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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訴署倡研強制舉報虐兒疑案
指無指引教幼園如何處理 教局社署中小學指引不一致

香港新聞A14

2019年10月23日（星期三）

20192019年年1010月月2323日日（（星期三星期三））

2019年10月23日（星期三）■責任編輯：勞詠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顏晉傑）香港新呈報虐待兒童個案近年有上升趨

勢，數字由2008年的882宗急增約兩成至去年的逾千宗，更有兒童曾被

虐打致死，申訴專員公署的主動調查，結論與香港文匯報去年初的調查

同出一轍，包括教育局在《幼稚園行政手冊》中未有向學校提供處理懷

疑虐兒個案的指引，但中小學則有相關指引；同時教育局在向中、小學

提供的相關指引，用詞與社會福利署的指引不同，有學校人員處理個案

時因而出現疑問，建議兩個部門進行溝通，確保指引的一致性，並提出

政府應探討強制舉報懷疑虐兒個案的可行性。

電動車充電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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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電動車輛公共充電設施數目(包括政府
及非政府停車場)

■資料來源：申訴專員公署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顏晉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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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歲女孩陳瑞臨（臨臨）去年初懷疑被父親、繼母虐待致死，其就讀的幼稚園早在臨臨死
前幾個月已經發現她有瘀傷，但一直無通知教
育局，慘劇令社會關注虐兒問題是否可以及早
介入。香港文匯報事後曾報道，教育局在提供
予幼稚園的行政手冊中對虐兒處理手法隻字不
提，令幼教業界只能憑自身經驗處理懷疑虐兒
個案，學校考慮是否報警時往往存有困惑。

「幼兒沒有能力及膽量說出來」
申訴專員公署昨日公佈的主動調查報告亦有
類似的結論。申訴專員趙慧賢表示，「虐兒個
案往往涉及幼兒，他們沒有能力及膽量說出
來。」她認為，若《幼稚園行政手冊》中有如
何識別虐兒個案的資料，可幫助及早找出懷疑
虐兒個案。
教育局雖然有為中小學提供處理懷疑虐兒個
案的指引，但申訴專員公署發現，教育局及社
署的相關指引並不一致，申訴專員公署高級調
查主任區詠儀指，兩個部門的指引分別着眼於
應否通知父母及應否取得父母同意，有關指引
雖然沒有抵觸，但學校處理個案時卻因而產生
疑問，建議兩個部門各自理順有關內容，令意
思更為明確及一致。
申訴專員公署並提及，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
會早在2011年已經建議所有締約地區，建立報
告暴力侵害兒童行為的機制，如美國、加拿
大、瑞士、澳洲及日本等71個國家和地區已經
立法強制通報懷疑虐兒個案，認為香港政府亦
應研究強制通報的可行性。

促培訓教師辨識虐兒疑案
教育局回覆香港文匯報查詢時表示，同意在
更新《幼稚園行政手冊》時加入如何識別虐兒
個案的資料及處理懷疑虐兒個案的程序，並同

時強調該局有透過不同方法提醒學校須及早識
別及支援有需要的學生，包括為教師提供培
訓，加強他們對兒童被虐特徵的辨識能力及警
覺性。
對於申訴專員批評教育局及社署的指引內容

不一致，社會福利署發言人表示，同意有需要
與教育局進行緊密溝通，以確保各自的指引、
通告，及學校行政手冊等內容一致，該署會繼
續與教育局保持緊密聯繫，讓雙方發出的程序
指引及通告內容一致，以確保學校在處理懷疑
虐兒個案時能依循清晰指示。
至於報告建議政府應探討強制舉報懷疑虐兒

個案的可行性，兩部門均重申，強制舉報仍具
爭議性，牽涉的持份者眾多，必須由各界深入
討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顏晉傑）行
政長官林鄭月娥上星期發表的施政
報告宣佈，推出為期3年的先導資
助計劃，協助私人住宅停車場加裝
電動車充電的基礎設施，申訴專員
公署雖然歡迎有關決定，但指出政
府對電動私家車配套設施的規劃及
安排上仍有不足之處，批評政府未
有清晰地向公眾交代電動車政策，
並指停車場內的電動車充電車位不
時被非電動車佔用，亦令充電設施
需求被低估。
政府多年來一直透過寬免或寬減

