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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惠學前康復 特殊童家長讚許

李澤楷：支持林鄭 利港穩定
迎全球多變需駕馭力 中央完全信任事半功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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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是工商界人士，
特首候選人林鄭月娥獲
得的是跨界別的支持，

在基層和弱勢社群中也有不少「擁躉」。
在政府任職期間，她在支援有特殊需要兒
童上可謂不遺餘力。由有特殊需要兒童家
長組成的協康會同心家長會副主席
Amanda接受本報專訪時指出，林太在任
時大力推動「到校學前康復服務試驗計
劃」，讓7,000名有需要兒童毋須再輪候
服務。她期望林太日後若當選特首，可讓
有需要兒童在就學後也能繼續獲支援，及
增加在醫療及教育等方面的資源。
兒童階段是學習黃金期，當家長發現年幼

子女出現學習遲緩如讀寫障礙、自閉症等情
況，都希望及早獲得支援。不過，全港需要
輪候政府資助學前康復服務的特殊需要兒童
不少，平均輪候時間長達年半至兩年，家長
自是憂心如焚，恐影響子女未來發展。

試驗完服務常規化 輪候時間減到零
林鄭月娥一直關注這些兒童及家長的需

要，最終爭取到由政府獎券基金撥款4.2
億元，更於前年11月推行為期兩年的
「到校學前康復服務試驗計劃」，更罕有
地在未試驗完畢即決定將服務常規化，並
預留4.6億元，分階段提供約7,000個名

額，務求將輪候服務的時間減到接近零。
政府現正全面檢討試驗計劃，以助確立計
劃未來常規化後的模式。

Amanda的小兒子於2歲多時進行評
估，發現有言語遲緩問題，當時已開始輪
候政府的學前康復服務，惟一直未輪到。
協康會當時有提供「支援幼稚園特殊需要
學童先導計劃」，為有發展障礙兒童提供
早期教育及訓練，她在輪候政府服務期
間，帶同小兒子參與。
Amanda在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兒子

在協康會的中心接受物理及言語等治療，
又有專業人員前往兒子就讀幼稚園，了解
兒子學習情況，也增加了在校老師對有特
殊需要學童的認知。兒子參加先導計劃
後，在學習等各方面均有明顯進步。

她說，自己是參與先導計劃的家長，其
後又成為同心家長會副主席，因此在政府
推出試驗計劃前，曾與林鄭月娥會面，講
述這類計劃對小朋友的成效，之後特區政
府即力推。

了解家長小童困難 「很關心着緊」
Amanda指出，計劃得以在政府層面推

行甚至常規化，林鄭月娥起了很大推動作
用：「林太看着同心家長會成立，了解家
長和小朋友所面對困難，知道她很關心及

着緊，在會面後會回去研究如何跨部門提
供協助。最終項目得以常規化，大家都很
開心。」
她認為，除學前階段，政府也不應忽略

已就學的兒童。如其兒子現在主流小學就
讀，可是學校的資源只能讓言語治療師每
月來校一次。同時，兒子出現了專注力不
足及過度活躍情況，輪候公立醫院兒童及
青少年精神科，竟需時3年，後經學校去
信才將輪候期縮短至1年，故她期望新一
屆政府加強在教育及醫療上的資源，令有
需要兒童可盡快獲得協助。

協康會總幹事讚：最有成效措施
協康會總幹事曾蘭斯在訪問中指出，林

太在擔任社會福利署署長時，已應邀出席
同心家長會的監誓儀式，可說見證了該會
成立，同時了解這些家長的困難。
當年，林太得知協康會為協助有特殊需

要兒童推出先導計劃，有專業人員到幼稚
園提供服務，曾致電給她了解計劃的詳情
和成效。最終項目得以常規化，實乃林太
任內其中一個最有成效的措施。
她期望，新一屆政府應加強協助有特殊

需要的年輕人，因為他們溝通能力較弱，
在找工作和社交上均易遇上阻滯，有需要
加強關注。 ■記者 高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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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姚嘉
華 兩會報道）
「逆水行舟，
不進則退。」
香港近年經濟
發 展 停 滯 不

前，令不少港人，尤其是年輕人
向上流機會不足，抱怨時有所
聞。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羅兵咸
永道會計師事務所高級顧問雷添
良（見圖，姚嘉華 攝）表示，
香港的經濟發展絕不能「休養生
息」，下任特首需要善用財政盈
餘，為港人創造發展機會。由於
新一屆政府需要解決的問題很
多，執行能力強且每項政策都非
常「熟書」的林鄭月娥，是最為
適合的特首人選。

