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道集團董事長莊紫祥發起的「千萬求一路」大賽昨日公佈賽

果，最終由青年設計師余文灝以「舊智慧，新設計，創時勢！」方

案奪得總冠軍。方案建議政府可參考昔日「前舖後居」的方式，為

青年人提供低門檻的創業空間。莊紫祥亦提出個人的原創方案「青

年新居」，冀以借地起樓的概念為香港青年提供10年媲美豪宅的居

所，讓他們在這段時間可以專注追夢，擺脫樓奴的身份。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家好

前舖後居創業屋贏「求一路」
方案降青年創業門檻 百萬獎金半數用作企業資金

無機無枱無網 96%貧童難「網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余韻）
全港學校因新冠肺炎而停課，牽
涉逾70萬名中小學生，為趕上進
度，不少學校以網上教學彌補因
失去的課堂時間。一項調查顯
示，超過七成基層學童面對家中
沒電腦問題，若連同無法上網、
打印機、沒有書桌等限制，更有
96%遇到學習困難。負責調查的
團體指，當前環境電腦、上網等
成為學習必需品，希望政府為學
生提供金錢、器材上的支援，減
少貧富學生間的學習差距。
為進一步探討疫情對基層兒童
的學習影響，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本月5日至10日，向582名基層
中小學生進行問卷調查，當中
47%居住於籠屋、板間房等環
境。
調查發現，逾七成基層兒童表
示，家中沒有桌上電腦或手提電
腦；而沒有安裝上網服務的亦有
28%；有51%則家中欠缺書桌。
學校停課下，八成受訪學童指
學校有佈置網上作業，56%所屬
學校亦有進行網上教學。不過因
應器材、環境等所限，高達
96.6%人在家學習遇到各種困
難，逾半學童指欠缺打印機打印
功課，亦有不少縱使家中有電腦
及上網，亦因電腦太舊或網速問
題不能打開習作，而環境嘈吵及
沒有人問功課也是常見問題。

逾八成憂進度落後
心理及精神影響方面，83%基
層學生擔憂現時學習問題會令日
後進度落後，63%指心情變差，

46%會經常無故發脾氣，更有
15%直言覺得生活無希望。
社協社區組織幹事施麗珊表

示，基層家庭除了缺乏防疫物
資，連學習所需資源亦欠奉，可
謂「窮上加窮」。她提到，坊間
有團體願意提供數據卡予所需學
生，惟申請需時，亦要學校從旁
協助，故基層學生遲遲未能受
惠；她促請政府盡快推出協助措
施，包括為清貧學生提供電腦及
相關配套，以及為貧窮家庭提供
實報實銷的上網月費補貼。

手機上網睇唔到直播
居於唐樓的中四生明仔表示，

由於網絡供應商不願為他家「拉
線」，故停課期間只能利用手機
數據上網。惟數據上網有限速，
令他「下載時間比做功課的時間
還長」，而且「直播教學根本睇
唔到」。縱然他曾向校方反映，
但學校回覆指因電腦室沒技術人
員當值，拒絕讓他回校使用電腦
室。
他亦坦言，現在勉強能跟上學

習進度，但若停課持續，擔心未
來無法應付更艱深的課程。
來自單親家庭、與母親居於鐵

皮屋的中一生Wendy則表示，由
於家中沒電腦，只能利用手機進
行視像課堂。她表示，數據流量
受限，讓網絡授課「十句只能聽
見六句」；加上網絡延遲，導致
她無法及時回應教師提問，「教
師喊了三次還不回答，就算我缺
席課堂」，也讓她擔心出席率
「不足」而被迫留級。

余文灝以「舊智慧，新設計，創時
勢！」方案奪得總冠軍，並獲得

107萬港元。他的方案內容是建議政府
可開拓空間，例如橋下空間，參考昔日
「前舖後居」的方式興建組合屋，為青
年人提供低門檻的創業空間。他又舉例
指，新田購物城在現有商業模式下缺乏
生機，不妨放手歡迎青年人進駐，甚至
容許商家同時在裡面居住，營造完整的
社區圈子。
被問到會如何利用該筆獎金，身為設
計公司負責人的余文灝表示，生意近日
受疫情影響，擬將獎金分撥一半作企業
資金。
莊紫祥早前公佈的原創方案「青年新

