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中西文
化交融，是繁華的大都市，也有青翠的
自然風光和市井生活的一面，每年吸引
數千萬遊客到訪。香港的露天街市也是

一道獨有風景，一名韓國遊客開心地在
這兒拍起照來，檔主見狀不單沒有驅趕
，更即興在水中撈起兩隻螃蟹加入拍照
行列，逗得遊客開懷大笑。外國名店不
影也罷，這才是我們香港人的待客之道
，這張相片也會是推廣香港的一張最好
的名片。

本報記者 蔡文豪（圖）
虢 書（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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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發表教育政綱

絮絮花

【本報訊】行政長官參選人唐英年和梁振英，近
期都積極向選委拉票，爭取提名入閘參選。醫學界選
委楊超發表示，他從選民口中了解，業界傾向支持建
制派的候選人，認為二人熟識政府運作，反對派代表
只是 「陪跑」。至於選舉時會提名和投票支持誰人，
楊超發稱，需要等唐、梁二人推出政綱，但他甚為欣
賞唐英年提出醫療保險扣稅額。他又稱，稍後會聯同
其他醫學界選委再作問卷調查，了解業界的投票傾向。

【本報訊】去年在區議會選舉西環選區，以二十
四票之差落敗的民主黨候選人莊榮輝昨日向高等法院
提出選舉呈請。他聲稱，在翻查選民資料時，發現選
區內的七千多名選民之中，有二百多名有問題的選民，
佔選民總數百分之三，所以要求宣布當區選舉無效。

莊榮輝去年參選區議會中西區西環選區得到一千
六百三十一票，以二十四票的差距敗給民建聯副主席
張國鈞。他批評現時的選民登記十分兒戲，選舉事務
處未有妥善監管，已經向選舉事務處、警方以及廉署
舉報事件，至今未收到任何正式或書面回覆。

另外，在區議會美孚選區差七十多票落敗、公民
黨的王德全昨日亦向高等法院提出選舉呈請，指懷疑
有人種票及質疑當選人作出虛假陳述。

兩人向高院提選舉呈請

楊超發：醫學界支持醫保扣稅

待客之道 在於熱情

諮詢稿內開宗明義提到， 「社會的質素
取決於人的質素，人的質素取決於教育的質
素」，梁振英表明，會加大投資教育，但大
部分建議都沒有預算和目標。他提出推行免
費幼兒教育，即十五年免費教育，並在教育
統籌委員會屬下成立工作小組，研究具體實
施辦法，但學校可以選擇不接受資助。他亦
倡議逐步提高幼師的學歷，設立幼師的薪酬
制度，又會在全日幼兒教育上，為有需要家
庭提供援助。

檢討新高中及校本評核
至於中學方面，梁振英提出從兩方面減

輕教師和學生的負擔，首先是檢討新高中課
程和校本評核的教學策略、政策，適量增加
中學的行政支援和教師編制，但沒有明確數
字。他表示，會按學校的需要增加人手，確
保能分擔教師的行政工作。梁的教育政策顧
問、獅子會中學校長林日豐解釋，新高中學
制推行已有三年，有學校透露過不適應且
有壓力，因此現時是合適時間檢討並作出

優化。
針對 「雙非」兒童對香港的影響，梁振

英提出做人口變化的估算，及早規劃幼稚園
和小學的布局；另一方面， 「雙非」兒童來
港紓緩部分學校短期內收生不足的壓力，認
為可容許學校彈性決定初中班級人數，由三
十人至三十五人不等。對於收生不足的學校
，他建議學校採用一班約二十五人的小班教
學，但未有承諾將來不會殺校，只強調業界
需要穩定性。

收生不足校可小班教學
在高等教育方面，他提議增加資助專上

學額和私立大學學額，並增加大學生宿位和
科研經費，爭取在香港建立更多國家級重點
實驗室，為國家作貢獻。

在梁振英的諮詢稿發布會上，有記者質
疑其政綱沒有大刀闊斧改善教育導致的跨代
貧窮問題，梁振英解釋，公平接受優質教育
是基本要求，他提出免費幼兒教育、增加大
學學位等，都是解決的方案，提升整體教育
質素。他又表示，政府一方面增加青年升學
機會，另一方面增加產業發展，特別是在內
地主要城市發展的港人，若能由現時的三十
萬再增加三萬，便能提高社會流動。

他多次被問及國民教育科應否列為必修
科，以及加入敏感性議題時，都只重申要待
社會大眾討論，強調青年要加深對國家的認
識。他又稱，不會用生產總值來量度教育，
因為生產總值的波動較大，而他會盡最大努
力資助學生升學。

