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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特區政府正就新一年度財政預算案進行公眾諮詢，新民黨昨日會見財政司

司長陳茂波並提交建議書，當中包含9項建議，如減少政府經營開支2%、上調

博彩稅和為失業人士提供短期援助等，希望政府在目前經濟下滑和疫情反覆的

情況下，讓庫房開源節流，協助各類有需要人士。

控制政府開支

1. 減少經營開支
●減少政府經營開支2%等於
節省約114億元，騰出的資
源應重新分配，以推行與抗
疫和復甦經濟有關的政策

2. 重新檢視各項大額開支計劃
●例如購置物業以提供福利
設施的計劃開支預算高達200
億，負責的社會福利署及政
府產業署應嚴格把關，確保
每宗交易的成交價格貼近市
場價格

開拓收入來源

3. 上調博彩稅
●增加足球博彩投注稅率由
現有的50%至80%，賽馬投
注稅率亦由現有的72.5%增
至75%

4. 上調股票買賣印花稅
●在股票市場活躍的情況下
考慮修改《印花稅條例》

協助各類有需要人士

5. 為失業人士提供短期援助
●今年1月起向受疫情影響失去工作
的人士，發放每月6,000元的援助，
為期半年

6. 引入租住居所租金扣稅

●參考居所貸款利息扣除，為正租用
房屋居住的市民提供租金扣稅

7. 引入聘請外傭開支扣稅

●將聘用外傭加入扣稅項目，並設最
高限額為55,000元，約等於聘請一
位外傭的全年工資開支

8. 以稅務優惠刺激租金調整

●以稅務措施介入租金市場，為減租
的業主提供利得稅扣減

其他建議

9.關注市民精神健康

●更聚焦及加強有關群組精神健康的
關注，同時擴大資源網，快速識別及
早發現與介入高危群組包括家庭照顧
者及失業人士的問題

新民黨倡財案開源加博彩稅
見財爺獻九策 建議政府經營開支減2%料省114億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港
大學計算機科學系研究團隊首創出一
款名為「Stay Alert Stay Healthy，簡
稱SASH」的安全警報器，透過物聯
網設備進行不同的偵測並提供實時資
訊，包括偵測出體溫異常的人士，顯
示人們有否佩戴口罩，以及從政府的
公開資料庫取得最新疫情資訊，例如
確診個案及強制自我隔離的個案地點
等，全面提升用家對新冠肺炎疫情的警覺性。
港大計算機科學系副教授黃君義和講師蔡綺琼率
領團隊，利用低成本的Raspberry Pi 4外置硬碟系統
構建SASH警報器。Raspberry Pi 4能提供警報器所
需的計算資源，以支援輕量級伺服器應用程式及對
內置傳感器接收的數據進行分析。至於SASH警報
器則配置LED燈、揚聲器及民用消費級別的熱像
儀，團隊特別為警報器開發應用程式，偵測周圍的
人的體溫是否有異常，以及有否佩戴口罩，也可從
公開資料庫中收集最新疫情資訊。
有別於市面上普遍使用的混合熱像儀，SASH警
報器僅搭配單一熱像儀，沒有配置任何RGB相機，

充分保障私隱。團隊收集及分析了超過一萬張熱影
像用作訓練高性能之機器學習模型，令警報器可在
其獲取的低解析度熱影像中偵測到佩戴了口罩及未
有佩戴口罩的人臉。團隊現正開發語音辨識及文字
轉語音功能，方便長者和視障人士取得資訊。
SASH警報器可以單獨使用，亦可以充當伺服器

及支援有用的應用程式，將不同的裝置連接。用戶
可以從遠端將警報器連接到智能手機或平板電腦
等，輕易取得實時資訊並監察警報器所在位置的環
境狀況。SASH警報器採用可擴展的設計模式，多
個設備可以互相連接及形成衛星網絡，有利於環境
數據的共享和監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明其
道）房屋委員會昨日舉行大會，
通過2020/21年度的機構計劃、
2020/21 年度的修訂預算及
2021/22年度的建議預算，並備
悉2022/23至2024/25年度的財
政預測。房屋署在會上透露，繼
東涌第九十九區一幢12層高公
屋將採用「組裝合成」建築法
（Mic）後，政府正物色第二幢
試用Mic的公屋。不過，有委員
在會上關注到Mic會否對建築成
本、時間造成影響；另有委員要
求房委會因應疫情，再提供紓困
措施，例如減免租金。

