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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民：唔幫市民做咩議員？
陳永仁：我一直以為代議士為民拯（請）
命係職責所在。原來鄭議員有另一種睇
法。夠×街！

Sharon Ho：唔會盡心盡力幫市民咁做乜
仲要俾（畀）議員個位你做？

Samuel Chiu Wing Hung：過咗海就係
神仙……

Rachel Hun：佢入立法會的初心，係為
那每月十萬元的高薪厚職，唔係為市民做
事。牠不幫助市民，因牠唔想違背初心。

李影瞳：蠢×到咁既（嘅）人真係世間少
有，一個議員講完選民白痴，再講盡心盡
力服務市民唔係主旨。

Sammi Lui：最慘支持病蟲的市民還要給
病蟲當成白痴！

資料來源：fb留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羅旦

共享屋搬遷津貼料惠千戶
扶貧委拍板下月推 為期3年 另通過4項目助基層

除了搬遷開支津貼外，委員會同意再度
推行為期兩年的「為租住私人樓宇的

綜援住戶提供津貼」項目，同時調整計算
和發放津貼的模式，由現時2,000元（一人
住戶）或4,000元（二人或以上住戶）的一
次過津貼，改為按月計算津貼金額，以有
關綜援住戶超租金額的50%，或適用於有
關住戶的租金津貼最高金額的15%作為每
月的津貼金額，以較低者為準，有關津貼
將會每年一次過發放。
扶貧委員會認為，調整方案在計算津貼
金額時將考慮合資格綜援住戶實際繳付的

租金，是較公平的做法，津貼的最高金額
亦會有所提高。

綜援戶私樓租津再加碼
社署預計最快於明年1月底起陸續向有關

住戶一次過發放首年的津貼，有關住戶無
需提出申請。再度推行項目的總預算開支
為1.19億元，預計每年可惠及約1.4萬個住
戶。
委員會亦備悉「為因屋宇署執法行動而

須遷出工廠大廈劏房的合資格住戶提供搬
遷津貼」項目的成效檢討報告，並同意兩
項優化建議，包括擴大項目受惠目標對
象，以容許持有香港身份證/出生證明書而
未滿18歲的香港居民提出申請及領取搬遷
津貼；及引入每年自動調整津貼金額的機
制。推行有關的優化建議將無需增加先導
計劃的總撥款額。
關愛基金亦會擴展「免費子宮頸癌疫苗
注射先導計劃」的受惠對象，以涵蓋「低

收入在職家庭津貼計劃」/「在職家庭津貼
計劃」受惠家庭內9歲至18歲的青少年女
性；及9歲或以上獲發「學校書簿津貼計
劃」半額津貼的女學生。

擴子宮頸癌疫苗計劃對象
先導計劃預計可於明年4月起接受擴展群

組的申請，估計約有9,990名青少年女性受
惠，推行有關建議無需增加先導計劃的總
撥款額。日後參與先導計劃的「學校書簿
津貼計劃」半額津貼的女學生，需為每劑
疫苗注射繳交100元的費用，先導計劃將易
名為「子宮頸癌疫苗注射先導計劃」。
同時，關愛基金於今年8月推出「資助合

資格病人購買價錢極度昂貴的藥物（包括
用以治療不常見疾病的藥物）」項目，並
首先將藥物「依庫珠單抗」納入資助範
圍，其指定臨床適應症為陣發性夜間血紅
素尿症。
委員會通過醫院管理局的建議，為該藥

物新增臨床適應症，以涵蓋非典型性尿毒
溶血症候群，並於今年年底開始接受申
請。預計首12個月，用於非典型性尿毒溶
血症候群的預算資助金額為282萬元至847
萬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

