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對於行政長官梁振英日前發表2017年
施政報告，香港義工聯盟對報告表示支
持，就社會福利安老、教育及青年事務等
方面，現屆政府均先後推出了多項惠民政
策及措施。總體而言，今年的施政報告是
務實多元，承前啟後，秉承了特首競選時
「行之正道，穩中求變」的施政理念。
特首在其競選政綱中承諾，會建設合理
和可持續的社會福利制度，幫助有需要的
群體。上任後，他即重設了扶貧委員會，
並正式設立首條官方「貧窮線」，數據每
年更新，以便與全港一同檢視扶貧措施的
成效。此外，本屆政府亦特別關注長者貧
窮和在職貧窮，分別推出了「長者生活津
貼」和「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兩個真正
達到利民紓困的支援計劃。

扶貧制度真正利民紓困
正如施政報告中所言，本年度，政府在
社會福利的經常開支預算為662億元，較
4 年前增加了55%；相對於整個政府開支
在這幾年增加的34%，可見現屆政府在扶
貧、安老、助弱力度之大。政務司司長張
建宗形容，福利開支已經「跑贏政府大
市」。經濟援助的體貼到位，令貧窮人口
及失業綜援個案持續減少，起了立竿見影
的效果。2015年的貧窮人口為97萬人，
連續3年低於100萬，在職住戶的貧窮率
更是自2009年有數據以來的新低。而領取
失業綜援的個案連續87個月下跌，比高峰
期下降約7成；可見「低收入在職家庭津
貼」切實起了「以工代賑」的效果。
此次施政報告縱使是本屆政府的最後一
份，仍然是繼續積極有為地在社會福利方
面提出一系列措施，如建議「長者生活津
貼」增加多一層高額援助，並放寬現行津
貼的資產上限；又將長者醫療券受惠年齡
由70歲降至65歲，讓75歲或以上長者免
費使用公營醫療服務，其惠民利群的政績
有目共睹。

除經濟援助外，政府
亦重視為不同的弱勢社
群提供適切而細心的服
務。如「關愛基金」自
2011年成立至今，已先
後推出36個援助項目，
承擔超過70億元開支，
惠及約147萬人次。未
來一年，特區政府亦會
邀請「關愛基金」推行
多個新項目，當中包括
支援在公立醫院接受治
療後離院的長者及身體
機能有輕度缺損的長者
兩項試驗計劃，以及為
低收入家庭的永久造口
人士，提供特別津貼購買醫療消耗品。

視教育為對未來的投資
此外，特首亦在他的競選政綱中指出：
「教育不是開支，是對未來的投資」。他
同時認為，教育既需要長遠規劃，亦要維
持教育制度和政策的穩定性。具體政綱
中，他主要提到了三項，當中包括：一、
增加對全日制幼兒園和幼稚園的資助，逐
步增加全日幼兒教育的學額，優先協助缺
乏支援的全職和弱勢家庭；二、為高中畢
業生開拓更廣闊的升學渠道，包括資助學
生往內地院校升學，增加資助專上學額
（包括學位和專業文憑課程）和私立大學
學額；三、重啟配對基金，鼓勵社會資源
支持大學教育。因此，無論在優化幼兒教
育、增撥資源發展專上及大學教育、增加
學額等方面，現屆政府均有序落實各項教
育發展計劃，以鞏固本地的人才培育。
值得留意的是，現時的教育制度及社會

氛圍對學生確實構成一定的壓力和負面情
緒。針對去年出現多宗的學生自殺個案，
特區政府已於本學年開展「醫教社同心協
作先導計劃」，增強醫、教、社三方專業

人士的溝通和協作，由精神科醫生、教育
心理學家、駐校社工、精神科護士、臨床
心理學家和職業治療師等組成的跨專業團
隊協助學校支援有精神健康需要的學生。
本會認為，解鈴還需繫鈴人，建議特區政
府積極考慮引入「學生義工資助計劃」，
資助每一名學生在長假期的時候參與義務
工作，讓他們了解社會基層情況，從多角
度看世界，嘗試易地而處，藉此讓學生以
正面思想活出積極人生。
本會亦十分贊同政府加強青年人對中國