汽車首次登記稅鼓勵市民改用電動
車，從而減低路邊空氣污染，據運
輸署資料顯示，本港的電動私家車
數量近年急速增加，去年有逾1.1萬
輛已登記的電動私家車，但充電設
施數量近年卻未有明顯增加，充電
設施與已登記電動車數目比例，去
年更按年輕微下降。

申訴專員公署的主動調查報告發
現，政府在電動私家車配套設施的
規劃及安排上出現眾多問題，包括
停車場充電泊位管理不善及需求被
低估等，公署高級調查主任潘順蓮
指出，公署曾派員到林士街、天星
碼頭、長沙灣政府合署及荃灣4個
公眾停車場，發現不時有非電動車
佔用充電專用的車位。

政府低估充電設施需求
潘順蓮指出，有關問題令不少電

動車駕駛者無法充電，但政府卻因
而得出充電設施使用率偏低的結
論，建議政府優化充電車位的管
理，例如避免將充電車位設於接近
停車場出入口等較方便位置，以免
一般車輛駕駛者因「貪方便」而佔
用充電車位。
申訴專員趙慧賢並批評，政府未

有清晰地向公眾交代電動車政策的

轉變，指政府自2016年表示政策焦
點是推動公共交通使用電動車，之
後未有再提及推廣使用電動私家
車，翌年卻減低電動私家車首次登
記稅的寬減額，而環境局後來更將
明年有30%私家車屬電動車或混合
動力車輛的「目標」改成「願
景」。
趙慧賢指出，有關情況難免令市

民認為政府在推廣使用電動私家車
方面已不如以往般積極。
環保署回應時表示，申訴專員的

建議與該署多管齊下推動電動車發
展的計劃吻合，承諾會繼續積極推
行有關建議，並重申政府仍然希望
推動電動私家車普及化，財政司司
長亦已撥款1.2億元，在未來3年擴
大政府停車場提供的電動車公共充
電網絡，預料公共充電器數量由現
時的1,200個，增至2022年的1,700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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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反修例暴
力衝擊已持續4個多月，暴力惡行氾濫成
災，香港的國際形象亦蒙受損失，外來
投資者和旅客對香港疑慮重重，本地居
民對未來的信心受損 。一項於上月進
行、關於香港在大灣區競爭力的調查報
告顯示，逾六成受訪港人認為香港目前
在大灣區內仍有競爭力，但43%的受訪
港人則認為此競爭力於未來10年將會下
降，逾七成人認為香港在全球中的競爭
力有所下降。有學者呼籲香港擱置政治
爭拗，集中火力發展經濟，以鞏固及提
升競爭力，加強與深圳及大灣區等其他
城市合作。
該項調查由嶺南大學（嶺大）和華南
理工大學聯合成立的「粵港澳大灣區社
會治理聯合研究中心」舉辦，研究團隊
於今年9月16日至28日，以電話隨機訪
問1,216名18歲或以上的香港居民，調查
範疇包括本港居民對香港現狀的滿意度

及對未來的信心、對香港在全球中競爭
力的評價，以及對香港在大灣區中競爭
力的評價等。
受訪居民對香港現狀的滿意度和未來

信心都偏低。以10分為滿分、5分及格，
受訪港人最滿意及最有信心的項目均是
「醫療」（滿意度 5.7 分，信心度 5
分），其他方面的所有得分都低於5分，
其中受訪者對本港「房屋」最不滿（滿
意度3.4分，信心度3.5分）。

76%人指港全球競爭力降
對於香港近年在世界各地城市中的競

爭力變化，逾七成（76%）受訪者認為，
香港在全球中的競爭力有所下降，其中
四成港人認為稍為下降，36%人認為大幅
下降，僅有不足一成（7%）認為香港的
競爭力有所提升。
在大灣區內的競爭，港人則顯得相對
較有信心。逾六成受訪港人認為香港在