倡初中自訂每班人數

【本報訊】行政長官參選人梁振英
發表第四份政綱諮詢稿，提出其教育施
政理念，當中包括十五年免費教育，並
檢討新高中課程和校本評核，同時按學
校需要，適量增加中學的行政支援和教
師編制，減輕教師壓力，但承諾未來不
會殺校。他亦提出增加大學學位，相信
透過提升整體教育質素，有助解決跨代
貧窮的問題。

梁振英的行政長官競選辦公室，由前教育統籌局
局長羅范椒芬任競選辦主任，昨日在梁振英教育政策
諮詢稿發布會上，羅范椒芬經常為梁振英解釋教育政
綱，在教科書昂貴的問題上，她解釋，因為人口下降

、科目減少和學校級別收窄，都令教科書的成本上升。她提出，可
以分批要求有關部門遞交書本作審閱，政府亦會向有困難的家庭提
供津貼，希望相關者坐下商討，相信能找出解決方案。

羅范椒芬於政府教育架構任職高層逾十年，現今多項教育政策
都經其手。梁振英被問到教育政策不如土地和房屋般有重大改革，
是否擔心會推翻羅范椒芬過往所定下的政策，他稱政綱中已提出改
革，但希望教育改革稍為減慢，讓業界休養生息。

【本報訊】台灣大選進入倒數階段，西九新動力
主席、立法會議員梁美芬在選前決勝一周，率領十多
名西九新動力成員及區議員，走訪多場造勢晚會和競
選活動。梁美芬表示，此行體會到台灣政黨競選策略
的成熟，以及民眾參與政治的熱情，取得了寶貴的經
驗。

在走訪的多場造勢活動中，其中以國民黨於七日
在新北市板橋舉行的馬英九造勢晚會最令考察團印象
深刻，體會到政黨動員力的強大，大型活動安排的精
細，以及候選人精湛的演說能力，均顯示出台灣政黨
參選的成熟程度，讓香港政界借鏡。

梁美芬表示，今次特意安排於選前周末、周日到
訪台灣，考察了藍綠兩黨多場關鍵的大型造勢活動，
了解到大型競選活動的陣勢，接觸到花樣繁多的文宣
品，上了寶貴的一課。她說，知悉馬英九走訪了多個
大小競選活動，有感他身體雖然十分疲倦，但仍堅持
以最佳狀態在晚會向群眾發表講話，這種參選從政的
堅毅精神，給予每位從政者很大的啟示。

另外，梁美芬表示，在過去幾日的觀察發現，不
管是藍營還是綠營，競選造勢活動中，群眾都很少用
粗鄙行徑或言語去表達，取而代之的是溫文、理性兼
具創意的拉票活動，反映台灣選舉文化的正在改變。

梁美芬赴台觀選收穫多

羅范助解釋政綱

梁振英教育政策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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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算人口的變化，特別是 「雙非」 兒童來港就讀的影響
，及早規劃幼兒園和小學的布局

推行免費幼兒教育，並在教育統籌委員會屬下成立工作
小組

就全日幼兒教育的需求向全職家庭提供適切的援助

逐步提高幼師的學歷，並設立幼師的薪酬制度

為少數族裔幼兒提供中文學習支援

關注和紓緩小六學生的考試壓力

檢討高中新課程的內容和校本評核的安排，適量增加中
學的行政支援和教師編制

容許學校更大彈性決定初中班級人數（30至35人）

因種種原因，收生仍有困難的學校可以利用小班教學
（25人），專心教導需要特別照顧的學生

檢討融合教育的成效，加強對學校的支援

研究解決國際學校供不應求的可行方案

設置 「中文為第二語言」 的課程和評核標準

檢討大學資助委員會與研究資助委員會的職能及資源分
配準則

增加資助專上學額和私立大學學額

增加大學生宿位，支援大學四年制和國際化的發展

增加大學科研經費，爭取在香港建立更多國家級重點實
驗室

支持香港優秀的學者參與國家和國際組織的重點研究項
目

重啟配對基金，鼓勵社會資源支持大學教育

研究成立優質的私立大學，吸引國內外人才

在社會上推動尊師重教的風氣，吸引優秀人才加入教師
行列

關注教科書的價格，研究減低出版教科書的成本

【本報訊】香港稅務學會建議，
政府於新一個財政預算案，應該改善
營商環境的措施。學會建議將鼓勵企
業投資於科研發展方面的扣除由百分
之一百增加至百分之一百五十，同時
又建議調整薪俸稅稅階，由現時的四
萬元增加至五萬元。此外，學會又建
議提供稅務優惠予個人納稅人；加強
稅制的公平性、明確性與透明性的措
施；擴闊稅基；增加政府醫療護理方
面的開支。

