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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銷」自己 拒絕「踩低人」
自評公僕生涯全面 勤力願聽意見 不會決而不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有人認
為林鄭月娥曾任發展局局長、政務司
司長，對財金問題不熟，缺乏商界背
景，也有人認為日前的分享大會太
「星光熠熠」，與基層市民距離太遙
遠。林鄭月娥昨日指出，所謂「星光
熠熠」是因為社會上確有些人知名度
較高，吸引到大家注意，但當日有不
少來自基層、社福界的朋友及一些嚴
重傷殘的人士出席支持。另外，大兒
子林節思曾經義務為劏房戶補習的家
長亦有到場。她又說，未來還會繼續
努力爭取其他政治光譜者的支持，聚
集更多人一起同行。

說起上周五的分享大會，林鄭月娥表
示那主要是讓支持者、朋友及一直以來
的合作夥伴，了解自己的心路歷程和施
政理念，性質與早前另外三名參選人所
舉辦的相若。

大仔曾替劏房生義補英文
對於被指出席者的陣容「過於星光

熠熠」，林鄭月娥說，撇除當日200多
位傳媒出席，還有800多名朋友和工作
人員，當中有很多基層人士、社福界朋
友，也有些嚴重傷殘人士獲邀出席，大
會亦特別為他們設位；十多名有聽覺障
礙者，當日亦有安排手語翻譯；有一人

是視覺衰弱，需帶着導盲犬到場；還有
20多名少數族裔的朋友。此外，還有
其大兒子林節思畢業後曾經幫忙義補
英文的劏房戶學生，其母親亦有到場
支持。
林鄭月娥坦言，經過了兩三星期的選

舉洗禮，自己明白亦接受觀感的重要
性，會更主動澄清和表達不同看法。對
於由一開始大家只記得林鄭月娥主力扶
貧、安老、助弱的工作，到日前見到她
獲商界猛人力挺，她坦言這都是30多年
公僕生涯、接觸層面廣泛的緣故，「如
吳光正（九倉前主席），我們相識於醫
管局，我代表財政司司長進入醫管局成

為成員，所以我們的認識和合作，是在
那些範疇，而不是他是商界、我是政府
那麼簡單。」
有人着眼於活動無反對派議員出席，

她對此表示理解，因為活動性質是支持
者參與的大會，出席就好像是代表了支
持，並指有些相熟的「泛民」選委私下
發電郵給她，跟她說其界別未討論立
場，「往後日子我會盡最大努力連繫政
治立場不同的朋友，若有幸當選，廣納
賢能的主張是嚴肅認真的，在進行委任
時，我不會純粹以政治立場分辨他值不
值得委任，而是從其才能、知識、對社
會的熱誠去進行判斷。」

分享會點只星 有基層有社福

林鄭月娥昨日接受商台訪問，被問及
如何說服選委自己最適合擔任特

首。她笑言，作出這種游說有兩種方
法：一是「踩低人」，二是推廣自己，
她就選擇了後者。
她認為，自己36年多的公務生涯，涵
蓋範疇較闊，「除了教育沒有直接做
過，所有範疇都有做過，有人認為我無
商界和金融背景，其實不然，1987年的
股災，其後的檢討報告我也有份去做，
後來就成立了證監會，7年的公共財政經
驗，也令我了解當中問題。」
因此，她認為自己優勝之處，其中之一

就是比較全面，其他還包括勤力、願意聽
取意見，並且是執行型的人，「有時有些
人會覺得我執行得太快，但現時全球化有
很多競爭，我不想香港這麼好的地方，因
為自設的困難或陷阱，令我們不能夠繼續
競爭。」

官場「工作狂」「仲好想做嘢」
林鄭月娥也是官場出名的「工作

狂」，對此她亦坦言自己「仲係好想做
嘢」，亦明白這樣可能會令同事有壓
力，但她從過往經驗中感受到，若在自
己帶領下大家目標清晰，即使工作量
大、要處理很多分歧，還是會志氣高
昂，令她對公務員團隊充滿信心。「若
有好的領導、有人是會為他們（公務
員）擋箭的，即使有些事有人批評，大
家還是會很投入。」
她續說，若上司很想做事、很努力做
事，能為大家開創一個能夠做事的環
境，「或許工作滿足感是高的，好過大
家都不做事，可能（後者）日子好過
點、放工時間早點，但作為公僕，那種
工作滿足感很低。」不過，她表示自己
亦會謹記中學做總領袖生時，師長所言
「關懷與感染」的提醒，在帶領公務員
團隊時，也會多一份關懷。

