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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將於下月底發

表新一份預算案，一班工聯會成員

昨日約見陳茂波表達勞工基層訴

求。工聯會關注社會過去大半年的

動亂導致來港遊客量大跌，加上環

球經濟環境不明朗，令香港食肆、

商舖相繼倒閉，工人減薪與失業情

況增加，且暴力行為未見平息，擔

心農曆新年後會湧現倒閉潮，令更

多打工仔失業。工聯會提出多項建

議，包括向全民派發1萬元現金或

消費券，鼓勵市民留港消費，減輕

市道不景對食肆、商舖的衝擊；及

取消薪俸稅暫繳稅，以紓緩中產負

擔。

教師若誤人子弟
梁紀昌：罪孽大過殺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工聯倡人人派萬元消費救市
見財爺獻策財案 盼撤薪俸稅暫繳稅幫中產減壓

工聯會會長吳秋北，理事長黃國，榮譽會
長林淑儀，副會長黃國健、梁頌恩、唐

賡堯，立法會議員麥美娟、郭偉強、陸頌雄
和何啟明等昨日約見陳茂波，就預算案表達
意見。他們促請政府加快落實上周公佈的民
生新措施，包括將勞工假增至17天，同時應
讓政府、資助機構等所有員工與外判工率先

統一享有17天的公眾假期；及為低薪僱員代
供5%強積金等。
為了降低失業率，工聯會建議向未來一個

財政年度內增聘一定數目員工的企業，提供
為期一年的新聘員工薪金資助，以鼓勵有能
力的企業增聘人手。

鼓勵市民留港消費
而為了提振消費以應對農曆新年後的消費

淡季，工聯會建議向全民派發1萬元現金或
消費券，鼓勵市民留港消費，減輕市道不景
對食肆與商舖的衝擊；成立自僱者及小商販
緊急援助基金，用以資助於修例風波中受破
壞的商戶和職業車等進行復修、更換或其他
緊急需要；房協、房委會、食環署轄下街市
及商戶可獲免租一年，以減輕小商戶的經營
成本。

促放寬申領長津資格
針對香港人口老齡化，工聯會促請政府進
一步研究全民退休保障的可行性；放寬申領

長者生活津貼的資格，容許長者以個人身份
申請並放寬離境限制，長遠則考慮取消資產
限制；及讓60歲至64歲人士可按歲數與比例
申領長者醫療券、長者生活津貼及高齡津
貼。
工聯會亦就紓緩住屋負擔提出多項建議，

包括公屋免租兩個月，向租置屋邨單位提供
每戶4萬元額外維修資金，令有關業主立案
法團可進行更新及維修；買家印花稅亦應由
15%大幅增至30%至50%，以遏止非香港永
久性居民或以公司名義購買住宅物業的炒賣
活動。至於租津、租管方面，工聯會認為應
盡快研究並落實，同時可先行禁止「炒水、
炒電」，以加強對劏房戶的保障，減輕基層
人士的住屋開支。
工聯會亦建議將交通費用補貼計劃的門檻

由400元下調至200元；將向運輸業界補貼燃
油費的措施延長至最少一年，並擴大受惠車
種種類，同時將公眾停車場的補貼比率由
50%提升至租金全免、最少一年，以協助搵
食車司機渡過經濟難關。 ■一班工聯會成員昨日約見陳茂波表達勞工基層訴求。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 香港受黑
暴衝擊逾7個月，各行各業生計嚴重受
損，其中的士業界的收入在最高峰時大
跌一半。
香港的士業議會要求政府盡快為的士
業界推出4大支援措施，包括資助換車，
降低領取的士司機牌照的最低年齡，盡
快落實石油氣每公升減價1元的政策，以
及盡快審批的士加價申請，以協助的士
業正常營運、渡過難關。
香港的士業議會主席熊永達昨日在記
者會表示，持續逾7個月的社會事件嚴重

