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界家長聯手促禁電子煙
「四會」冀防新煙草害學生 18區家教聯會力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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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及衛生局早前提出修例規管銷售新
興煙草產品，包括電子煙及加熱煙，

被質疑變相放寬電子煙的規管。就此，香
港津貼中學議會、香港中學校長會、津貼
小學議會及香港資助小學校長會昨日聯合
促請政府盡快全面禁止電子煙及其他新煙
草產品，並將發起行動，鼓勵各中小學校
長、教師、學生及家長去信行政長官表達
意見。

美國「慘況」可鑒 憂青少年淪陷
津中議會義務司庫譚劍虹指，雖然在傳
統煙加稅及教育宣傳下，中小學生吸煙率
是歷史新低，但擔心電子煙冒起將極速攻
陷青少年市場。
四會在聲明中指，電子煙近年被宣傳為

潮流玩意，有包括水果味、糖果味等超過
一萬種不同味道，外形更千變萬化，如模
仿原子筆、電腦外置記憶體、化妝品等，
明顯是針對青少年及兒童口味。四會擔心
電子煙會成為青少年及兒童開始吸煙的門
檻，認為只作有限度規管並不足夠，應全
面禁止。
譚劍虹提到，美國亦有規管不可售賣電

子煙予18歲以下人士，惟青少年使用情況
卻一發不可收拾，認為特區政府關心青少
年成長，便應禁止新興煙草禍害學生。
資小校長會主席張勇邦則認為，電子煙

若只作規管，勢必令學校淪陷，強調縱有
難度政府亦應立法禁止，而醫學界、社福
界及教育界高調發聲，正正可給予政府支
持。他指電子煙禍害嚴重影響學生，所以

他們僅用一個月接洽，便能破天荒集合教
育界發聲。

只管不禁 後患無窮
全港18區家長教師會聯會亦發聲明指，

非常支持四會的提議，並已經去函特首促
請禁售電子煙。家校會主席湯修齊則強
調，家長絕不認同電子煙比傳統煙害處
少，認為「如果對電子煙只管不禁，如同
將電子煙合法化，對子女有難以估計的害
處及後果。」

學生易接觸 長吸傷身損腦
從事戒煙工作4年的香港大學青少年戒

煙熱線輔導員梁展程表示，現時電子煙於
格仔舖、精品舖、網上買賣平台等隨處可

見，只需要20多元起，在學生負擔範圍
內，而電子煙多數聲稱不含尼古丁及不會
上癮，令青少年警覺性低。
他透露，自己曾處理只得10歲的小四女

生個案，在朋輩誘惑下開始吸食，由於難
被家長及老師察覺，其吸食量及煙癮很快
便變重，約兩個月後便轉吸傳統煙。
心胸肺外科專科醫生陳晨指，電子煙的

煙油、煙彈一樣含尼古丁，可使人上癮及
刺激上呼吸道，而當中金屬微粒更會損害
學童健康。
他續指，今年初美國研究發現有電子煙

含鉛影響腦部發展，「簡單講，會減低智
商」，而電子煙加熱、霧化煙油，透過口
腔及肺部微細血管所吸入的重金屬，遠比
飲用鉛水更多，可構成的禍害更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柴婧）香港四個最主要的

中小學議會及校長會昨日罕有地聯成一線舉行記者

會，促請特區政府全面禁售電子煙及其他新煙草產

品，並將此措施納入施政報告，以守護年輕新一代

健康。有關意見並得到全港18區家長教師會聯會

及家校會支持。四會認為，電子煙已被宣傳為口味

不同、外形千變萬化的潮流玩意，明顯針對青少年

及兒童市場，是莫大威脅。有戒煙輔導員指出，近

年電子煙煙民正明顯增加，最年輕的個案只得10

歲，因快速上癮兩個月後便要轉吸傳統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大學
2019年入學招生流程啟動。香港科
技大學昨日率先舉行本科入學資訊
日，並宣佈明年將放寬收生條件。
針對個別於文憑試4核心科加2選修
科 失 手 、 只 差 1 級 才 能 達 到
「332233」的學生，倘其最佳5科奪
得5粒星，校方會特別酌情考慮讓其
入學，而有關安排將適用於全校不
同學系。
現時文憑試大學入學要求被指偏
重核心科，扼殺修讀多元科目擴闊
知識面的空間，也加重學生可能因
個別科目失手而被大學拒之門外的
壓力。早前，中文大學已率先宣
佈，針對數理表現出色、相關文憑
試科目獲得5粒星的STEM尖子，該
校理學院及工學院明年起將破格考
慮取錄核心科未達「3322」的學
生。