倡用家主導 弱勢也要有選擇
談到自己日前提出的政府角色改變，

林鄭月娥表示，公共服務提供者、監管

者的傳統政府角色仍然重要，但這兩個
角色也需要文化上的轉變。前者服務需
要到位，要以用家為主導，弱勢社群服
務也要有選擇，「例如老人家想去哪間
安老院、想要什麼照顧服務，可以選
擇」；後者一方面要確保事情按法律進
行，但亦不能管死行業和工作，而應變
成促進者和推廣者，「促進者即看到市
場上對一些事情有反應，或一些非政府
機構或社企對一些服務有新看法，但需
要透過一些政府行為，如在政策或法律
上有調整，才可令新服務模式可以誕
生。」至於推廣者，則正如其口號

「We Connect」所言，將香港和內地及
海外連繫，若有好的產品服務，希望可
以作推廣。
至於社會最為關注的土地問題，她期望

在社會來個大辯論，而不是政府講填海，
有人就提棕地，政府提棕地，又有人講農
地，希望可一起去找解決方法，「一次過
勾勒解決的藍圖，而不是逐件逐件事去
做，這樣很消耗公務員精力，亦會引來個
別關注團體的不滿。」她又透露，自己未
來會多聽意見，並將初步看法拿出來讓大
家討論，「看香港政治、社會環境是否能
讓我們以創新的方法去做。」

民意、民望雖然飄
忽不定，但有其重要

性。對於現時有民調顯示林鄭月娥的
民望落後於個別參選人，她表示會盡
力讓大家了解自己，並坦言最終若得
到選委支持，但民望不是最高那一
位，自己會不斷努力，透過施政、和
市民接觸，改變市民觀感。她又有信
心，當香港人有意見時，自己能站在
香港人這邊，準確誠懇地向中央反映
民意。她續指，不論是中央或港人都
希望落實「一國兩制」、「港人治
港」、高度自治，既然大家目標一
致，不可能處理不到分歧或矛盾。
林鄭月娥表示，在餘下不足兩個月

的時間，自己會努力爭取向市民、選
委分享自己的看法，讓大家了解自
己。不過，她坦言，自己參選起步
遲，過往亦少做形象工程，並經常處
理爭議性工作，令某一極的意見或團
體討厭自己，這是其「先天性不
足」，而沒有處理爭議工作的人，最
多也只會被指責「冇做嘢」。若最終
未能以最高民望的參選者身份當選，
她也會努力去改變市民觀感。

中央與港人都想落實「一國兩制」
對於港人意見若與中央不同時，能
否站在港人一邊，林鄭月娥坦言有信
心，並指出不論是中央或港人，都希
望落實「一國兩制」、「港人治
港」、高度自治，這亦是香港基本法
所賦予的使命。她表示，若香港市民
對事情「有睇法」，特首須準確誠懇
地向中央反映，並相信中央會聽有關
意見，採取適當舉動，疏導市民情
緒，確保「一國兩制」的落實，「因
為並非大家有兩套不同的目標，大家
目標是一致的，都希望香港繁榮發
展，市民生活越來越好，而香港作為
國際城市，能對國家發展有貢獻，在
此前提下，不可能處理不到分歧或矛
盾，現時的分歧主要源於對（香港）
基本法不認識。」 ■記者 甘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

是次香港特區行政長官選舉戰況

激烈，參選人之一、前政務司司

長林鄭月娥昨日表示自己有4項

優勝之處，包括自己多年公僕生

涯的接觸全面、做事勤力、願意

聽取意見及是「執行型」的人，

相信議而不決、決而不行一般不

會出現在自己身上，有助帶領香

港前行。至於其「工作狂」特質

會為其他公務員帶來壓力，她坦

言儘管已做了幾十年公僕，「都

仲係好想做嘢」，也深信公務員

都想服務社會，而過往經驗令她

感到，只要有好的領導、有人願

意為下屬擋箭，大家都會很投入

工作。

來自不同界別的選委，各自有其訴求，
希望參選人作出承諾。林鄭月娥也認同，
任何選舉都無可避免產生民粹，或會出現
參選人答允訴求以取得選票的情況，「我
不希望這場選舉會這樣，尤其是4位（參
選人）都有豐富的政府和司法經驗，大家
不是『唔識嘢』，不是不知過往政策為何
執行不了，所謂平衡各方利益是什麼意

