拓文藝空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選舉進入白熱化階段，
反對派抹黑對手的手段層出不窮，有傳媒報道資訊科技
界出現疑似種票個案，就不由分說將矛頭指向立法會資
訊及科技界候選人楊全盛。楊全盛昨日在facebook表
示，他十分關注是次事件，並已去信選舉事務處要求正
視，及徹查是否有專業團體仍未切實執行其會員資格的
審查，導致不符合資格者成為該功能界別的選民。
楊全盛也關注到選民名冊是否被濫用的問題。他解

釋，資訊及科技界的合資格選民，由4年前的6,700名
激增至今年的1.2萬名，升幅高達80%。新增的5,000
多名選民，其中有三分之二是經由電子電腦學術與工程
界權威組織IEEE申請加入，而有議員及團體均鼓勵業

界朋友加入該會成為會員，情況令人關注。他希望選舉
事務處可以處理他的查詢，讓今次界別選舉可以在公平
公正的情況下進行。

與實習生交流 要政綱更貼地
楊全盛昨日又貼出多張他與學生見面的照片。他表

示，此行對他的啟發比想像中大：這班學生曾參與實習
團，在早前交流中大家談到就業、創業及香港社會的看
法。
而他的參選政綱裡有不少與青年是有關，如人才培

訓、創業支援及智慧城市等，期望此次交流能向青年驗
證政綱，又笑說：「證明我從來都唔係堅離地嘅！」

楊全盛促查科技界種票疑雲

蔡若蓮在該帖文中指出，現今教師除日常教學外，還
要應付行政工作、課外活動、學生行為及情緒問題

等，疲於奔命，負面情緒如疲乏、洩氣、焦慮及憤怒等
亦隨之出現，加上近年不少家長以「消費者」自居，動
輒投訴，平添教師壓力，難怪不少同工自評為「不快
樂」。
她舉近期一項調查的發現為例，中小學教師於上課日

平均每天工作9.8小時，周末及假期更要工作9小時至10
小時。

教師日做10個鐘精疲力盡
大部分教師認為，現行各項教育政策增加其工作量，
包括自評、外評、融合教育等，令他們身心疲累。有關
幼師的工作狀況調查亦發現，逾40%幼兒教師每周工作
61小時或以上；95%幼兒教師每天均感到精力耗盡。
蔡若蓮希望，自己是次站出來，可以喚起社會正視教

師的壓力負荷，爭取善待教師的政策。

她建議特區政府全面檢視教師工作負荷，包括合理安
排教師午膳時間、為教師提供適時的情緒支援服務、疏
導因工作壓力而衍生的負面情緒。同時，當局應增設家
長聯絡主任，統籌家長教育及家校溝通工作。

梁思韻挺蔡重建家校溝通信任
蔡若蓮的誠意和決心感動了不少教育界中人。她上載

了亞洲兒童教育協會主席梁思韻的獨白短片。梁思韻在
片中指出，蔡若蓮予她的感覺是一名很溫柔、很溫婉、
很和藹的好媽媽。

近年她看到香港有許多紛爭，令學生及小朋友在一個
很吵雜的環境中成長，認為正正需要蔡校長像一位母親
一樣，去安撫一下我們的家長、老師、學生。
梁思韻指出，香港教育在國際標準來說真的不錯，但

最近教育出現「亂局」，原因在於「老師不信任家長，
家長不信任老師，政府不信任學校」，反映目前業界欠
缺一座橋樑，去幫他們重新和好。
她表示，教育是需要信任、包容及關愛，希望蔡校長
可以幫助教育界，為教育工作者找回自己的尊嚴。
立法會教育界候選人還有葉建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大家希望香港行一條
怎樣的路？」民建聯立法會選舉新界西候選人陳恒鑌昨
日在其facebook專頁上，分享自己拍攝dbc數碼電台
「2016立法會選舉閘前速遞」的片段。他在短片開首
先問了市民這個問題，然後說，「一個為香港謀發展、
維護『一國兩制』、惠及民生的議會就是香港的出
路。」他懇請市民支持他的團隊，為香港求出路。
陳恒鑌在短片中介紹，他和他的競選團隊是民建聯的

年輕新一代，扎根地區有政績，會傳承堅毅、包容的香
港精神。被問到是否贊成取消「普教中」？陳恒鑌認為
應由學校自行決定，並相信學校可按自身情況決定是否
推行。他強調，自己本身不反對「普教中」，更認為學
生多學習一種語言有助提升競爭力，他亦鼓勵學生學習
更多語言，例如韓文。