最佳5科有5星或酌情考慮
昨日，科大亦宣佈推出類似安排
並進一步放寬收生條件，如考生於

基本要求「332233」其中1科差1級
未達標，如最佳5科奪得5粒星，全
校所有學系亦會酌情考慮入學。
科大本科招生及入學事務處處長

易靄儀指，過往不時有考生因個別
科目失手而無緣入讀科大，新安排
可提供多一個機會，照顧學生多樣
性，給學生多個機會，亦不會設名
額限制，但相信人數不多，入學後
校方亦將提供相應支援。
同時，科大明年亦會新推「傑出

運動員入學及獎學金計劃」，於體
育領域有傑出成就的學生可經聯招
申請。
校方會於6月向合適者發出「有
條件取錄」，如放榜後成績達標便
可獲取錄，詳情會在10月下旬公
佈。
對科大放寬基本收生條件，有參

加昨日資訊日的中六生表示歡迎，
認為可幫助單科失手的考生，亦有
人指其他大學仍要達「3322」加選
修科基本要求，加上取5粒星難度
高，對考試減壓幫助不大。

科大擴收生門檻 1科失手仲有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西）「港獨」衝擊
國家安全紅線，惟仍有為人師表者聲稱應讓學
生「討論『港獨』」，香港大學法律系教授陳
文敏更聲言「港獨」越禁越「神秘」，年輕人
越以為「正確」。
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昨日再引教育界一致

反對電子煙為例子，強調既然分裂國家與吸電
子煙一樣是錯的，為人師表者應如反對電子煙
一樣，明確反對「港獨」。

不以「自由」為名放任
梁振英昨日在facebook發帖，提到有報章指
十八區家長教師會聯會去信特首，要求在新一
份施政報告中宣佈全面禁止電子煙及新興煙草
產品，而津貼中學議會、中學校長會、津貼小
學議會及資助小學校長會，聯合要求政府盡快
全面禁止電子煙及其他新煙草產品，並將措施
納入施政報告。
他贊同報道手法和內容，又指電子煙的例子

說明香港市民只要對問題有是非觀，有立場、
有態度，就不會以青少年的自由為名，任之由
之。
梁振英重申，既然分裂國家是錯的，認為年

輕人若要討論「港獨」，為人師表者就應該拿
出一如反對吸電子煙的態度，反對「港獨」。

以禁電煙喻師責
CY：助港青反「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西）
立法會九龍西補選的提名期將於
周二開始，正積極考慮參選的食
物及衛生局前政治助理陳凱欣昨
日表示，已連日與民建聯、工聯
會、自由黨及勞聯負責人見面，
廣泛交流了多個民生議題及政
策，並期望日後能繼續與不同黨
派交流，同時以最貼地、最真誠

的方式聆聽市民意見。
陳凱欣昨日在facebook發帖，

指自己正積極考慮參與補選，並
希望就此廣納意見，早前已向各
黨派發出邀請，希望能與他們互
相交流。
近日，她已與民建聯主席李慧
琼、工聯會會長吳秋北、自由黨
主席張宇人及勞聯立法會議員潘
兆平等多個黨派要員見面，並就
多個民生議題及政策進行了廣泛
交流，期望日後能繼續與不同黨
派交流。
她強調，市民的支持是最重要

的，承諾會繼續站在最前線，以
最貼地、最真誠的方式聆聽市民
意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理大
學生會涉濫權瀆職，日前擅自更改
校內民主牆守則，將其中一半改作
「無王管」亂貼便利貼的所謂「連
儂牆」，意圖美化違法「佔中」及
作政治宣傳。理大校方隨即約見學
生會代表，要求於28日黃昏前將牆
還原，否則會收回有關部分歸校方
管理。不過，學生會就「博大
霧」，隨便在便利貼蓋上印章便自
稱已符合舊守則。至昨日早上限期
過後，「連儂牆」已被紅紙遮住，
相關管理權遭校方收回。
理大學生會則於昨日凌晨在fb發
帖，總結28日與理大學務長莫志明會
議的重點，包括引述莫重申要求將

