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千萬求一路 齊心救港途
最後20強出爐 莊紫祥鼓勵市民註冊評選

2019年12月22日（星期日）

20192019年年1212月月2222日日（（星期日星期日））

2019年12月22日（星期日）

A5 ■責任編輯：常 樂止止暴暴制制亂亂

「千萬求一路」最先在兩個月前出現，當
時因有人署名「一名尋路人」刊報懸

賞千萬徵求香港出路而惹起社會熱話。該「尋
路人」日前現身，原來是身兼哈爾濱市政協委
員、東華三院總理、莊紫祥慈善基金會創會主
席、中付集團董事長莊紫祥。

決賽電視台播放 評審瓜分700萬
該比賽分為初賽、複賽、準決賽和總決賽。
莊紫祥昨日召開記者會表示，合共收到800份
方案，涉及主題包括房屋、青年、醫療、教
育、創業產業。經過兩輪網絡投票後，入圍準
決賽的20強亦已誕生，他們每人可獲至少兩
萬元獎金，而入圍10強的更可獲至少7萬元獎
金。
莊紫祥續說，準決賽起，參加者需通過視頻
介紹方案，而10強決賽評選將於明年2月9日
進行，並會在免費電視台播出。他透露已與贊
助商合作，鼓勵市民註冊為評選員，在網上查
看參賽者「方案」並評選，將獲得豐厚獎品。
今次活動的千萬元中的300萬元由上述入圍
及日後勝出參賽者奪取；其餘700萬元則將分
發予評審，目前註冊評選員已有近8,000人，
若能準確評選出結果，即能瓜分獎金。目前，
主辦方仍鼓勵市民大眾登錄官方網站 www.
ideasforhk.org 登記成為評選員，共同參與，
為香港尋找出路。

醫生度橋「黃藍人鏈」化解對立
據了解，20強是前日才誕生，其中16位參

賽者昨日亦在場分享感受及其「出路」構思，
有醫生參賽者表示，近月接收到多名病人因
「黃、藍」陣營引起的社會對立撕裂而出現心
理問題，建議舉辦「黃藍人鏈」去化解對立。
「可能有人質疑『黃藍人鏈』 構思大膽，彼
此水火不容未必可行。但其實香港大部分人都
熱切希望和平早些降臨，相信愛香港的共同立
場可化解對立。」該參加者更認為，做法具象
徵式意義，猶如中美昔日的「乒乓外交」。
有青年設計師參賽者則建議，政府可開拓空
間，參考昔日香港「前舖後居」的方式，為青
年提供低門檻的創業空間和住宅，他舉例指新
田購物城在現有商業模式下缺乏生機，不妨放
手歡迎青年進駐，甚至容許商家同時在裡面居
住，營造完整的社區圈子。
另外，多名參加者都覺得房屋問題是民怨根
源，其中有建議政府檢視公屋長者戶情況，與
內地城市合作，將20萬長者公屋戶遷移到內
地生活。該參賽者表示，為了爭取方案獲支
持，會落區鼓勵街坊登記做評選投票，更表示
若獲得民意支持，未來會考慮參選議員。

最後20強方案亮點
編號 參賽者 主題 方案亮點

02 Li Shui Hong 社會共融、全靠包容 重建社會對警隊信心
04 蘇廣進 讓非凡的年青人成就更和諧與卓越的香港 設立年輕的太平紳士制度
05 趙敏而、陳梅鳳 從怵目驚心中出發 設立記者身份中央資料庫及統一記者證，方便所有人士查閱
08 吳智廣 說老實話，前進的路只有一條 以協議方式設定開發商賣樓的價格上限，以及限定銷售給首次置業的人士
13 Patricia Li、Sau Fan On the same boat 取消有參與暴亂的大學生之學費貸款，並要求他們像海外學生付全費
18 葉偉強 青年為本．創出新將來 在避風塘或者沿岸地區在海中建立大型浮台，在上面建造組裝房屋
19 Lam Wing Yan、Kam Ying 同舟共濟大笪地 邀請來自9個不同城市的年輕人來港，參加紀實節目和文化交流
21 黃潔盈 發放正能量、香港是我家 興建「愛香港」地標，如「我愛香港」愛心橋、「珍惜香港」許願樹
27 Lam Hon 無色覺醒好生活、愛港社群向中流 建立免地價樓宇庫，只供沒有置業的香港人買
29 蘇秉力 今天創明天，香港新一天 所有香港永久居民，不論身家有多少億，都可入住廉租公共房屋
36 FONG KIM WING 從宏觀格局世界視野看香港出路 政府需要培養相對客觀中立的媒體
37 Lau Fu Hing 穩就業、撐醫療、推住屋、保教育 政府可以考慮放寬首置印花稅及加大首置人士按揭利息的退稅優惠