委員促寬免租金挺基層
房委會委員張達棠在大會上表

示，暫時未有足夠資料印證Mic
能夠有效減低建築時間；另一委
員招國偉提出同樣憂慮，指房委
會未來5年建築量較高，認為應
盡快檢討Mic的落成時間。招國
偉和另一委員柯創盛亦希望能夠
審時度勢，為基層帶來「及時
雨」，盼能夠對房委會旗下租戶
寬免租金，支援最基層。
房屋署代表回應表示，東涌
99 區 Mic 項目在第二季「回
標」，屆時會有更詳盡的建築成
本資料作分析和報告，並向房委
會建築小組交代。房署並透露，
會再挑選一幢樓高40層的公屋
大廈作為第二個Mic先導項目，

屆時亦會與業界包括承建商、組件供應商
等討論。
此外，房委會大會通過2021/22年度財

政預算及預測摘要。房委會表示，未來5
年的財政預算仍屬穩健，預計下一年度綜
合盈餘達80.2億元，而預算現金和投資結
餘預期會由2020年4月初約559億元，下
降至2025年3月底約499億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疫情持續
反覆，教資會昨日宣布增撥1億元經費，
透過「協作研究金」資助八大學者進行更
多集體研究，以應對疫情對香港社會醫療
體系、教育、商業運作及社會民生各方面
構成的嚴重影響，回應「新常態」下的挑
戰，預計新撥款可資助16個至20個中型
合作研究項目。
教資會及轄下研資局去年已撥出2.5億

元，推動大學進行與新冠肺炎及其他新型
傳染病相關的研究。香港文匯報近日率先
披露當中27個獲資助抗疫項目的名單，
涵蓋疾病機理、疫苗開發、病毒檢測、老
人疫下關懷、線上教學、假資訊等方面。
教資會主席唐家成昨日表示，透過去年
以及今次新增的1億元撥款，能鼓勵進行
更多應對疫情對香港社會影響的研究，更
特別希望八大學者能為疫下「新常態」對
社會及民生的影響作出回應，研究如何緩
和有關影響，以及香港從這次疫情復元過
來後，應如何為將來的新型傳染病作出準
備。研資局昨已邀請八大就新的撥款提出
申請，截止日期為2月22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姜嘉
軒）今年9月新入學的中一自
行分配學位階段昨日截止申
請，根據教育局資料顯示，
參加派位的小六生約有
53,250人，較去年同期減約
1,700人；而全港約有1.72萬
個英中中一學額，較去年少
400個，全港平均約3人爭一
席，激烈程度跟以往相若。
就教育局今年首次容許家長
以郵寄方式交表，有中學校
長表示，今年連同親身交表
及郵寄，預計共收約600份申
請，接近15人爭1學位，而
因應疫情仍然反覆，學校仍
在考慮是否落實面試安排，
不排除會改以拍片替代，呼
籲家長務必留意學校通知。
位於東區的張祝珊英文中

學截至昨日下午共收到逾

400份申請，該校有50個中
一自行分配學位，約8人爭
一學位；同區的中文中學、
中華傳道會劉永生中學亦受
家長青睞，共收到393份申
請，競爭該校40個自行分配
學位，接近10人爭一位。
至於灣仔區的聖公會鄧肇

堅中學，今年有41個中一自
行分配學位，校長戴德正昨
日回覆香港文匯報查詢時表
示，已收到589份申請表，
另預計還會有個別郵寄申
請，估計整體會收到約600
份申請，即接近15人爭1學
位。戴德正承諾所有學生均
會獲安排面試，學校目前暫
定於3月6日舉行，惟實際仍
要視乎當時的疫情狀況，預
計會在下月22日，即農曆新
年假期後再行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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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資會增撥億元研疫情

新民黨就財政預算案提九項建議

港大發明警報器 發燒無戴罩即知 升中自收生截表 擬拍片代面試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表示，目
前香港經濟環境非常惡劣，

政府面對龐大赤字，加上未能
控制疫情，百業蕭條，她相信
在農曆新年後本港的失業率
會持續上升，因此新民黨向
政府提出的9項建議包括開源
與節流的措施，以及如何回應
社會的問題。