適度有為運用財力 助多元發展
雷添良近日在接受本報專訪

時表示，香港過去採取的「積
極不干預」政策的確有其好
處，但政府的角色需要與時並
進，善用財政盈餘，創造條件
讓企業發揮，協助香港經濟發
展轉型升級，「現在政府是有
財力，如果這樣都不幫，是有
點講不過去。政府要適當運用
財力，但不要處處介入，是要
適度有為。這是最好的做法，
你創造一些條件出來，企業可
有自己的想法及做法，可以積
極一些去考慮。」

他續說，現今國際環境如此複雜，香
港經濟更需要多元化發展，要有新亮
點，絕不能「休養生息」，「因為你一
落後，人家只會愈走愈遠，還會被人拖
着來走。」大家應該反思，「我們到今
時今日，其他內地省市、國家地區都能
超越我們時，所以我們現在應有落後意
識，一落後就很難追，當投資去了其他
地方時，你過10年、20年都找不回，真

的應要急起直追。」

林鄭執行強 熟書對症下藥
雷添良認為，新一任特首需要解決的問

題很多，必須是一個執行力強的人，林鄭
月娥是3名候選人中最為適合的人選，
「現在很多問題都是比較複雜，關乎到不
同（政府）部門。我看重的是落實政策、
真真正正做到事的，所以在這方面會覺得
林鄭符合這個要求。做到事是很重要，講
可以講到天馬行空，但真正幫到香港人是
要落實到一些政策。」
他續說，林鄭月娥在出任不同崗位時，

予人感覺均非常「熟書」，而這也是香港
需要的特首的條件之一，「她應該是很用
心去了解工作範疇內的事情，所以你看她
的對答，她是知道事情來龍去脈、困難之
處，並能提供解決方案、對症下藥，這正
正是香港需要的。」
被問及如何看林鄭月娥競選政綱提出的

稅制改革，雷添良表示，香港目前有很多
中小企，是重要的經濟貢獻力量，確實需
要扶持，而香港目前財政狀況良好，盈餘
充裕，「如果能減低他們負擔，讓他們有
更好的生存空間，令它們有更多資金去做
更多事，如創新、招商，我相信這個都是
可以去考慮。」

專業服務北上 當局應大力推動

雷添良又提到，專業服務佔香港經濟發
展一個相當大的範疇，希望新任特首可多
關注專業服務如何在內地發展，政府亦應
在背後大力推動，「香港是一個比較成熟
的市場，每年都培訓了一大批專業人才，
如果你無地方讓他們就業、開業，你是形
成了一個人多、市場有限的問題。」
他強調，中產是社會、經濟穩定的重要

部分，而大部分中產均來自專業界別，過
去幾年他們的怨聲是最大，故下屆政府必
須重視，「你要解決他們的問題主要是兩
樣：第一住屋，是要長遠解決；二是創造
條件，讓他們在內地及香港有向上流、創
自己天地的機會和空間，讓他們滿足感多
些、怨氣就會少些。」

「好打得」獲跨界別支持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 歐陽文倩歐陽文倩））再有商界猛人開腔支持再有商界猛人開腔支持

特首候選人林鄭月娥特首候選人林鄭月娥。。此前一直未有表態此前一直未有表態、、沒有作出提名沒有作出提名

的盈科拓展集團主席兼行政總裁的盈科拓展集團主席兼行政總裁、、香港僱主聯合會界別選香港僱主聯合會界別選

委李澤楷昨日表示委李澤楷昨日表示，，經過客觀觀察及認真考慮後經過客觀觀察及認真考慮後，，覺得林覺得林

鄭月娥是值得支持的人選鄭月娥是值得支持的人選。。他說他說，，現時亞洲或全球都面對現時亞洲或全球都面對

很多變數和紛亂很多變數和紛亂，，香港需要一位有駕馭能力的領導香港需要一位有駕馭能力的領導，，而在遇上複雜變化的環境時而在遇上複雜變化的環境時，，一個一個

中央完全信任的特首中央完全信任的特首，，會為香港市民帶來更多穩定性會為香港市民帶來更多穩定性，，做起事來會較事半功倍做起事來會較事半功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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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澤楷在接受本報訪問時指出，近年香港出
現分化，源頭大致來自三方面，就是市民

收入的差距拉闊、教育機會的差異及市民置業
困難引起的分化，故他贊成政府適當運用豐厚
儲備，投入有需要的層面，推動香港穩步扎實
向前發展。
同時，香港社會是時候減少分歧和撕裂，團
結力量，應對競爭和挑戰，謀求長遠福祉。