由政務司司長張建宗主持的扶貧委

員會昨日舉行會議，並通過5個有

關援助項目的建議，包括推出「社

會房屋共享計劃」受惠人搬遷津貼

試驗計劃，以資助受惠於由香港社

會服務聯會推行的「社會房屋共享

計劃」的低收入住戶支付搬遷所需

的開支。試驗計劃將於下月起推

行，為期3年，總撥款額為722萬

元，預計可讓合共 1,000 個入住

「社會房屋共享計劃」租住單位的

住戶受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繼早前廣受關注的初中
中國歷史科課程修訂後，教育局昨日亦公佈歷史科修訂
第二階段諮詢文件，當中建議在必修的基礎知識外設
「延伸部分」，供校本靈活決定可選擇撥出總課時（3
年約50節，每節40分鐘計）的20%教授有關課題。而3
年課程中，亦各會教授對應的香港史課程，共計26個
課節，內容包括早期香港地區的歷史文化與傳承、香港
19世紀末前的發展，以及20世紀兩次世界大戰的香港
與戰後蛻變和回歸祖國等。

最快明年中定稿 2020年實施
有關課程諮詢即日起開始，學校可於12月18日前向

局方提交相關意見問卷，預計明年中下旬定稿，並在
2020年9月從中一級開始逐級實施。諮詢文件顯示，中
一至中三將分別教授古代（史前至14世紀）、近代
（15世紀至19世紀）及現代（20世紀至今）時段的歷
史，除了解世界歷史的發展脈絡外，亦各設香港歷史的
相關課題，分別佔8節、8節及10節。
中一級香港史的部分將包括早期香港地區的歷史、文

化與傳承，包括本地氏族與從內地不同地方遷入的蜑
家、鶴佬和客家等族群，以及中華傳統節慶的課題；中
二級會學習鴉片戰爭後英國管治的香港，直至19世紀
末的社會成長與發展；而中三級的課題則包括兩次世界
大戰期間的香港與華人階層的興起，還有二戰後香港於
經濟、房屋、教育、管治與政制等方面的發展，以及香
港回歸如《中英聯合聲明》的簽署、基本法的起草及頒
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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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特區
政府早前公佈就6條過海及陸上隧道
交通流量分佈所進行的初步評估，建
議適度調高紅隧及獅隧的隧道費，及
考慮以公帑補貼西隧隧道費。運輸及
房屋局副局長蘇偉文透露，政府已與
西隧專營公司進行初步磋商，如能達
成協議，可於明年六七月向立法會提
交具體方案。
另外，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劉國勳與
工聯會新界東總幹事鄧家彪昨日約見
運輸及房屋局官員並提出一些改善交
通措施，包括考慮興建新隧道貫穿將
軍澳至小西灣及杏花邨。

局方：明年中提補貼西隧方案
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昨日開會討
論政府委託顧問進行的隧道流量分佈
評估之建議，包括適度上調紅隧及獅
隧的私家車、的士和電單車隧道費，
及利用公帑補貼西隧隧道費，達至分
流效果。有議員在會議上質疑，政府
坐擁龐大財政儲備，實可直接回購西

隧。蘇偉文回應時表明：「政府沒有
方案，亦無計劃」，回購並不在考慮
之列，認為補貼西隧是善用公帑達至
分流的較好做法。
他透露，政府目前已與西隧專營公

司就補貼進行初步協商，對方持開放
態度。如雙方能達成協議，政府可於
明年六七月提交具體方案。運房局副
秘書長羅翠薇表示，如各界均同意補
貼，當局便會準備修訂隧道收費的附
屬法例，「如果有共識，相信可以很
快落實。」

劉國勳倡免公交隧道費
劉國勳於會上指出，據他和多區區

議員觀察，要解決塞車問題，首先需
檢視隧道接駁道路的通暢度及連接情
況，因即使獅隧加價，受交通擠塞影
響，駕駛者也不會選擇使用其他隧
道，達不到分流效果。
他認為，應考慮豁免公共交通工具

