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鄭心繫少族教育承諾優化
倡免費幼教下工夫 讓學童盡早學中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少數族裔是組成香港社會的一部

分，但他們不少權益一直受到忽

視，尤其是面對學習中文的困難

而未能享有平等教育機會。特首

參選人、前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昨日到訪香港融樂會，聆聽少數族裔

意見後表示，少數族裔和所有香港人一樣，都熱愛香港，積極為香港

貢獻，特區政府未來應在監察及執行學習架構和來年的免費優質幼稚

園政策上多下工夫，讓學童盡早有良好中文語境，又承諾自己一旦當

選特首，會特別關注非華語生的中文學習，讓不同族裔學童能夠有效

地學好中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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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福界讚林太有同理心「香港心」
香港少數族裔不少因為

文化、語言及生活習慣等
方面的差異，令他們在港生活時面對不少
難題。有向少數族裔提供支援的社福機構
代表，在接受本報訪問時讚賞特首參選人
林鄭月娥任前政務司司長期間，經常主動
了解他們的情況和需要，耐心聆聽少數族
裔在港的就業及融入社區等問題，表現出
同理心。曾和林太有過短暫接觸的少數族
裔年輕人，也讚揚林太為人親切友善。他
們均希望林太一旦當選特首，能推行更多
適切措施，令有需要的少數族裔人士活得
更好。

「香港社區網絡」服務總監范國輝近日在
接受本報訪問時指出，林鄭月娥當年任民政
事務局常任秘書長時，有份推動協助少數族
裔的「夥伴倡自強計劃」，即由民政事務總
署提供資金予合資格機構成立社企，協助社
會上弱勢社群包括少數族裔，加強他們的就
業能力，讓他們更容易融入社會。

低調訪中心 耐心聽問題
他讚揚，林鄭月娥對基層市民有同理

心，經常主動了解他們的情況和需要，細
心聆聽他們的訴求。他憶述，林太於前年9
月，曾低調到訪他們位於葵青區的少數族

裔人士支援中心，其間非常耐心地了解及
聆聽少數族裔人士在本港的就業及融入社
區等問題。 去年3月，林太在百忙中抽空
出席他們舉辦的千人盆菜宴活動，又參觀
了同場的社企攤檔及展覽，及對他們的工
作表示欣賞，在在顯示她對社會弱勢人士
的關注。
在「香港社區網絡」工作、現年24歲的
Binda在尼泊爾出生，小時候在當地就學，
完成中學課程就返港與父母團聚，之後加
入「香港社區網絡」位於葵涌的少數族裔
人士支援服務中心，擔任活動幹事，至今
已經兩年。去年林鄭月娥參觀中心時，曾
與Binda見面。
Binda向記者憶述，林太當時對她十分親

切友善，既了解她在香港生活的概況，又
詢問她工作的情形，更鼓勵她繼續努力。
雖然只是短時間的接觸，卻令她感到林太
非常關注在本港生活的少數族裔人士的情
況，重視他們的需要。
她支持林太參與今年的特首選舉，並認

為現屆特區政府雖有為少數族裔人士提供
資源及協助，但其實很多少數族裔人士仍
面對不少難題，包括生活窮困、住所擠
迫、就業艱難、言語不通、無法融入本地
等，如果社會可向他們提供更多資源，將
可令更多人受惠，脫離困境。

盼多推措施 助少族學中文
范國輝也歡迎林太參加今屆特首選舉，

認為她一直擁有一顆「香港心」，且勇於
面對新挑戰，又期望林太一旦當選，會推
出更多惠民措施，包括向少數族裔人士提
供更多中文的基礎課程，讓他們更能掌握
本地的語言，協助他們日後與人溝通及就
業。
同時，不少少數族裔人士面對租金高昂

及居住環境擠迫等問題，仍在等候編配公
屋單位的人數眾多。范國輝希望新一屆特
區政府加把勁去處理房屋問題，包括加快
興建公共房屋的速度，令所有有需要者都
可以盡快「上樓」，讓所有香港居民都可
以安居。 ■記者 高俊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姚嘉華）特首參選
人、前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再次為求反對派選
委支持而跪低，由在參選政綱中一字不提
「全民退保」，到前日承諾一旦當選會在沒
有前設下重啟諮詢。林鄭月娥昨日回應指，
任何公眾諮詢都不會完美，但退保諮詢歷時
近兩年，也有不同持份者參與，已經相當全
面，倘在短時間內重啟第二次諮詢，「似乎
唔係一個深思熟慮嘅講法。」
曾俊華日前在與反對派社福界選委會
面後聲稱，現屆特區政府的退保諮詢在社
會引起很大爭議，反映諮詢過程「有很多
缺陷」，包括在收集意見後的整理不完
善 ，並稱自己一旦當選希望「可以做得
更好」云云。
在任職政務司司長期間主導「全民退
休」公眾諮詢的林鄭月娥昨日回應說，