在改善營商環境措施方面，學會
提議將現時鼓勵企業投放資金於科研
發展方面的百分之一百扣除，提升至
百分之一百五十。又建議新考慮虧損
回扣的提議，如本年虧損可轉回及抵
銷上一個課稅年度的應課稅利潤。

就提供稅務優惠予個人納稅人方
面，建議調整薪俸稅稅階，由現時的
四萬元增加到五萬元，維持其他免稅
額不變。從而將可以於不縮窄稅基的
前提下，減輕納稅人，尤其中產人士
的稅務負擔。

在加強稅制的公平性、明確性與
透明性的措施方面，學會建議就進料
加工企業，購買在內地使用的機器設
備的稅務寬免方面進行改善。學會認
為，現時進料加工企業的利潤必須全
部在港繳納利得稅，但企業購買在內
地進料加工廠使用的機器設備的成本
，卻不予任何稅務寬免，有欠公平，
因盈利要計入稅務範圍，但卻不准計
入折舊因素。

擴闊稅基方面，由於現時本港稅
務政策無可避免地會與土地或房屋政
策掛鈎，但該等政策的轉變所導致的
價格上升亦會影響社會穩定性及造成
經濟問題。建議為保持穩定的財政收
入，香港應盡快研究及找尋方法擴大
稅收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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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早前社聯訪問五百多名需要特別照
顧的長者、殘疾人士及少數族裔，更發現有八成四
受訪者在港消費時都曾遇上困難，當中有兩成九受
訪者更曾因身體障礙被奸商騙財。社聯認為，應大
力向社會推廣無障礙消費，加強員工的訓練。

社聯在去年十月至十二月訪問了五百一十二名
長者、殘疾人士及少數族裔，當中八成四受訪者均
在消費時遇上困難，其中四成一受訪者說，出外消
費時遇到服務員態度惡劣，亦有三成七受訪者表示
難於與服務員溝通。在受訪者當中，更有兩成九人
曾遇上不誠實商戶，其中視覺、聽覺及言語有困難
人士被騙的百分比較高，分別約佔三成五及四成，
例如有視覺困難人士曾以正價購買過期甚至二手月
餅，亦有人被小檔主欺騙，購買一大袋爛生果。

向盲人售過期月餅爛生果
「龍耳」創會委員邵日贊表示，有朋友曾因大

型連鎖餐廳職員嫌麻煩，拒絕耐心溝通而被迫購買
多一杯奶昔。殘疾人士每天也會消費，但往往被商

店歧視，路向四肢協會副主席羅偉祥指出以小商戶
尤其嚴重： 「八成街邊舖頭無斜路比傷殘人士入去
，有時店員都不喜歡我們坐輪椅，會覺得我們阻住
做生意，我們有時想試衫試鞋，他們都不願意招呼
我們，無形歧視好嚴重。」另外，受訪者亦面對溝
通、消費環境不安全等問題，不過，在受訪長者中
，有三成五表示從未遇到不公平對待，較整體的一
成六為低，社聯認為反映長者友善計劃推廣多年，
在香港已見成效，不過認為香港商戶對有障礙人士
的服務仍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社聯行政總裁方敏生指出，有眾多消費障礙中
， 「服務態度惡劣」及 「難以與服務員溝通」分別
佔四成一及三成七，反映服務態度才是消費障礙的
主因。為解決受訪者的消費需要，社聯滙豐社會企
業商務中心在工業貿易署 「中小企業發展支援基金
」的撥款資助及獲得接近三十家商會、組織、社福
機構與大學代表的支持下，宣布推出 「無障消費
計劃」，提升商戶的無障礙服務水平和企業的競
爭力。

三成人曾因殘障購物被騙
殘障人士被欺負例子

●視障人士曾經以正價購買過期或二手月餅。
●視障人士曾經獨自去買生果，卻買了一袋爛
生果。
●職員為視障顧客引路時，多次大叫 「小心盲
公竹」 ，令他們感到受辱。
●有輪椅使用者到商舖購物，被職員呼喝：
「你走呀，唔做你生意呀。」
●貨架太高，輪椅使用者不能觸及貨品，而職
員卻拒絕加以協助。
●少數族裔被商店職員多次提示貨品價錢很貴
，令他們覺得不受尊重。
●售賣快將過期或經已過期的藥物予長者。
資料來源：社聯

▲特首參選人梁振英公布教育政綱，倡議推行免費幼兒教育，並讓中學有更大彈性決定
初中班級人數 本報記者林良堅攝

▶楊 超 發 表
示 ， 會 再 進
行 民 調 了 解
選民的意願

本報記者
陳錦輝攝

▲梁美芬率團觀摩台灣 「二合一」 選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