思，所以希望大家拉闊一點，作理性的討論或辯
論。」

認同檢視教制 商討無包袱
有教育團體強烈要求取消TSA，也有參選人表

示認同，林鄭月娥表示，只講個別措施，如TSA
或合約教師，不是很大意義，因為教育是長遠工
作，大家要想一想目標是什麼。她認同檢視現行
制度，並為學生、家長、教師、校長四大持份
者，創造穩定環境，並關懷各持份者等，從思考
穩定環境需要什麼的角度出發，再去處理合約教
師、校舍等議題會更好。她又說，自己不曾直接
參與教育範疇的工作，亦不曾參與稅務工作，故
自己並無包袱，毋須維護過往立場，可以和大家
商討問題。
林鄭月娥又笑言，自己有點期望有同場的辯

論，因為政策越辯越明，可帶出大家想做什麼。
她續說，自己提出的「新風」之一，即理財哲學
就很值得社會辯論，「我們有豐厚財政，是否是
時候與市民共議，到底是減輕納稅人負擔、投資
未來以『做大做強』，還是關懷弱勢較好？如果
只是將大筆盈餘儲起，對社會不是很公道。」她
並透露，今屆政府在發表財政預算案時公佈盈
餘，大家就會知道是「什麼數字」。

■記者 甘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林鄭
月娥昨日與反對派「票倉」教協的26名
教育界選委會面，歷時逾兩小時。會後
林太回應傳媒時表示，處理香港教育議
題須注入新思維，是次討論範圍非常之
廣泛，獲得不少中肯意見，有助她制定
教育政綱。教協會長馮偉華會後形容，
會面氣氛良好，並高興聽到林鄭月娥會
全面檢視現屆政府的教育政策，改善不
足，方向可取，但仍須看其詳細政綱。

討論範圍廣 會面氣氛好
林鄭月娥形容，今次討論範圍非常廣

泛，涵蓋幼兒教育、評核方式、專業發
展、政策諮詢、合約教師、年青教師入
行、融合教育，及政制發展等。她強
調，教育影響下一代，關係社會未來，
故十分關注教育發展，而新一屆政府必
須認真、全面、有決心及高層次地檢討
教育政策。她認為，香港教育的底子
好、教師有熱誠，發展潛力大，若能當

選的話期望可為學生、家長、教師和校
長創造穩定、關懷、具啟發性和富滿足
感的教與學環境。
被問及其心中的教育局局長人選，林

鄭月娥指，每屆政府都要自己成立管治
問責團隊，由候任特首提名、中央任
命，但現時還未產生候任行政長官，
「我可以話畀大家聽，一屆就係一屆，
唔係好似公務員咁係政治中立、有一個
延續性。」
馮偉華會後表示，今次的交流坦誠、專

業，認為林鄭月娥提出的教育施政的方向
可取，但要待她的政綱出爐後才可以作出
具體的評論。他又說，未決定提名的立
場，30張教育界選票或分予不同參選人，
或者不提名任何人，但投票時則會綑綁，
會先考慮各參選人的政綱、民意與會員意
見等。
教協將於周三（8日）與另一參選人
曾俊華會面，周六(11日)將與胡國興會
面，2月19日則會舉辦教育界選舉論
壇。

林鄭月娥
說自己過往
屢獲反對派

中人好評，昨日教協會長馮偉
華以自身體會證明其所言非
虛。馮偉華說，自己與林鄭月
娥識於微時，當時林鄭月娥在
西貢政務處任助理專員，而自
己則為前線社工。他憶述，當
時因為政府大力推動地方行
政，自己作為社工時常負責組
織團體及街坊，就不同的議題
向林鄭月娥反映意見。馮偉華
大讚當時林鄭月娥好有熱誠兼
投入工作，不時落區接觸市
民，與她交手的經驗相當愉
快，林太亦很願意聆聽意見，
「林鄭好肯親自『落水』，當
時自己做選民登記，在街上又
見到她做選民登記，之後為艇
戶登記做選民，又遇見林太在
艇上，一齊呼籲艇戶登記做選
民。」

■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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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需平衡利益
看問題「拉闊點」

■林鄭月娥(中)出席電台節目。

■林鄭月娥與教育界選委會面。 彭子文 攝

■林鄭月娥表示自己願意聽意見及是「執行型」的人，不會議而不決、決而不行。 彭子文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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