「任何的公眾諮詢都不是完美的，我都相
信任何諮詢重頭再來過的話是不是可以做
得更加好，都可能有這個空間，不過在這
重大課題，退休保障（公眾諮詢）是回歸
以來的第一次，是第一次我有這個決心，
去為香港未來更多的退休人士做好這個退
休保障。」
她續說，整個退休保障的公眾諮詢歷

時近兩年，同時有不同持份者參與，
「從我往時主導過的地區諮詢，無論是
做發展局（局長）期間，有關填海的政
策，或者是政務司司長有關人口政策的
諮詢，甚至去到政改的諮詢，今次退休
保障的諮詢，我認為是相當全面的，所
以在這麼短時間，又重新啟動有關退休
保障的諮詢，似乎不是一個好的、深思
熟慮的講法。」

退保諮詢長 重啟莫兒嬉 林鄭解教局從屬關係 薯片抽水攞嚟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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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參選人、前政務司
司長林鄭月娥在參選時表

明，倘她當選將會全面檢視教育制度。林
鄭月娥近日在接受訪問時強調，教育局不
從屬政務司司長，在任時即使有看法也不
會主導，以免對局長不公。另一參選人曾
俊華回應稱，「所有政府的高級官員，都
要為所有政策有個責任。」工聯會理事長
吳秋北就直指，「曾俊華作為負責土地發
展督導委員會主席，在其位，不作為；在
其位，又謀上位。……如此政治品格，能
令人信任嗎？」
林鄭月娥在接受有線新聞專訪時，被問到

她身為政務司司長時何以沒有提出教育政策
上的問題。她解釋指，所有政治問責官員都
由特首推薦、中央任命，不太存在從屬關
係，「有人認為有9個局長要向我負責、我

是這9個局長的上司，恐怕這不是那個看
法。」
被問到特區政府架構表顯示「教育局真係

under你（屬政務司司長之下）」，林鄭月
娥強調，政治問責制的精粹是個人負責，
「只聽政務司司長話去推動（政策），出事
之後他個人要問責。這又是否公道？」
另一參選人曾俊華在一公開活動後被問

及林鄭月娥是否要為教育局政策負責時
稱，「相信所有政府的高級官員，都要為
所有政策有個責任。」

曾在其位不作為謀上位「太陰」
吳秋北在日前工聯會與曾俊華會面後在

fb發帖道，「目前樓價、租金不斷飆升，
什麼辣招也止不住，究其原因是十年來沒
有足夠土地發展房屋。作為負責土地發展

督導委員會主席，竟舉不出有什麼建樹，
致使樓價、租金節節上升，市民在居住上
怨聲載道。在其位，不作為；在其位，又
謀上位。證諸提出60%市民住公屋政綱，
明顯不作為便是為了謀上位！實在太陰
了，如此政治品格，能令人信任嗎？」

曾俊華似乎還忘記了，林太早前解釋
現屆政府沒有採用不論貧富的「全民退
保」方案，是基於時任財政司司長的他
提供的數據時，更急急否認自己「計過
呢條數」。當年，在計數時是根據財經
事務及庫務局的《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
組報告》作為框架，及由財政司司長辦
公室借調的政府經濟顧問分析，而在接
受傳媒訪問被質疑他曾稱擔心香港10年
陷入「結構性赤字」，曾俊華則稱︰
「那個研究不是我做的，是專家學者一
起做的。」根據其邏輯，其實這些與他
直接相關，更無理由「唔關佢事」。

■記者 鄭治祖

香港融樂會昨日上午邀請了林鄭月娥
與本地少數族裔居民對話，出席者

包括不同背景的少數族裔人士，包括社
工、老師、商人及家庭主婦。融樂會執行
委員會主席余志穩、融樂會選委王惠芬、
賴建國及簡浩名，成員吳靄儀、潘永樂、
紀佩雅及莊明蓮也出席了會面。
林鄭月娥在會上聆聽了少數族裔與會
者表達他們面對的教育挑戰，包括選校及
中文學習等困難。有少數族裔代表表示，
非華裔兒童未能享有平等教育機會，「幼
稚園對取錄少數族裔學童的猶豫，除了令
他們不能從小在中文語境下學習廣東話，
更影響他們日後中小學的選擇。」