影響旅客訪港信心及市民外出消費意
慾，加上不時有示威者堵路及縱火，乘
客因無法前往目的地放棄乘搭的士，令
的士司機的收入大減。

憂遇打砸 不敢開工
的士車行車主協會永遠會長吳坤成表

示，不少司機因擔心自身安全或車輛受
損而不營業，就算營業，收入也比前大
輻減少。在去年8月至11月，夜更司機
的營業額比往年減少近50%，早更也少
近40%。 香港的士小巴商總會理事長周

國強指，因收入減少，造成更難吸引年
輕人入行的惡性循環。近月受社會因
素，以及的士保費及其他經營成本進一
步增加所影響，經營前景更不明朗，亦
令車主難再投入額外資源更換新的士，
改善服務。
熊永達表示，為協助業界經營，議會

促請政府在此困難時刻盡快推出4大措
施，從根本支援業界全面提升服務水
平。首先政府可為車主提供換車資助，
因現時市面上有近四成的士已逾10年車
齡，外觀陳舊、有欠舒適。新車對司機

及乘客將更為安全和舒適，也比石油氣
的士慳油，更加環保。其次是降低現時
領取的士司牌照最低為21歲的限制，相
信此舉可吸引更多人入行，有助解決司
機不足的問題。
第三個要求是希望政府盡快落實早前公

佈的石油氣每公升減價1元的政策，藉此
直接補貼司機，有助短暫幫補司機收入。
最後，面對經營成本不斷增加，業界早
於2018年9月已入紙申請加價，但時至今
日，仍然有待政府審批，故希望政府盡快
審批有關申請，讓業界渡過難關。

的哥收入減半 盼4支援度魔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余韻）修例風波猶如
照妖鏡，惡毒「黃師」個案接二連三被揭
發，不禁令人憂慮教育界前景，以及莘莘學
子的未來。
鮮魚行學校前校長梁紀昌近日便向媒體分

享見聞，他曾從「輪迴圖」中領悟到教師責
任重大，並強調「孩子的命運掌握在教師手
中」。
梁紀昌近日於港台節目分享早年於西藏日

喀則市的所見所聞，其中一所喇嘛廟中的
「輪迴圖」對他啟發甚大。他在廟中詢問喇
嘛：「地獄道」中有何人？當喇嘛告訴他裡
面有一位教師時，「我覺得很震撼，原來
『誤人子弟』的罪孽大於殺人犯！」他表
示，教師影響力更大，甚至可能會「誤人三
代」。教師不稱職，毀的不僅是那人的一
生，他的下一代需要承受第一代人的惡果；
經歷兩代的報應後，第三代則有機遇可能翻
身。
梁紀昌再問喇嘛：「神仙道」有何人？喇
嘛則回答，裡面也有一位教師，因為教師個
可以改變一個人的命運，強調「一念成仁，
一念成魔」。梁紀昌最後感慨指，作為教師，
孩子的命運是掌握在他們手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2020年中學
文憑試（DSE）筆試將於3月底開考，考評局
昨日公佈相關數字，今年文憑試總報考人數只
有52,687名，較去年少6.4%，為文憑試2012
年推行以來的新低。惟在整體考生減少下，嘗
試挑戰報考八科、問鼎「超級狀元」的考生人
數卻逆市上升，由去年的75人增加至今年104
人。
隨着適齡學生人數下跌，DSE考生亦逐年

減少。考評局資料顯示，2020年DSE共有
52,687 人報考，包括 45,931 名學校考生及
6,756名自修生，總報考人數比去年的56,305
名減少3,618人。今年學校考生中最多人報考
4核心科加2選修科，佔總數接近七成；另有
104人挑戰8科報考「4+4」組合，佔0.2%；
至於報考「4+3」組合的則有8,562人，佔
18.6%。
甲類選修科方面，最受學生歡迎的依次為生