，重拾昔日香港
41 李樂珊、馬雯婷 傾聽年青人，為下一代發聲！ 各大學必須要求每名學生，必須同時擁有在內地實習及到外國交流的經驗證明

才能畢業
49 Lo Kwan Leong Incentive Scheme for Policy Advice 實施香港特別行政區政策諮詢獎勵計劃，建議獲政府接納會得到現金獎勵
51 梁偉正、江婉棠 黃藍攜手、安居樂業 黄藍串成人鏈
62 劉少玲 同心攜手、共創新路 「自由行」應要收緊，或以消費稅以減少「自由行」的人數，從而減少對巿民的影響
64 鍾子毅 香港的一個「深層次」社會矛盾和解決方案 從奶粉、名牌、賣樓予外地買家等抽稅，然後派予全港市民
73 文德亨 讓香港重拾歡笑 成立「城市和諧管理隊」，為香港人每天上班族打打氣；訂立「全港微笑日」，只要

把微笑自拍上網，便可免費搭港鐵；設計吉祥物「歡笑貓」，並製成公仔派發予市民
78 Yu Man Ho 舊智慧，新設計，創時勢！ 在橋下空間，參考昔日「前舖後居」的方式，為青年人提供低門檻的創業空間
86 黎子杰 解決香港問題的長中短期應對策略建議 檢視公屋長者戶情況，與內地城市合作，將20萬長者公屋戶遷移到內地生活

■資料來源：千萬求一路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書蘭）聖誕佳節臨近，但
香港亂局未平。香港聖公會大主教鄺保羅昨日發表聖
誕文告，指持續6個多月的「政治風暴」，非但嚴重
影響民生，更撕裂了的親情、友情以及社會的穩定和
法治，呼籲香港市民藉聖誕節「停一停、想一想」，
思考如何走出這個黑暗的深谷，並強調要以愛化解敵
意和仇恨，才能帶來走出困局的希望。
鄺保羅在文告中說，持續6個多月的「政治風
暴」，加上外圍因素，重創了香港經濟，嚴重影響民
生，「街頭衝突令不少商舖、食肆和公共設施被破
壞，暴力亦吞噬了旅遊業、零售業以及飲食業，打碎
了很多人的飯碗與生計。」
他強調，就算被破壞硬體設施及經濟可以修復、
復元，撕裂了的親情、友情以及社會的穩定和法
治，都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復元的，「這場風暴將建
構香港社會的『硬體』與『軟體』破壞殆盡，相信
每個香港市民都會問，香港下一步應該如何走下
去？我們或者未能想到走出困局的方法，但無論如
何，任何一個愛香港的人，都不會願意見到這種局

面持續下去。」
鄺保羅呼籲香港市民藉着聖誕節的來臨，停一
停、想一想，思考如何走出這個黑暗的深谷，重新
踏上光明之路。他說，耶穌基督的降生，不單指示
人生命的新方向，也給人棄惡從善的能力，令人由
躁動變得平和、從對抗變成包容，將自私轉化為忘
我、從仇恨轉化為友愛，並強調政見不應該凌駕一
切。