少族缺中文課 家長無助
不少少數族裔家庭已在香港生活了
三、四代，深感在香港學習中文的重要
性，和「指定學校」的弊病，並對至今仍
未獲適當的政策配套支援感到十分無助，
「即使家長希望為子女選擇主流學校，但
『母語教學』及『普教中』等忽略非華語
生學習需要的政策、缺乏真正為母語非中
文學生而設的中文課程，並在不知道學校
是否有效地運用教育局撥款支援少數族裔
中文學習的情況下，家長亦感到無助。」
林鄭月娥表示，香港融樂會與她已相
識合作多年，自2002年任社會福利署署
長時已有交往。她多年來均非常關心少數
族裔人士在各方面面對的問題，並認同少

數族裔同樣是熱愛香港，積極為香港貢
獻，「很多少數族裔的朋友都是土生土長
的，所以他們都是熱愛這個城市，希望為
這個城市服務。」
她續說，特區政府目前每年有二億港

元的恒常撥款，但對非華語生中文學習的
支援未見成效，而學習架構在執行上亦未
完善，「儘管是投入了兩億元的經常性開
支，在各個學校亦都有學習中文的框架，
但在執行是未去到完善的。」
林鄭月娥認為，既然政府有協助少數

族裔融入社會的政策目標及資源承擔，就
應在監察及執行學習架構和來年的免費優
質幼稚園政策上多下功夫，讓學童盡早有
良好的中文語境，又承諾自己會多了解少
數族裔在不同方面遇到的困難，未來也應
讓更多不同族裔的持份者參與決策。一旦
當選特首，她會特別關注非華語生的中文
學習，讓不同族裔學童能夠有效地學好中
英文。

種族歧視條例 檢視完善
針對有少數族裔的代表希望特區政府

作為國際公約的簽署方，應遵守對捍衛
人權及種族平等的承諾，盡快修訂《種
族歧視條例》，將政府的職能和職權納
入保障範圍，保障香港市民免受種族歧
視，完善《種族歧視條例》中的漏洞。
林鄭月娥承諾將會檢視《種族歧視條
例》。

香港少數族裔人口
逾45萬，扣除外籍家
庭傭工後的人口近20

萬，大多數已在香港落地生根，部分更在
香港土生土長，貢獻不容忽視。和特首參
選人林鄭月娥會面的4名香港土生土長的
巴基斯坦裔人，均指現屆特區政府在施政
報告中多次增加對少數族裔的支援，如
2014年起耗資約4億元予學校支援非華
語學生，以提高非華語生的中文能力，但
他們一致認為該措施成效不彰，資源未被
正確投放。
現職中學中文教師多年的軒拉坦言，

香港教育制度一直未有進步：「他們把撥
款用作聘請教學助理，要不就是搞活動，
或從非牟利機構找來一些非專業社工教授
中文。」

強背詩如「未學行先學跑」
她直言，香港欠缺「中文作為第二語

言」教學政策，「中文對不少人而言是完
全陌生的語言，但教程卻強逼非華裔新移
民學生唸文言文、詩句，要人家用中文學

習數學、電腦，情況就等於一個不諳英語
的學生赴英國，卻強逼你讀莎士比亞作
品。未學行，先學跑！」
自兩三歲已來港的韋正德認為，學習

中文必須先從幼稚園支援開始，「好多人
入學時完全不懂溝通，不願上學，中文本
身已經難於學習，小一才開始就太遲，所
以中文教學應該越小越好。」
在香港出生的薩雅婷，就不滿在學習機會

上與其他人「待遇有別」：「我當時學業成
績優異，一間心儀中學致電給我，並在電話
中進行面試，但當他們得悉我修讀的中文與
其他學生有異，隨即不作考慮。」

修中文遭師諷「返鄉下啦」
軒拉也訴苦指，有學生在修讀中文

時，「學校老師竟着他返鄉下啦，可是我
鄉下就是香港呀！」同樣在香港長大的林
同學，發現部分老師在協助非華裔學生的
態度上未見積極及認真，「當非華裔學生
學習進度未如理想，他們沒有放太多心
機，只會協助他們認為聰明的學生入讀普
通班。」 ■記者 盧浩延

語策欠完善 強逼讀文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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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月娥與少數族裔真情對話林鄭月娥與少數族裔真情對話。。 梁祖彝梁祖彝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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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月娥到訪少數族裔人士支援中心林鄭月娥到訪少數族裔人士支援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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