物、化學、經濟，分別有13,468人、12,853人
及12,694人報考。至於近年備受關注的中史
科，今年共有6,079人報考，較去年減少360
人。最少學生報考的選修科則為綜合科學、音
樂、科技與生活，分別只有105人、197人及
207人。
此外，今年有3,651名考生報考乙類的應用

學習科目，以人數計比去年的3,803名減152
人，最多人報考西式食品製作、航空學、電腦
遊戲及動畫設計，分別有622人、312人及228
人。

文憑試5.2萬人報考新低

■5.2萬人報考今年文憑試，較去年跌6.4%創
新低。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因應非華語學
生教育特別是中文學習的困難，平機會昨發表
的最新研究顯示，九成半的小學校長及中文老
師認為，主流中文課程對非華語生程度過深，
坊間又欠缺以中文作為第二語言又能配合主流
課程的教材，讓學校難以提升學生的水平。
研究建議教育局應增加相關支援津貼，並增

設專責統籌非華語生教學的職位，推動校內文
化融合教育。
平機會委託樂施會及港大中文教育研究中心

於2018年底至2019年中，先後到訪9所小學作
深入訪談及訪問了1,230名教師，了解學校就
非華語生教育面對的挑戰。九成半受訪校長及
中文教師分別指，主流中文課程的寫作要求及
程度對非華語生來說程度過深；他們普遍認
為，非華語生需要經驗豐富的中文二語教師作
抽離支援，惟教育局現有津貼卻只能聘請到教
學助理，令支援水平參差。
逾九成受訪校長教師又指，現時坊間欠缺中

文二語教材，加上缺乏幫助非華語生應對數
學、常識等科目的支援，也影響其學習成效。
研究團隊提出多項建議，包括教育局應設立

專責的統籌職位，專責校內非華語生支援統籌
工作；同時為老師提供能配合主流課程及「中
文第二語言學習架構」的完整教材；亦要就非
華語家長與學校溝通合作提供支援；以及增加
津貼讓學校聘用學位教師，支援中文及非中文
科學習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
源）警方毒品調查科人員根據
線報經調查，鎖定沙田橫壆街
一單位疑被利用作製毒工場。
上周六(18日)晚約11時，人員
掩至目標單位外埋伏監視，其
間趁兩名男子外出時採取截
查，於其中一人身上搜出約42
克懷疑海洛英，遂將兩人拘捕
及押回單位進行搜查，成功破
獲一個製毒工場及檢獲大量毒
品；行動中，人員共檢獲約

33.7公斤海洛英及一批製毒工
具，包括千斤頂、攪拌機、電
鑽、大量藥物膠囊及藥樽等，
毒品市值約2,500萬元。
被捕兩名男子，分別26歲姓

余及24歲姓陳，合共被暫控一
項「製毒」罪，昨日中午於沙
田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調查相
信，被檢獲的海洛英被磨成粉
末藏於膠囊假裝藥物運抵香港
後，毒販將海洛英粉末從膠囊
中取出以千斤頂壓成磚狀轉售

圖利。因藥樽上有泰文，不排
除毒品是由東南亞國家輸入，
正追查毒品來源、幕後主腦及
在逃同黨。
另前日（19日）海關人員在

香港國際機場執勤期間，為一
名由吉隆坡乘航班飛抵港的28
歲男旅客清關，於其背包暗格
內檢獲約3公斤懷疑可卡因，
估計市值約310萬元，拘捕涉
案男子調查；海關案件仍在調
查中，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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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機會倡設非華語生統籌教席。 平機會圖片

警搗製毒工場拘兩漢
檢值2500萬海洛英

◀警方檢獲大量藥樽及
膠囊，相信海洛英被藏
於膠囊，假裝藥物運抵
香港。

▲警方相信毒販將海洛
英由膠囊取出，再用千
斤頂將毒品壓成磚狀轉
售。

■警方行
動中拘捕
兩名涉嫌
製 毒 男
子。

▲熊永達
香港文匯報

記者攝

▶香港的士業議會
記者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