的隧道收費，因如能透過此舉令營辦
商減價，有望令更多人乘搭公共交通

工具，減少塞車情況。
另一名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恒鑌指

出，目前西隧出口和沙田新城市廣場
一帶經常交通擠塞，認為政府要先令
連接道路暢通，調整隧道費才能分
流。

陸頌雄冀3隧劃一收費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陸頌雄認為，政

府應考慮業界提出3條過海隧道應劃
一收費的建議，並指一旦調整隧道

費，公共交通可減低成本而減價，以
回饋市民。
另外，劉國勳與鄧家彪昨日約見運

輸及房屋局官員並提出一些改善交通
措施，包括考慮興建新隧道令交通更
暢達，如將軍澳未來會有大批新增人
口，不少市民希望可從將軍澳接駁至
小西灣及杏花邨。至於新界接駁九龍
方面，隨着啓德的逐步發展，該區將
增加不少住宅及商業活動，地理上若
能從沙田接駁啓德亦較理想。

民記工聯倡建新隧道紓交通

《熱血時報》台
慶蝕到空虛得200

友去，攬往《熱時》諗住延續影響力嘅
「熱狗」過氣「首領」狗達（黃洋達）梗
係唔多高興啦，不過以佢性格，又點會覺
得《熱時》同「熱狗」搞成咁係自己出事
吖，於是就賴咗落去狗主（黃毓民）同佢
擘面嘞。本來上個星期佢都係形容呢壇嘢
係「黃毓民分裂」啫，點知轉個頭佢前日
就講成「黃毓民叛變」，自然俾狗主嗰邊
砌佢無大無細、唔識莊閒啦，不過狗主啲
親衛兵質素有限，好快又俾「熱狗」咬返
轉頭，又嚟一場腥風血雨嘅網戰！
狗達前日朝早喺《熱時》節目度，講講
吓出年年宵縮皮去旺角花墟搞嗰陣，無啦
啦講到去今年書展，佢話今年係「黃毓民
叛變」之後嘅第一個書展，「事實上對我
哋嚟講個打擊都大嘅，最主要就係心情上
面、精神上面打擊」，但一眾「熱狗」嘅
支持「完全無受影響」喎。
佢仲話狗主嗰邊最主要嘅攻擊就係令到
佢哋困擾，「然之後抹黑呀、講大話呀，
等你疲於奔命去解釋呀」，雖然「熱狗」
決定理都唔理，但點都要處理支持者同
《熱時》同事，疏導吓佢哋情緒，令佢哋

唔好處於一個咁困擾嘅狀態。

「神駒」「殘獸」互罵 又性器又黑金
「契爺」俾人搞，「無敵神駒」仇思達
又點會唔出聲吖？神駒鬧爆狗達欺師滅
祖、喪心病狂，「明明是黃洋達利用『水
泥隊』（瘋狂留言撐『熱狗』嘅網民）對
毓民、『MyRadio』，以及一眾『本土
派』人士唱衰、謾罵、中傷足足一年，導
致聲名狼藉、眾叛親離；如今竟可反過來
指控恩師『叛變』，實在天地不容。如此
背信棄義之垃圾組織，人人得而誅之！」
狗達個太座殘獸胃（陳秀慧）護夫心

切，寸神駒都係聽《熱時》節目先知得咁
清楚，「呢位聽眾，老屈抹黑煽動做得相
當出色，錢記得袋穩。」
此話辣着咗最憎人話佢收錢（但唔知係

咪）嘅神駒：「我幾時收錢？收邊個錢？
收幾多錢？你有無證據呀臭×？開口埋口
淨係識×叫『抹黑』，明明係證據確鑿，
加埋你個廢柴老公自行招認，都可以扭曲
成『抹黑』。」

狗達膺「食屎狗」狗徒：叛變又點？
由社民連、「人民力量」同「普羅」年

代都跟住狗主嘅「鹵味男」錢偉洛，亦都
非常火滾，用「食屎狗」稱呼狗達，叫佢
做人要分吓莊閒，「教主叛變，使唔使要
教主跪喺你呢隻食屎狗面前，叩頭道
歉？」
不過，鹵味男咁講，咪即係承認作為前輩