居」，以借地起樓的概念讓年輕人用成
本價「買」樓，月供三四千元，最長可
居住10年，退場時則「賣」予下一手業
主。

住慣豪宅助發奮圖強
他昨日重新將「青年新居」定位為豪

宅房屋，即「青年過渡豪宅」，並認為
豪宅至少要有會所、綠化環境、公共配
套完善，具備電影院及酒吧等娛樂場
所。他解釋，相信讓年輕人習慣優越的
居住環境，有助於鼓勵他們發奮圖強，
「如果你搭開的士，好少願意再搭巴士
返工。你會自己諗辦法，只要你肯諗
呢，不得了呀！」

他強調，年輕人若然在10年內不需要
做「樓奴」，就會有動力和希望儲錢，
同時又有空間追求夢想，達至「唔使做
樓奴，又儲錢、又發展」。
他又於頒獎典禮上表示，自己原本

計劃只投放 100 萬元在「千萬求一
路」活動，惟公佈後反應平平，甚至
被罵「小家」，故他與家人商量後決
定加碼至千萬元，笑言︰「我去同阿

仔傾，唔敢同阿女傾，因為個仔對數
字冇咁敏感。」
「千萬求一路」大賽於去年9月在多

份報章頭版登廣告，以署名「一名同路
人」和「百萬求一路」等口號刊登全版
廣告，高調懸賞千萬徵求方法解決香港
困局，而惹起全城熱話，大會合共收到
800份方案，涉及主題包括房屋、青
年、醫療、教育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為配合立法會議員何
君堯盡快落實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的倡議，「香江情
．中國心」社團昨日動員超過80名義工在港島各地，
包括灣仔、銅鑼灣、上環、中環、香港仔、海怡半島、
筲箕灣、北角等，擺街站收集市民簽名，支持基本法第
二十三條盡快立法。
由何君堯牽頭成立的「23同盟」2月下旬開始發起網

上聯署行動，要求立即開展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程
序，並已收集過百萬個網上簽名。
在收集實體簽名的街站活動方面，同樣受到市民大力

支持，更有市民專程找街站位置，冀簽名表達意見，大
會需要多次補給簽名紙，可見簽名十分踴躍。民政事務
局前局長藍鴻震更親身到上環街站為活動加油。
有街站義工更指出簽名活動有不少年輕人參加，令大

家感到很有希望；也有簽名市民強調任何地方都需要有
保護國家安全的條例，不可以讓其他勢力為所欲為。
另外，知名導演高志森昨日也在沙田簽名支持第二十

三條立法，他並於facebook發文形容活動獲市民支持，
「多人到要排隊」。

■市民簽名支持二十三條立法。 「23同盟」fb圖片

市民專程找街站
簽名撐立廿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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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泛暴派早前一再
要求「全面封關」，聲稱不讓內地人入境香港，
以免令疫情擴散，但當歐美新冠肺炎確診個案一
再上升時，卻又集體「失明」。全國政協副主席
梁振英昨日在facebook撰文指︰「早前要求對內
地『全面封關』，不是為了防疫，純粹是政治炒
作。」
梁振英在帖文中點名提到「醫管局員工陣線」
及其他「泛民」，指出他們對歐美疫情急劇惡化
噤若寒蟬，「我們在等，等這些人開腔，等這些
人罷工，等這些人要求特區政府對歐美國家『全
面封關』。早前要求對內地『全面封關』，不是
為了防疫，純粹是政治炒作。」

反歧視也割席 鴿黨只剩仇中
他並質問那些「黃店」會否拒絕歐美顧客，

「如果（民主黨前中委）蔡耀昌反對『黃店』拒
絕歐美人士，民主黨會迫蔡耀昌辭職嗎？（泛暴
派深水埗區議員）李文浩會說『歐美人士與狗不

得入內』嗎？」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陸頌雄留言道：「連反歧視

都要割席，民主黨已經無曬（晒）民主、平等嘅
價值觀，只餘下一堆反中仇中的政棍。」「Siu
Wing Fok」也道：「合理化一啲唔合理嘅事情，
由此可見政客為咗選票可以去到幾盡！」
「Pinky Ng」留言揶揄：「這就是傳說中的雙

重標準嗎？」
「Jerry Yim」就道：「我都等緊醫護罷工要求
封關。」「Yonnie Tse」則指：「連醫管局都還
沒調整態度！昨天有朋友陪她爸到公院覆診，護
士只問有沒到過中國（內地），沒有問有沒到過
日韓意美等其他高危國家！防傳第一線智慧、態
度如此，怎麽保護巿民！」
「Caroline Pang」嘆道：「明明是針對，明明