促設半年失業救濟金
控制政府開支方面，新民黨指根據
去年財政預算案的預測，2021 至
2022年度的政府經營開支為5,681億
元，若政府部門減省2%開支便可節省約114億
元，相信騰出的資源可以回饋社會。
開拓收入來源方面，新民黨要求政府積極考

慮上調博彩稅及股票印花稅，如增加足球博彩
投注稅率由現有的50%至80%，賽馬投注稅率
亦由現有的72.5%增至75%。
協助各類有需要人士方面，葉劉淑儀指新民

黨與其他建制派政黨已有共識，要求
政府為失業人士提供6個月有時限
的失業救濟，每人每月獲6,000
元支援，不設入息審查並以個
人為申請單位，以簡化審批
程序。至於6個月的支援是
否足夠，她認為答案在於政
府：「如果能夠控制疫情，當
經濟重開，可能不需要6 個月
支援。政府有責任遏止疫情，讓

各行各業重生。」

聘外傭租金稅務冀扣稅
另外，新民黨亦建議兩項稅務寬

免，包括引入租住居所租金扣稅及聘請外傭稅
務扣稅。
被問及會否建議政府直接派錢，葉劉淑儀認

為當政府有大量盈餘才會與市民分享，但目前
政府並無條件派錢，故新民黨並不建議。
她又提到，陳茂波對新民黨整體建議表示會

考慮，而失業援助金方面政府亦會研究。 資料來源：新民黨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SASH警報器可從熱影像
中偵測到佩戴了口罩及未有
佩戴口罩的人臉。港大圖片

◀SASH警報
器。港大圖片

●●葉劉淑儀葉劉淑儀（（左左），），
陳茂波陳茂波（（右右）。）。

特 刊

佛教界啟建千僧萬眾祛疫祈福大法會
為社會「盡一份心 出一把力」

「佛教界千僧萬眾祛疫祈福大法會」由十二月初
八佛陀釋迦牟尼成道日（新曆1月20日）開壇，一連
21天至2月9日結壇。

是次祈福大法會由本港佛教大德香港佛教聯合會
會長寬運大和尚、香港僧伽聯合會會長紹根長老、寶
蓮禪寺方丈淨因大和尚、普門寺方丈道平大和尚、觀
宗寺方丈宏明大和尚、香港大學佛學研究中心資深顧
問衍空大和尚及東涌羅漢寺住持演慈法師聯合召集，
並得蒙旭日集團楊釗、楊勳居士及其同寅鼎力支持。
本港及內地漢傳、藏傳及南傳眾多道場積極響應，集
合僧人7000餘眾，由1月20日釋迦牟尼佛成道日開
始至誠誦經、拜懺、持咒21天。

漢傳道場將持念三佛四菩薩聖號；虔拜《梁皇寶
懺》、《大悲懺》；恭誦《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
經》、《妙法蓮華經》、《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佛說阿彌陀經》、《地藏菩薩本願經》；持念「楞
嚴咒」等經典及諸咒；藏傳道場將持念「大白傘蓋佛
母咒」；南傳道場將念誦巴利文經文Ratana Sutta，
祈願淨化大地，護佑人民。

佛教謂：諸法因緣生，諸法因緣滅。是次「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值得我們深刻反思，人類與大自然
眾生是相依而存、共生共榮的。佛經記載：一日，文
殊菩薩問佛陀，「世尊，一切眾生『界』是同一個
『世界』，我們不應殺生，是嗎？」佛陀回答，「是
呀！殺害眾生生命，如同人類自殺。對人類的一切傷
害，因破壞大自然而起」。所以，佛教主張「不敗自
然相，相應度無極」（《菩薩瓔珞經》），對於大自
然中的一切，我們應「慈愛於眾生，令各安休息」
（《佛說除恐災患經》），我們應愛惜環境、戒殺護
生，讓自然界的各類生命各安生息。

是次祈福大會將嚴格遵守防疫指引。所有參加寺
院及僧眾，分散在各自寺院及道場內舉行法會，不開
放予公眾參與，並且，寺院的常住法師之間保持充足
社交距離，同心抗疫。希望各位信眾，抽空以線上共
修形式，參與祈福大會。