歷史和傳統文化的認識。施政報告中已承
諾會加強師資培訓，以及提供一筆過撥款
合共約1億2,500萬元去支援教學。此外，
會透過持續發展學與教資源、舉辦相關的
學習活動、進行教師培訓及與內地師生交
流計劃等形式，進一步推廣基本法。歷史
證明，只有尊重自己的歷史和文化，才可
以明辨是非。我們期待政府在培訓師資、
提供教學資源，完善有關指引及教材等安
排，使青年人能正確認識自己的文化、社
會和國家。只有這樣，我們的下一代才能
做到明辨是非，選一條對自己、對香港和
對國家有用的路！

香港義工聯盟

政府社福安老教育政策應務實多元

楊志強 香港工商專聯會會長 資深時事評論員

特朗普南海叫板必定碰壁

美國總統特朗普的新聞
發言人斯派塞在白宮首次
記者會上聲稱，將捍衛美
國在南海的「國際利
益」，確保國際領域不被
某一國佔據云云。此前，
特朗普選定的國務卿蒂勒

森、國防部長馬蒂斯在國會聽證會上，對
中國南海問題頻頻放出狠話。蒂勒森說：
「我們必須向中國發出清晰的信號，第
一，停止島嶼建設；第二，進入這些島嶼
不會被允許。」馬蒂斯則說：「南海是公
海，中國破壞國際秩序，要聯合盟國予以
震懾。」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強調，美國並
非南海爭議的當事國，強調中方堅決維護
南海領土主權及海洋權益，希望美方尊
重。事實上，如果特朗普一定要在南海叫
板，一定會碰壁。
中國維護國家領土完整和海洋權益的決
心不可懷疑，面對主權和領土完整的核心
利益被挑戰，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當然不
會懼怕，因為任何退讓和軟弱，換來的是
西方霸權得寸進尺、變本加厲的要求，這
已被中華民族的屈辱歷史一再證明。中國

不惹事，但也不怕事。中國在南海填海建
礁完全屬於主權範圍之事，美國無權置
喙，要制止中國登島更是癡心妄想。如果
美國非要挑戰中國主權的底線，在南海貿
然採取中國不可容忍的軍事行動，中國一
定會針鋒相對，作出必要還擊。

在南海逞強難獲盟友支持
特朗普在南海叫板很難得到盟友支持，

除了日本打算積極參與、台灣民進黨有意
追隨外，菲律賓、越南、澳洲等域內國家
都不會跟隨美國起舞。越共總書記最近訪
問中國，中越雙方共同提出要做「好鄰
居、好朋友、好同志、好夥伴」；菲律賓
總統杜特爾特去年10月訪華受禮遇，中菲
將重啟南海對話；澳洲前總理基廷表示：
「不允許中國靠近南海島嶼的說辭，將把
澳洲捲入戰爭，澳洲不會參與美國在南海
的聯合行動。」亞太地區的中美對抗，實
際上是美國亞洲聯盟體系與中國的對抗。
失去了盟友的支持，美國就失去了對抗中
國的支點。
另一方面，美國難以承擔與中國全面軍

事對抗的後果。美國要阻止中國進入南沙
島嶼，其結果將是中美之間的大規模軍事

對抗。中國是一個正在崛起的大國，綜合
國力日益提高，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作戰經
驗與軍事能力足以與任何侵略者相抗衡，
有能力打贏高技術戰爭。中國在南海進行
了大規模的軍事演習，戰艦戰機的常態化
巡航，在駐守島嶼進行必要的軍事部署，
以及南海預設戰場建設，已向國際社會清
楚地表明了立場和態度。