大灣區內競爭力的強度是5分或以上，但
43%受訪者認為未來10年香港在大灣區
中的競爭力將會下降。
負責調查的嶺大副校長莫家豪認為，

是次調查結果反映港人認為香港整體競
爭力下降，其中房屋問題是影響港人對

未來信心的主因，建議政府通過綜合措
施解決土地及住屋問題。他並呼籲社會
擱置政治爭拗，加快經濟發展，鞏固並
提升全球競爭力，並在發揮香港金融服
務業、認證產業等傳統所長的基礎上，
加強與深圳及大灣區等其他城市合作。

暴衝損港競爭力 學者籲棄政爭拚經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自
資專上教育是香港高等教育體制重
要組成部分，然而院校提供的學科
未必切合社會需要，過往「一窩蜂
式」開辦同類型課程，亦影響業界
的可持續發展。特區政府昨日宣佈
改組自資專上教育委員會，包括新
增兩名海外專家，同時增設就院校
間定位作策略性協調的職能，及因
應當局修訂《專上學院條例》提供
意見。

張炳良續任主席
自資專上教育委員會的新成員名

單及職能於11月1日起生效，主席
由張炳良續任，及增加兩名海外專
家。
除了原有向教育局就自資專上界

別質素及發展提供意見外，改組後
委員會新增就自資院校定位及開辦
課程作策略性協調的職能，亦會就
革新自資規管制度，特別是修訂
《專上學院條例》提供意見。為此
教育局亦會於委員會架構下成立3
個小組，分別專責支援措施、質素
保證，及監管與協調。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補充，最新施

政報告提出新的自資啟動補助金計
劃，向開辦高成本而有市場需求課
程的院校提供財政支援，有助院校
建立具特色的專精範疇，適切回應
社會需要，而新計劃的細節亦會諮
詢自資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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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本港通脹有

所回軟。政府統計處昨日公佈，上月消費物價
指數按年升3.2%，較8月份的3.5%相應升幅為
低。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紓困措施的影響後，
上月基本通脹率同為3.2%，亦較8月份的3.4%
為低。政府發言人指出，上月升幅放緩主要是
由於去年同期上調公營房屋租金的影響消散，
以及新鮮蔬菜價格下跌所致，惟受新鮮豬肉價
格居高難下影響，通脹率可能在短期內仍然會
略為高企。
拆細指數分析，上月甲類、乙類及丙類消費

物價指數的按年升幅分別為3.5%、3.1%及
3%。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紓困措施的影響
後，相應指數的按年升幅分別為3.6%、3%及
2.9%。
在各類綜合消費物價指數組成項目中，價格

於上月錄得按年升幅的類別為食品(不包括外出

用膳)(13.1%)、住屋(3.2%)、雜項物品(3.2%)、
雜項服務 (2.6% )、外出用膳和交通 (皆為
2.1%）。
另一方面，價格錄得按年跌幅的類別為電
力、燃氣及水(5.6%)、衣履(1.8%)、耐用物品
(1.7%)煙酒(0.9%)。
政府發言人表示，9月份的基本消費物價通
脹率輕微下降至3.2%，是由於去年同月上調公
營房屋租金的影響開始消散。雖然食品通脹因
為豬肉價格高昂而維持高企，但消費物價指數
其他主要組成項目的價格壓力仍然大致溫和。
展望將來，發言人指隨着本地經濟狀況欠佳

及進口通脹進一步緩和，整體價格壓力應維持
受控。不過，受新鮮豬肉供應情況的影響，通
脹率可能在短期內仍然會略為高企，政府會繼
續密切留意通脹情況，特別是對低收入者的影
響。

受惠菜價減 上月通脹跌至3.2%

■左起：華
南理工大學
公共管理學
院副教授王
歐、嶺南大
學副校長莫
家豪。

嶺大供圖

■食品通脹因
為豬肉價格高
昂而維持高
企。

資料圖片

■上月新鮮蔬
菜價格下跌。

資料圖片

■教育局在《幼稚園行政手冊》中未有向學校
提供處理懷疑虐兒個案的指引。 資料圖片

◀趙慧賢指政府
相關規劃不足。

香港文匯報
記者顏晉傑攝

▲公眾停車場電
動車充電車位不
時被其他車輛佔
用。香港文匯報

記者顏晉傑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