恒鑌團隊為港謀出路

「汪星人」魅力強大，吸引了無
數人的關心關注，新界西候選人何
君堯，更因遇上「汪星人」，令一
家人變得更幸福。何君堯昨日在其

facebook專頁發佈一段卡通短片，介紹自己家中的三位
「汪星人」，包括Charlie、Chau Chau、Candy，其中
兩隻原是被人遺棄的小犬，被他發現後領回家，成為家
中一分子。
該短片是一個有關愛護動物的小故事。故事開端是一

隻小狗在雨中，沒人理會，只能蜷縮一角，但有一個人
走到牠的跟前，為其遮風擋雨，原來那人便是何君堯。
他在片尾指出，狗隻是人類的好朋友，要愛惜生命、愛
護動物。短片獲得不少網民激讚。「Alice Au」說：
「所有生命都是平等！有愛心！」「Victor Wan」認
為，何君堯正直敢言，愛心滿溢，「堅定支持何律
師！」 ■記者 文森

為「汪星人」擋風雨
君堯籲愛護動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
港向來是摩天大樓與質樸村落並存
的城市，無論居於城市中心抑或
周邊村落的居民，每人在生活中
都會遭遇不同程度的不便和困
境。立法會新界西候選人、工聯
會麥美娟昨日於其facebook專頁
上載短片，講述一位居住在白沙
村的居民「上網慢、上網貴，要周
圍找Wi-Fi」的經歷，呼籲政府於
該村鋪線，解決村民上網難題。
在短片《麥工II第五集》中，
飾演IT威的麥美娟競選團隊成員
姚國威，在家中收到老闆短訊，
要求他於20分鐘內將文件電郵給
客戶。
礙於家中網速仍維持「56K」時

代，非常緩慢，姚國威只能外出
尋找Wi-Fi。IT威坐上飾演的士司
機的麥美娟的車，並在二人交談
中抱怨：「4G年代，家裡仍然要
56K上網，什麼都連不上，不止
是手機，家中的電腦都猶如花

樽，只是裝飾。慢不特止，每個
月還要交幾百元，比光纖上網還
要貴！」
IT威說：「可能見到我們這條

村無價值，政府及寬頻公司都不
願來村中鋪線，村民無得選擇，

只能繼續用56K上網。而且電訊
商獨市經營，收費一點也不便
宜，經常加價卻服務差。」麥美
娟（Alice）在片尾反問：「想上
網快一些這麼小的心願，為何都
沒有人幫到他們？」令人感歎。

「的姐娟」嘆白沙村民上網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一
直借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所做的民意調查
數字質問以至批評特區政府，但到選舉期間
同一組織做的候選人支持度民調，他們不但
不賣賬，更稱調查結果誤導。社民連及「人
民力量」，前日舉行記者會高調批評民調不
準確。不過，公民黨黨魁梁家傑昨日就稱，
「港大民調始終是最客觀的。」
梁家傑昨日在接受傳媒訪問時稱，民研

計劃的民調「即使沒有絕對的準確度，起
碼也有相對的準確度」，特別各黨派都沒
有資源自行進行民調，故仍會以民研計劃
的數據作為參考，又呼籲選民不要胡亂作
策略性投票。

忽改調查方式 自由黨質疑誤導選民
自由黨昨日則發表聲明，稱民研計劃是

次進行的滾動調查一改以往的調查方式，
只讀出名單的首位候選人，名單第二位的
候選人卻被剔除，「以致產生出令人詫異
的調查結果，多支參選隊伍的支持度出乎
意料地驟跌」，未能如實反映各候選名單
的支持度，更可能誤導選民，影響其投票
決定，最終干擾到選舉結果。該黨黨魁方
剛已去信民研計劃總監鍾庭耀及有份贊助
是次民調計劃的4間機構，要求盡快檢討及
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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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若蓮倡檢
視教師工作負
荷，包括合理
安排教師午膳
時間、為教師
提供適時的情
緒支援服務。

fb圖片

■梁思韻認
為，業界需要
一座橋樑，去
幫家長和教師
重新和好。

fb圖片

■馬逢國出
席節目介紹
自己如何為
業界爭取更
大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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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全盛與實習生交流來「驗證」政綱。 fb圖片

■■陳恒鑌呼陳恒鑌呼
籲市民投選籲市民投選
為香港創出為香港創出
路的團隊路的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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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君堯以何君堯以
短片介紹與短片介紹與
愛犬如何相愛犬如何相
遇遇，，籲愛護籲愛護
動物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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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美娟上載短片麥美娟上載短片，，反映白沙村居民上網難題反映白沙村居民上網難題，，呼籲政府於該村鋪呼籲政府於該村鋪
線線，，解決村民上網難題解決村民上網難題。。 fbfb圖片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