「連儂牆」還原，並表示對學生會行
為感到十分心痛，又指大學和民主牆
應多作學術討論，才能於未來對社會
有所貢獻，而太多爭執並無益處。學
生會則堅持不會拆下新守則及「連儂
牆」，只會在牆上的便利貼蓋上學生
會的蓋印，意圖敷衍了事。
理大學生報編委會於 fb 專頁報

道，該會昨晨發現「連儂牆」被紅
紙遮住，上面貼上民主牆舊守則，
並加入校方備註，說明民主牆在大
學管理期間，舊守則中所提的
「（學生會）幹事會」， 是指理大
校方或理大學生發展處，意味因學
生會持續違規，已失去遭擅自改動
的民主牆部分管理權。

學生會無視勸喻 理大接管民主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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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九龍西補選就快
到，為咗可以月袋九萬
六，小麗老千（劉小麗）

老是常出現，係咁蒲頭落區企街，不過前日佢
就衝出九西，去咗屬於新界西嘅機場度企，唔
通計劃有變？非也！佢只係「聲援」被解僱嘅

英航香港空中服務人員啫，畢竟佢嫁咗畀工
黨，假假哋都要扮下嘢撐工人啦。不過一眾網
友似乎都唔太buy小麗老千到場，話佢似係做
騷抽水兼博版面，真係不能同意更多呀！

反對派撐工人？ 廣告咋！
小麗老千前日聯同佢個「Plan B」你呃人

（李卓人）同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飛機豪（譚文
豪）一齊去機場，話要「聲援」被炒嘅英航服
務人員，之後小麗老千仲喺fb開post攬光環，
話「粗暴解僱令他們失去的不單是工作，而是
傷害了他們對投身多年的崗位的投入及認同」
喎，仲話「撐英航的服務人員真的是猶如撐自
己，工人唔係話炒就炒」咁講。睇真啲，原來
個post有個hashtag（標籤）話係「選舉廣告」，
小麗老千係咪真心幫英航班人，大家心照啦！
小麗老千雖然口口聲聲話撐工人，其實咪又

係幫自己選舉造勢啫，你估佢真心理班工人係

生係死咩，一眾網民梗係鬧爆啦！「Kwok
Hung Wong」就心水清知道小麗老千嘅目的：
「因近九西補選所以走出來抽水？」

網民恥笑補選到博見報
「Jan Chan Kam Lin」就批評小麗老千博版

面：「真係好肉酸，啲所謂『政客』又嚟抽水
做show上報呃票無限loop（循環）！」
「Agon Man」就覺得炒人只不過係商業決

定，唔明小麗老千班人嘈乜：「蝕錢減人，合
情合理，依足僱員條例補足錢，仲要出來拉
banner（橫額）是什麼玩法？」
「Candy Chan」就質疑小麗老千想搞事：
「冇英航是不是香港就冇其他航空公司做了？
打工包請你一世？是不是？東家唔打，咪打西
家囉！人地跟足法例賠償畀工人，有什麽好抗
議的呢？」
話就話「守護平凡的幸福」，不過小麗老千

搞咁多嘢，睇嚟似係「守護份糧的幸福」多啲
喎。都係嗰句啦，政棍講嘢你都信，認真你就
輸了！ ■香港文匯報記者 何西

借英航炒人自銷 老千廣告勁肉酸

俗語都有話「好狗唔攔
路」，不過小麗老千（劉小
麗）可能就未聽過啦。話說

前日有網民大踢爆，影到一架印咗小麗老千個
名嘅車一嘢轟上行人路。除咗違例泊車之外，
睇真啲原來架車仲要係Benz咁豪華，咦，乜小
麗老千唔係成日都話團隊好窮要人課金咩？網
民見到咁梗係鬧爆小麗老千啦，話佢假假哋都
係公眾人物，點可以帶頭做違法行為。未選到
議員就咁猖狂，選到嘅話仲得了？都真係好大
嘅官威喎！
小麗老千前日參加「佔中」4周年活動，諗