「美國第一」或變「美國衰落」
中美關係具有全面性、全球性、戰略

性，一旦中美南海軍事對抗，其規模、程
度和時間或將是不可控的，如果特朗普和
他的團隊堅持恃強凌弱，逆世界潮流而
動，美國今後的路會越走越窄。美國主導
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也將隨之動搖，美
國的全球霸權無疑將迅速喪失，在新國際
政治秩序重建中也無力再次稱霸。特朗普
聲稱「美國第一」，可能變成「美國衰
落」，這個後果是美國承擔不起的。
「恃德者昌，恃力者亡」，這是歷史規
律。特朗普一味「靠嚇」，仰仗霸權肆意
妄為，只會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滄海
變桑田，風水輪流轉，中華民族的偉大復
興是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擋的。

對所謂「高民望」要全面分析

下屆特首選舉定於3月26日舉行，中央
提出特首必須符合的四個條件即「愛國愛
港、中央信任、有管治能力及港人擁護」。
此「四個條件」每個都重要，缺一不可。然
有論者認為，首要是得到中央信任，次之是
有管治能力，隨之是愛國愛港，最後是港人
擁護（有指是民望）。也有論者認為，首要
是得到港人擁護（高民望），若得不到港人
擁護和「高民望」，就算當選特首，都很難
管治好香港，會受到排擠及反對，社會依舊
出現亂象，云云。
筆者認為參選特首最重要的：第一是得

到中央信任，接着依次是有管治能力，愛國
愛港，最後是得到港人擁護。參選特首首要
得到中央信任，也就不必多說了。若一個不
受中央信任的參選者「意外」當選特首，卻
得不到中央任命，就會產生憲制危機，後果
嚴重。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有管治能力」這

個條件所說的管治能力，應該包含很多方
面。如對政府內部運作經驗；帶領公務員
行政工作的經驗；有應變應急才能和膽

識，要有勇有謀有智慧，有承擔，有立
場，有原則等等表現和魄力。只有擁有多
方面的管治元素，才能有效管治好特區政
府，帶領好整個政府運作，創造一個政通
人和的局面，發展經濟，創造就業，改善
民生。
必須指出的是，有個別傳媒及一些論者

硬將「港人擁護」等同是「高民望」的解
讀，當然有他們的政治目的和圖謀。假若
特首選舉結果與他們所作的「民調」結果
不同的話，他們就藉此大做文章。這就是
反對派近年來慣用的伎倆：以「民調」製造
「民意」和「民望」作為反對理由和誤導公
眾。所謂「民望」或「高民望」是虛的，講
白一句是可以由人製造出來的。別的不說，
就說近年政府三司十一個局長的「民望」的
高低起跌，就被港大民調玩弄於股掌之
中。一些局長說些不合反對派中聽的話，
或是說些刺中他們要害的話，那個局長的
「民望」就即時下滑。某個司長說些對他
們有利的、合心意的話，某個司長的「民
調」就上升。

文滿林 香港華人革新協會副會長

「瀆誓四丑」繼續作亂

種種跡象顯示，雖然本港高等法院正在
審理律政司提出的「瀆誓四丑」（羅、姚、
劉、梁）宣誓無效，並要求取消其議員資格
的司法覆核，但是這「四丑」並沒有知錯悔
改，而是繼續犯上作亂，破壞法治，幹盡分
裂國家的罪惡勾當，其險惡圖謀必須徹底加
以揭露、譴責。
「四丑」的圖謀是內外夾攻、興風作

浪，從議事廳裡的搗亂，到竄到外地公開與
「台獨」勢力相互勾結、狼狽為奸，繼續對
中央政府、特區政府和立法會挑戰，企圖將
香港引向爭拗撕裂、永無寧日的深淵。
一方面，劉小麗、梁國雄（長毛）在會

議廳裡肆無忌憚踐踏議事規則。日前梁振英
特首就施政報告到立法會出席答問大會，長
毛就公然拿着大型道具向特首抗議，並不斷
高呼口號，搞亂議會秩序；與此同時，劉小
麗在發問時則故意播放手機錄音，侮辱特
首。他倆的卑劣言行，隨即受到梁君彥主席