林鄭過往政績 符中央標準
雖然認為3名候選人皆為社會精英，但李澤

楷表示︰「正如中央期望特首的標準，包括愛
國愛港、中央信任、有管治能力、香港人擁
護，根據林鄭月娥女士過去的往績，大家都看
到她具有這方面的條件。」
他強調，無論亞洲或全球，都正在面對很多
變數和紛亂，香港需要一位有駕馭能力的領
導，在遇上複雜變化的環境時，若能與中央有
互信基礎，做起事來會較事半功倍。
談到中央信任的重要性，李澤楷指出，3名

候選人都做過重要職務，反映中央對他們的
信任，但現時世界接二連三有很多變數，包
括美國特朗普當選總統、英國脫歐、法國和
荷蘭民粹主義的抬頭、亞洲國家之間關係變
化等，「香港是很向外型的經濟，全世界什
麼人都可以來做生意和探訪，這些年來外圍
影響到香港的事不多，1997年金融風暴是一
個例子，但經濟以外的很幸運是沒有，不過
這不代表將來不會。」
他續說，香港政府一向在外交和軍事方面由
中央代表，「在各方各面不可估計的情況下，
尤其是世界如此多變數，一個中央完全信任的
特首，會為香港市民帶來更多穩定性。」

撕裂源自三分歧：資源機會資產
被問及為何會選擇在此時表態，會否擔心

「得罪人」，李澤楷笑言，民主過程「不是揀
A就是揀B」，又解釋自己在提名期未有充分時
間認真考慮，但自己越來越看到撕裂和分歧的
問題，「表面上我和這些人談到幾句，就好像

撕裂情況沒有那麼多，但其實分歧和撕裂是源
於資源、機會和資產的分歧。」他認為，在三
種分歧中，以機會分歧尤其關鍵，並以教育機
會為例子，指倘香港人知道有機會可到外國讀
書，會更為努力，但現時卻不是讀得好就有機
會出國，反而可能讀得沒那麼好、但家庭較能
付出的更有機會。
他說，這些分歧比自己想像中要嚴重，加上
世界時局的不穩定，更令他有如此想法。

撕裂非朝夕形成 無人能「上場即無事」
被問及另一候選人曾俊華以至其他反對派中

人均聲稱林鄭會「更撕裂社會」，李澤楷表
示︰「我不信這三位候選人中，哪一位上到場
社會就會立刻無事。因為我覺得這個情況非一
朝一夕形成，已經存在了很久，以及這不止是
形象問題。（誰）上場後也有很多的事、撕裂
和分歧，其實是因為『餅仔分得唔夠均勻』，
所以不論哪一位當選，都會勸喻他（她）這是
首要須注意的地方。」

特首選戰激
烈，有人在散佈
流言時毫無邏輯

可言，一時說特首候選人林鄭月娥
側重工商界利益，不獲勞工界支
持；一時又說林鄭月娥一直注重扶
貧和基層利益而不獲工商界支持。
事實上，從林鄭月娥所得的提名反
映，她獲得了跨界別的支持，特別
是在愛國愛港的選委中，大部分不
但提名，更已決定在選舉時投她一
票。

劉漢銓料選委提名投票一致
林鄭月娥的579個選委提名中，

全取6個界別分組的提名票，包
括：飲食界、商界（第二）、漁農

界、體育小組、政協和鄉議局。身
為全國政協界別選委的長和系副主
席李澤鉅，則和其他政協選委一致
提名林鄭月娥。全國政協常委劉漢
銓在有關的會議後指出，選委都是
君子，相信選委在提名和投票時都
會是一致的。
按界別分類，林鄭月娥在工商界選

委取得223份提名，佔界別75%。在
政團方面，民建聯中委會決定推薦林
鄭月娥，工聯會榮譽會長鄭耀棠也指
會鼓勵該會選委投票給對方。代表工
商界的經民聯選委在全數提名林鄭月
娥後，決定投票予對方。在中醫界、
旅遊界、紡織及製衣界、宗教界及演
藝小組等，林鄭月娥亦獲得過半數選
委的提名。 ■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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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澤楷認為李澤楷認為，，現時亞洲或全球都現時亞洲或全球都
面對很多變數和紛亂面對很多變數和紛亂，，香港需要一香港需要一
位有駕馭能力的領導位有駕馭能力的領導。。

■■AmandaAmanda

■■林鄭月娥林鄭月娥
關注幼稚園關注幼稚園
學童特殊教學童特殊教
育需要育需要。。圖圖
為 她為 她 20152015
年年44月參加月參加
座談會座談會。。

■■李澤楷表示李澤楷表示，，經過客觀觀經過客觀觀
察及認真考慮後察及認真考慮後，，覺得林鄭覺得林鄭
月娥是值得支持的人選月娥是值得支持的人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