嘅狗主背叛後輩狗達？於是就俾黐開「熱
狗」嘅「三國人物」，包括「劉禪」等寸
佢係「傑出員工」：「老闆請你返來，除
咗篤爆佢叛變之外，仲要推佢去跪。得此
員工，反映呢間公司（『MyRadio』）好
明顯陷入經營困境。」
神駒個「益友」「Jojo Wu」慌死其他
人瞓咗無聽狗達朝早講乜，就好有心咁拍
低自己個mon（屏幕）播住嗰十幾秒精
華，片末仲隊埋隻「靈犀一指」出嚟以示
不滿。呢幕就令網上遊魂「藍鳳凰」諗起
今年書展：「做得『益友』多少智商有問
題，對住條片舉中指，同書展嗰時，去離
人（《熱時》）攤檔九里遠嘅廁所門口食
熱狗有咩分別？又要搞人又要縮骨，冇鬼
用。」
月底就係感恩節嘞，未訂火雞唔緊要，

睇佢哋兩邊鬥咬，食花生都食飽！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庭佳

繼話選民係白痴之後，
「熱血公民」主席、立法

會議員鄭松泰（蟲泰）又有新猷啦！話說近
日有市民喺佢辦事處門外貼大字報，話佢選
舉口號話會盡心盡力幫市民，但自己有事搵
佢幫手就推三推四，仲話佢係騙子。蟲泰就
答得好瀟灑，話「盡心盡力幫市民」唔係佢
競選口號喎。唔少網民就鬧爆呢位「尊貴嘅
議員」過咗海就係神仙，現在每月收10萬人
工，仲使理小市民咩！
有一名戴口罩的男子近日喺蟲泰的青衣長

亨邨議員辦事處外牆貼大字報，其中一張寫
「你個偽君子鄭松泰（龜公泰）當日選
（舉）口號話會盡心盡力幫市民，現在市民
有事找你幫手推三推四，你這樣是騙子」，
另一張就寫「市民有冤無路說，希望政府可
以立案調查條×街」。

腎弟譏為票扮朋友 選後懶理
不過，呢單嘢最爆都係蟲泰個回應。佢喺
fb轉貼呢條新聞時，首先話：「其實地辦手
足有拍片，全程戴口罩貼大字報個人話，我
唔覆佢電話，又唔回應佢在我fb的留言，星
期三大會當日要我5點去長亨搵佢……我回
應是：你來金鐘搵我，我要開會。第二日，
佢就貼大字報了～」
呢幾句「好似」冇咩唔妥，但佢喺留言就

補充咗句：「『盡心盡力幫市民』並非我等
的選舉口號。」
同「熱狗」有仇嘅「無待堂堂主」盧斯達（腎

弟）就截佢圖，鬧佢「咁囂張就咪×搞咁多社
區主任啦，落區扮哂（晒）謙卑，原來班人又
係同選民扮friend」。■香港文匯報記者羅旦

蟲泰寸求助市民 話冇承諾盡力幫

狗達鬧狗主「叛變」兩狗黨扔糞罵娘

■大字報未必啱，
但唔當幫市民係承
諾就超錯啦。

■■街坊圍觀街坊圍觀，，疑似熱狗仲好似當戰績咁噃疑似熱狗仲好似當戰績咁噃。。

■■殘獸胃鬧神駒收錢抹黑殘獸胃鬧神駒收錢抹黑。。 fbfb截圖截圖

■■邊個叛變邊邊個叛變邊
個個？？有網民覺有網民覺
得係狗達得係狗達「「賤人賤人
叛變叛變」」。。 fbfb圖片圖片

■「Jojo Wu」隻「靈犀一指」令
「藍鳳凰」諗起班「益友」隔九里遠
食熱狗。 fb截圖

■鹵味男曲線承認狗主背叛狗達，
「劉禪」寸佢係「傑出員工」。 fb截圖

■■蟲泰被市民貼大字報鬧蟲泰被市民貼大字報鬧「「龜公泰龜公泰」。」。

■■鄧家彪鄧家彪((左三左三))與劉國勳與劉國勳((右二右二))召開記者會提出解決交通擠塞建議召開記者會提出解決交通擠塞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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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屋「雅軒」室內照，每個單位有2個
至3個房間。 資料圖片

■■樂善堂於九樂善堂於九
龍城福佬村道龍城福佬村道
營運的社會房營運的社會房
屋屋。。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