的譴責，並逐其離開會場。可見其行為是多
麼不檢點！
另一方面，羅冠聰和姚松炎近日竟竄到

台灣參加「台獨」組織「時代力量」舉行
的所謂「論壇」，一起瘋狂叫囂台灣要成
為「自由國家」、「香港前途要自決」、
「要獨立」，演出了一場「港獨」、「台
獨」合流的鬧劇，其分裂祖國的野心表露
無遺！
必須指出，他們的內外夾攻、相互勾

結，是早有計劃、有預謀的。對此，社會各
界切勿等閒視之。因為他們的所言所行，完
全違背了他們宣誓時擁護基本法、效忠香港
特區的承諾。由此觀之，他們還有什麼資格
當立法會議員。
俗語說，人在做，天在看。在高院正在

審理他們案件之際，他們竟公然一再作亂，
理應罪加一等，從嚴懲處，而絕不能輕輕放
過。只有這樣，才能彰顯法治，令人信服！

傅 平

新年伊
始，適逢
今年是香
港回歸祖
國 20 周
年。回想

當年，中、英簽署聯合聲明，社會流傳一股
擔憂的情緒，有人懷疑會否順利過渡，亦有
人擔心香港會倒退落後，有部分人更選擇移
民離開。
香港20年來經歷各種大事，尤幸每每獲

國家幫助得以渡過難關。隨着內地改革開放
的強勁經濟發展，香港亦受惠，同時內地亦
借助香港的經驗和制度推動發展。
深港西部通道的建成、CEPA讓香港可零

關稅進入內地市場、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
作區的設立、港珠澳大橋和高鐵的興建等

等，都見證了內地與香港融
合發展相輔相成。香港回歸
祖國的成功，把當年的擔憂
一掃而空，不少港人回流發
展，對「一國兩制」、「港
人治港」投下信心的一票。
港人和國家密不可分，

血濃於水。還記得中國女排在奧運會上勇奪
金牌的興奮；中學生建議做的實驗被用到國
家載人太空船的熱情。兩地同根同族同源，
「港獨」根本得不到社會的支持。縱然常常
聽到中國現時發展昌盛，香港地位及角色已
漸漸轉變，但正如港澳辦王光亞主任所說
「香港需要國家，國家也需要香港」。香港
仍是內地重要的經濟戰略點，港人應繼續抱
有信心，乘着內地商機，發展香港，只要精
神不滑坡，辦法總比困難多。

乘內地商機 展香港優勢
羅競成 新界社團聯會(新社聯)副理事長 葵青區議會主席

探訪劏房察民意 造福基層不容緩

我們到訪的樓宇少說有四、五十年樓
齡，由於大部分單位用作分拆出租予基
層人士，真正業主不會以此為家，因此
維修保養對業主來說根本毫無需要，對
住戶而言更是奢侈品。戶外烈日當空，
但劏房戶單位的樓梯既無日照、又無燈
光，連一向聲大大的男生也故意走到我
和同事的後面，語帶驚惶地說：「晚上
要怎麼走上去？」

安全衛生成問題
樓宇的走廊相當狹窄，兩個男生無法

並肩同行，可幸這裡的住戶相對自律，
沒有擺放雜物，不然出入不便事小，若

發生像前年二坡坊的劏房火災，傷亡恐
難以估計。這棟樓宇高6層，每層本應
只有12伙，現在因業主分拆單位而住
到50伙，大大超出設計上限。
有眼利的義工立刻發問：「怎麼不見

消防設施？」我不禁回應：「年輕人，
你實在太年輕了。四、五十年前興建的
樓宇，並無要求安裝消防設備的規定，
現時的消防安全條例又『堅離地』，導
致這類樓宇有例無法依，連最簡單的滅
火筒亦欠奉。」義工不禁為這裡的住戶
捏了一把冷汗。
走到第一個劏房戶門口，「一眼睇