是歧視，又賴到封關頭上了？全面封關是有選擇
性的嗎？全面即機場也要關閉，任何人，不論外
地內地本港人也不能進出，更遑論包機運送港人
回來吧？」

民建聯成員穆家駿亦在fb上貼圖，指出民主黨
在內地出現疫情時，就到政府總部外抗議，聲言
要求「全面封關」、阻截「最危險的病毒源

頭」，並形容不封關情況如同「無掩雞籠」，但
當歐美出現疫情時就不見有關舉動。穆家駿反
問︰「各位網友，能猜猜誰是他們的主子嗎？」

泛暴無視歐美疫情 CY：證當日要「全面封關」是炒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黃廷方慈善基
金與香港創新基金攜手為基層家庭兒童提供教
育支援，分別捐贈1,000份教學玩具及送出

1,000張流動數據卡，應付他們停課期間的學
習需要。
黃廷方基金透過11個社區夥伴，向居住劏

房和板間房及有特殊健康需要兒童，捐贈
1,000份教學玩具，藉以幫助相關兒童發展。
而香港創新基金亦送出1,000張為期一年容量
50GB的流動數據卡，透過12個社福機構及小
學贈予基層學童，協助他們進行網上學習，有
關數據卡獲中國移動香港支持，以優惠價格購
買，又向未能購置電腦的學童，借出逾100部
手提/平板電腦。
黃廷方基金董事暨香港創新基金主席黃永

光說，學習對兒童成長發展非常重要，會與志
同道合的夥伴一起努力，以各種方式幫助他們
持續學習。

■ 黃廷方慈善基金與香港創新基金送出教學
玩具及流動數據卡。 基金供圖

黃廷方基金上網卡贈學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文憑試
（DSE）還有兩星期便開考，香港青年協會於
過去一個多月共接獲逾1,500宗考生求助，較
去年同期增加兩倍；當中與疫情相關佔六成，
亦有四分一涉及學校支援。有考生擔心試場突
然有人不適，亦有人認為在家備試只能「孤軍
作戰」難以集中，令壓力大增。專家提醒考生
應認清目標、排除雜念，現時學校及社區均有
不少學習與輔導平台，考生其實並不孤單。
青協「DSE 27771112」熱線及網上輔導於1

月29日至3月10日期間共接獲1,514宗求助個
案，較去年同期增加兩倍，當中60%與健康及
疫情相關，25%涉及學校支援，另有10%有關
升學、讀書壓力及備試情緒。
有求助考生擔憂自己口罩太薄，又指不知試

場座位距離及消毒是否足夠，如有人不舒服不
知如何處理，加上家人一直關注其健康狀況，
讓其增添壓力，希望能延期開考。亦有考生
指，在家學習難集中效率低，而且只能靠一己
自律，認為是「孤軍作戰」難以持久。

跨境怕感染 棄考報毅進
亦有跨境考生的媽媽求助，指兒子擔心回港考試有感

染風險，已決定棄考，希望能以校內成績升學；由於兒
子讀書成績不太好，已有準備報讀毅進或職訓局等課
程。
青協業務總監徐小曼分析指，受疫情、停課及早前社

會事件影響，部分考生未能調整好心情及學習進度，加
上健康受疫症威脅，令其情緒相對低落，部分更開始調
低成績期望，甚至有意放棄考試。她提到，由於大部分
考生都未有在試前補課和實體模擬試，難對個人弱項有
針對性的準備，更易感忐忑及難以專注考試，而學校及
自修室於疫情期間不開放，考生缺乏安靜地方溫習，也
影響其進度和效率。
徐小曼提醒考生，開考在即應該認清目標、排除雜

念，掌握好自己的溫習進度，如有疑難宜主動向老師及
學長求助。她強調應屆考生並不孤單，學校及社區上均
有不少學習及輔導平台陪伴大家渡過難關，寄語他們相
信自己曾付出過的努力。
針對當前考生支援，青協「DSE 27771112」今年聯
同港大教育學院首次推出「專科專答」平台，運用
Telegram由四十多位準老師即時解答文憑試考生於多
個科目的疑難。此外，青協免費網上問功課服務亦會加
推中英文會話模擬試，為考生及其他高中生提供網上口
試練習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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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振英批評「醫管局員工陣線」及其他「泛
民」對歐美疫情急劇惡化噤若寒蟬，可見早前要
求對內地「全面封關」，不是為了防疫，純粹是
政治炒作。 fb截圖

■余文灝（左）勝出由莊紫祥（右）發起的「千萬求一路」大賽。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調查發現，高達96%基層學生因欠電腦及打印機、無法上網、沒有書桌等限制，而感到學
習困難。 香港文匯報記者余韻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