在此疫境中，佛教界亦希望社會大眾，匯聚正念
力量，呼籲大家一同於開壇當日上午9:00至11:30，
在家線上共修，跟隨大會持誦三佛四菩薩聖號各108

遍，包括：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108遍）
南無消災延壽藥師佛（108遍）
南無阿彌陀佛（108遍）
南無大智文殊師利菩薩（108遍）
南無大行普賢菩薩（108遍）
南無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108遍）
南無大願地藏王菩薩（108遍）
為匯聚萬眾至誠同心祈願的無比願力，開壇及結

壇，大會亦誠邀大眾通過各個直播平台一同線上共
修，期望凝聚萬眾之力，慈心利生，眾善奉行，集結
善緣，期盼眾緣成就善果，並且以此修行功德迴向中
國內地及香港特別行政區，祈願「2019 冠狀病毒
病」早日消退，所有感染「2019 冠狀病毒病」人士
早日康復，所有抗疫同行者身體健康，吉祥如意。

開壇儀式：
20/1/2021（農曆十二月初八）上午9:00至11:30

結壇儀式：
9/2/2021（農曆十二月廿八）下午5:30-6:30

響應參與「千僧萬眾祛疫祈福大法會」香港道場
千華蓮社 大覺福行中心 西方寺 佛光山佛香講堂 佛國密乘中心
波卡具大悲佛法中心 東林念佛堂 東蓮覺苑 東涌羅漢寺 法雨精舍
法雲蘭若 長明精舍 明智佛舍 香港天童寺 香港菩提學會
香港華嚴佛學社 香港德瑪輪泰國佛寺 香港德噶禪修中心 香港觀宗寺 泰國佛堂
殊利大手印佛學會 國際聯密佛教慈航會 創古密宗佛教中心 當卡菩提佛學中心 圓明寺
圓覺禪院 慈山寺 慈航淨院 蓮池寺 噶瑪迦珠（香港）佛學會
噶瑪禪揚（香港）佛學中心 噶舉法盛林佛學中心 蘇曼迦舉佛學中心 寶蓮禪寺 歡喜地佛學活動中心
觀音講堂 （道場列表按筆劃序）

「2019冠狀病毒病」爆發已近一年，疫情至今仍然嚴峻，對全球社會民生造成沉重打
擊。國家各省市地區中，現時尤以香港的疫情較為嚴重。雖然政府幾度努力，然而第四波疫情
感染人數始終反反覆覆，居高不下。

香港佛教聯合會同寅秉着佛陀慈悲利他的本懷，發起「佛教界千僧萬眾祛疫祈福大法會」，
除香港佛教界漢傳、藏傳及南傳各寺院道場響應參與外，亦連結內地各省各市各佛教寺院合7000
多位僧眾共同為中國內地及香港祈福，包括五台山普壽寺、大乘寺、妙吉祥寺、江西大金山寺、
楊岐普通寺、曹山寶積寺及下院、西安清涼寺、河南少林寺、安徽二祖寺、褒禪寺、廣東千佛塔
寺、定光寺佛學院、川藏噶陀寺……藉着佛教不可思議的力量，為中國內地及香港「盡一份心，
出一把力」。集千僧萬眾一心不二的願力，祈願「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早日消退，染病確診
者早日康復，抗疫同行者身體健康，染疫離世者早得解脫，往生極樂世界。

參加線上共修的信眾，請觀看以下平台直播，
跟隨大會持誦：

香港佛教聯合會Youtube及Facebook:hkbuddhist
寶蓮禪寺Facebook:polin.monastery.page
西方寺Facebook:monastery.western.3
香港普門寺Facebook:hkbuddhism
香港觀宗寺Facebook:kcthk
東涌羅漢寺Facebook:東涌羅漢寺
慈山寺Facebook:tszshanmonastery
東蓮覺苑Facebook:TungLinKokYuen
佛光山佛香講堂Facebook:fgsibps
大覺福行中心Facebook:spgahk
創古密宗佛教中心Facebook:thrangu
佛門網Facebook:buddhistdoor
溫暖人間Facebook:BCWSHK
佛教愍生講堂Facebook:佛教愍生講堂

查詢：佛聯會2574-9371
enquiry@hkbuddhist.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