晒」，單位應該只有70多呎，對在場

的年輕義工而言，這大概只是他們家的
客廳，甚或是房間的面積吧。屋的左邊
是約3呎半的碌架床，床對面是個雙門
衣櫃，衣櫃旁放雪櫃，雪櫃上方有一部
20吋電視。住戶太太看到我們，拉開
鐵閘，尷尬地說：「唔好意思，地方淺
窄。」雖說義工們有心理準備，知道劏
房細小狹窄，但置身其中，仍然難掩愕
然神情。
「招呼唔到」，住戶太太隨即用手示

意兩名子女從床上站到地上，並面帶慚
愧地請我們坐到床上。有義工感到不好
意思，席地而坐，並說：「坐在地上較
自在。」口是這麼說，可由於床和衣櫃
之間的通道狹窄，義工盤膝而坐，也要
用手緊緊抱着雙腿，才能勉強坐下。通
道僅能容下兩人，住戶的子女迅速爬到
碌架床上層，我和同事坐在下層，地上
坐着兩位義工，太太則站在通往廚房連
廁所的門口。餘下3位義工，只能站在
門外。
地方狹窄，人情味卻非常濃厚。太太

相當友善好客，兩位子女亦很快和義工
熟絡起來。我們代表捐贈人送上禮物，
話題亦由寒暄，轉移到他們的起居生

活。太太坦言，對於子女在如斯惡劣的
環境下成長深表愧疚。缺乏活動空間很
成問題，子女的書桌、飯枱、看電視的
地方，就是那張碌架床。樓宇欠缺管
理，未有聘請清潔公司搞衛生，幾乎每
天都見到老鼠、蟑螂，廁所鄰近廚房，
中間毫無間隔，食物衛生存疑。子女身
體跟心靈的健康成長，太太每日憂心忡
忡，氣氛開始帶有無奈的傷感。有義工
鼓勵他們：「斗室磨意志，總有好日
子。」
義工又好奇地問：「應該有申請公屋
吧。」「是的，4年了，查過了，但只
知道未排到。」等待總是熬人的，面對
生活和經濟壓力，夾雜無奈、無助、焦
慮的情緒，令人唞不過氣。有義工心急
地問我：「Ben，有辦法嗎？」建屋土
地不足，即使有，遠水也難救近火。現
實生活沒有神燈，市民可以依靠、相信
的，就只有政府。

政府要廣納民意
我們作為議員，就是要廣納及反映民

意，徵集持份者及專業團體的意見，向
政府提出可行的建議。我和其他議會同

事曾提出多個中短期方
案，我曾建議政府善用
市區空置工廈和臨時用
地，對工廈的使用拆牆
鬆綁，讓市場發展過渡
性房屋，為公屋申請人
提供合理和有尊嚴的過
渡性住房。
今年是我在立法會工作的第5年，政

府常常宣傳「辦法總比困難多」，但前
提是政府認真聆聽、對待、跟進我們這
些「在地」議員的意見，若政府選擇性
聆聽、故步自封、不願突破，施政只會
事倍功半、一籌莫展、積累民怨。
住戶子女的爸爸回家了，我們也不好

意思久留，與這一家道別。衛生、安
全、舒適的生活環境，青年義工們以為
是理所當然的東西，經過這次探訪受到
思想衝擊。劏房戶一家，雖然居住環境
惡劣，但他們之間的感情之深不輸給一
般家庭。原本喧鬧的義工，都變得沉
默，好像若有所思。在前往另一家探訪
的路上，有人打破沉靜說：「Ben，下
次探訪，請預我一份！」我想，他們的
得着及體悟真不少。

我於去年12月發起名為「Give & Take」 的活動，並於12月23

日聯同中學生扮演聖誕老人，將從公眾人士募集得來的禮物，轉

贈給生活、成長於劏房的小朋友。沒想到，我們的得着及領悟反

而更深。面對基層艱難的居住環境，政府應該思考多個中短期方

案，例如善用市區空置工廈和臨時用地，讓市場發展過渡性房

屋，為公屋申請人提供合理和有尊嚴的過渡性住房。新的一年，

期望政府有更多惠民政策造福基層市民。

陳恒鑌 立法會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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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很多低收入家庭生活困難，政府的紓困措施可以切實
幫到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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