冀雙方拿勇氣誠意虛心對話
鄺保羅冀特區政府和抗議者，都應該拿出勇氣和誠

意，虛心對話，承認彼此都有不足和欠缺，共同探討
回應社會和突破困局的方法，「如此一來，總比採取
暴力或空喊口號來得實際。」
提到警民關係的修補，他說，要藉着愛護香港的心
懷，互相體諒，理性對話同行，彼此以愛化解敵意和
仇恨，才能帶來走出困局的希望，為香港社會重建安
定與互信，讓市民大眾得以在自由、安穩的社會中安
居樂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書
蘭）國家主席習近平以「譜
寫了具有澳門特色的『一國
兩制』成功實踐的華彩篇
章」來形容回歸祖國20年的
澳門特區，香港特區行政會
議成員葉國謙昨日表示，對
比澳門在為基本法第二十三
條立法以維護國家安全、推
動公務員認識國家憲法，及
推動國民教育，香港在有關
方面亦可以甚至應該加強工
作。
葉國謙在接受電台訪問時表

示，澳門在實踐「一國兩制」
能得到習近平主席的高度肯
定，除了其飛躍進步的經濟成
果，還包括成功就基本法第二
十三條立法，設立維護國家安
全委員會等捍衛國家安全的措
施。

廿三條不減言論新聞自由
他指出，中央是因為信任香

港，才把第二十三條立法交給
特區政府自行處理，特區政府
有責任維護「一國」，就應該
要「做功夫」令香港市民知悉
有關法例只是要阻止推翻中央
政府的行為，不會削弱港人的
言論與新聞自由。
葉國謙認為，香港市民其

實並不反對維護國家安全，
只是誤解條例會減少對言論
與新聞自由的保障。不過，
他認同目前要做好立法推廣
解釋與諮詢工作是「高難
度」，「止暴制亂」才是香
港的當務之急。

加強國民教育 籲師「言行合一」
在立法維護國家主權的同

時，葉國謙認為，澳門公務員
要熟悉基本法，還要對國家憲
法有認識的安排值得香港參
考，特別是高級公務員，應該
對國家憲法有適度了解，一般
而言可視乎職級從基本懂得達

到更深認識。
他並認為香港的國民教育比

澳門有所不足。有香港年輕人
在參與暴亂活動過程中侮辱國
旗，反映國民教育是有需要
的，冀能讓學生透過不同渠
道，開放式地多角度認識國
家。
葉國謙強調，雖然香港的數

以萬計的教師大多是十分專
業，但關注到教育局指截至11
月底收到123宗涉及教師煽動
仇警的投訴，甚至看到有教師
帶着學生大肆破壞餐廳，這等
暴力行為應受譴責，不能姑
息。
因此，他支持教育局把涉及

暴力行為而被捕的教師停職，
並認同教育局要求教師「言行
合一」的呼籲，指教育是言教
與身教並重，教師在社交網絡
宣揚粗鄙暴力甚至要「殺人全
家」等仇恨言論，勢將影響學
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本港

經歷多個月的暴力衝擊，當香港大部

分市民渴求走出這個「黑暴困窘」

時，有神祕人更在多份報章頭版刊登

全版廣告，以百萬元，及後更加碼至

千萬元徵集香港出路，引起社會熱

議。這個「千萬求一路」的比賽昨日

公佈最後20強的「出路」名單，大部

分「出路」聚焦於青年、醫療、房屋

和教育等民怨源頭，並提出不少具體

解決方法，儘管方法各有不同，各參

與者的初心卻是一致，期望盡快止暴

制亂，尋回香港昔日的安穩和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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鄺保羅聖誕文告籲港人「停一停、想一想」

■莊紫祥（左八）早前舉辦「1000萬求一路」活動，期望以1,000萬元尋求一個解決現時香港困局、尋回昔日香港的方案。昨日
舉行中期總結暨20強公佈記者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1000萬求一路」曾製作宣傳短片，希望藉着比賽尋回昔日美麗香港。 「Ideas for HK 一名尋路人」fb短片截圖

■「1000萬求一路」在fb設立專頁介紹比
賽。 「Ideas for HK 一名尋路人」fb截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