住刷下「黃絲」光環啦，結果就畀網友大踢
爆，話佢團隊架競選車直接違泊喺金鐘中信大
廈對出嘅行人路度。雖然小麗老千無得做立法

會議員，唔可以泊車喺立法會，但係都唔使將
架車直接鏟上附近行人路咁大袋啩？

窮到Benz造勢唔交泊車費？
唔止咁，除咗違泊之外，睇真啲原來小麗老

千架戰車仲要係Benz，乜咁富貴都仲喺face-
book話自己「財政負擔實在唔細」，係咁叫人
課金呀？明明小麗老千成日口口聲聲話建制派
有「大水喉」，睇嚟佢條水龍頭都唔輸蝕喎！
見到小麗老千泊車攔路咁大袋，網友梗係鬧

爆啦。網民「Alex Law」就鬧小麗老千做壞規
矩教壞人：「自稱什麼老師！乜唔係應該更加
守法嗎？」「Alan Cheung」就覺得佢作為公
眾人物唔應該帶頭做違法行為：「公眾人物應
該要有更嚴格的操守，唔合理嗎？」

既然小麗老千都出動到Benz造勢咁豪華，
就唔好咁度縮連泊車費都慳啦！不過講係咁
講，其實小麗老千連自己選舉承諾嘅「捐半份
糧」都可以拖得就拖，拖到要選補選先至嘔返
出嚟塞住人哋把口，佢又有咩唔慳得呢？

■香港文匯報記者 何西

小麗豪車霸路 帶頭違法無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港獨」荼
毒青年，社會齊聲譴責。新界青年聯會昨日請
願，支持特區政府依法取締「港獨」組織「香
港民族黨」，並促請當局以嚴正、強硬的態度
依法取締其他「港獨」組織。有出席青年強

調，不少同輩都以身為中國人為榮，
呼籲他們一起發聲堅決反對「港
獨」。
新界青年聯會會長陳恒鑌、副會長

黃偉傑聯同20多名社區幹事昨日到政
府總部外請願，大喊「『港獨』無出
路，行為更可恥」、「播『獨』散
『獨』，厚顏無恥」、「『民族黨』
罪大惡極」等口號，向職員遞交請願
信，支持特區政府依法取締「民族
黨」。

陳恒鑌：當立二十三條遏「獨」
陳恒鑌表示，支持保安局局長李家

超引用《社團條例》禁止「港獨」組
織運作，因「民族黨」及其召集人陳浩天一直
公然播「獨」及煽動分裂國家，保安局做法是
合情、合理、合法。
他認為，現時是適當時機為基本法第二十三

條立法，為煽動叛亂及分裂國家的行為作清晰

的釐定，遏止「港獨」蔓延。
黃偉傑認為，特區政府是次取締「民族黨」

雖是遲來的行動，但也是起步點，日後應以嚴
正、強硬的態度，依法取締其他「港獨」組織
及懲處「港獨」分子。
新界青年聯會社區幹事林映惠表示，「民族

黨」不僅以「港獨」為綱領，更是有組織、有
預謀在校園內播「獨」，荼毒入世未深的青少
年，煽動分裂國家，故支持依法取締「民族
黨」。
她又指，身邊不少年輕朋友以中國人的身份

引以為榮，呼籲他們站出來發聲，堅決反對
「港獨」。
同日，「反『港獨』關注組」一行30人也到

政總外，支持依法取締「香港民族黨」。他們
認為，「民族黨」和陳浩天一直以來有組織、
有預謀播「獨」，嚴重違反國家憲法和基本
法，煽動分裂國家，破壞「一國兩制」及全港
市民的利益，禁止「民族黨」運作回應了市民
長久以來的訴求。

新界青聯請願 促取締「獨」組織

■■四會昨日聯合促請政府全面禁售電子煙及其他新煙四會昨日聯合促請政府全面禁售電子煙及其他新煙
草產品草產品，，並將此措施納入施政報告並將此措施納入施政報告。。 主辦方供圖主辦方供圖

■梁振英再重申，為人師表者就應該拿出一如
反對吸電子煙的態度，反對「港獨」。 fb截圖

■■陳凱欣近日積極與陳凱欣近日積極與
各黨交流各黨交流。。 fbfb圖片圖片

■老千今次唔「企街」改去企機場。 fb截圖

■網民踢爆小麗老千架Benz鏟上行人路，未
選到就已經咁大官威囉？ fb圖片

■新界青年聯會到政總請願，促取締其他「獨」組織。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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