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關注組推選校錦囊
團體踢爆另有目的

二〇一二年九月十五日 星期六A15港聞責任編輯：蔡向陽

梁愛詩歡迎解決雙非問題
【本報訊】律政司司長袁國強日前在廣州出席香港法律

服務論壇時表示，特區政府正研究 「雙非」問題解決方案，
並尋找英國資深大律師意見。

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昨日出席香港工商界婦女慶
祝國慶活動時回應表示，從各個渠道去考慮如何解決雙非問
題是一件好事。

【本報訊】對於警務處副處長李家超獲
委任為保安局副局長，警務處處長曾偉雄出
席一個公開場合時表示歡迎，又指李家超服
務警隊三十多年，有豐富的管理經驗，警隊
未來應與李家超有緊密合作，強調警隊重視
人員培訓，亦具備足夠人手接任崗位。

另外，他又指，由原本打算於二○一五
年處理將將軍澳分區升格為獨立警區，但基
於社區人士的訴求，處方已提前與政府研究
。他又指，現時將軍澳分區有三百名人手，
若升格為獨立警區，人手可能要增加，但需
要再研究，暫時未能確定。

對於有報道指一名黃大仙警署的警員，

涉嫌擅自取去一名已過身長者的提款卡，竊
去對方銀行內的存款。曾偉雄強調，警隊對
所有人員有嚴格的品格要求。他說： 「警隊
對於所有人員的操守，品格都有嚴格的要求
，對於所有違法的行為，罔顧綱紀的行為，
我哋會嚴肅處理。」他又補充，警員的欠債
程度於過去十年已有改善，由過去高峰期時
有三百多人，減至現時有八十多名難以應付
欠債的警員。

22%市民滿意立會選舉結果
【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今屆立法會選舉剛於九月

九日結束，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的最新調查顯示，
有二成二市民滿意選舉結果；表示不滿意的則有二成七，四
成五的市民對選舉結果的滿意度為 「一般」。

而新一屆立法會激進勢力抬頭，對於政府政策將要在新
一屆立法會通過的難易程度，四成五的受訪者表示政策通過
會 「比之前難」；覺得 「同之前差唔多」的有四成；表示會
「比之前易」的只有百分之八點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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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票」是什麼？怎樣配？立法會選
舉過後，反對派中人沒有為自己的落敗好
好檢討原因，反而咬着建制派不放，說是
「由於建制派 『配票精密』」所致。宇文

劍摸不着頭腦的是：票，到底是怎樣 「配
」的？又如何 「精密」法？

常稱自己為 「泛民」的人，經此選舉
一役，又暴露了他們原來完全不懂什麼是
民主。民主並不單一，是多元的，單靠
「配票」就能贏得選票嗎？若然，在代議

政制下，議會也容不下不同政見的極少數
者內進。民主選舉的過程是艱巨的，若單
靠 「配票」就能當議員，那麼， 「熟知」
民主的所謂 「泛民」為什麼不早 「配」？
要讓他們定性為 「全無民主」的建制派
「配票成功」？這是其一。

其實， 「配票」的確有其事，但票並
不是由參選人來 「配」，而是由選民來
「配」。舉例說，一家三口，爸媽阿仔共

有六票（今屆每人有兩票），他們於投票
前開了個家庭會議，決定分散投票給三人
都心儀的一個政黨中的參選人，即是不集
中投給同一個人，這樣便不會出現一個參
選人票太多，而另一個票不夠的現象。至
於黨派本身，頂多在選舉前 「拜票」，即
多做宣傳，呼籲選民多投給哪一張名單，
如此而已。這並無不妥，如何叫做 「精密
配票」？這是其二。

把公眾視線轉移到 「建制派精密配票
」中去，正因為反對派平時懶得做地區工
作，只懂空喊民主，自知理虧，因而亂指
建制派 「只靠配票」，企圖抹殺建制派平
時的地區工作成績，掩蓋自己 「不知民生
」的死穴。這是其三。

上次區議會選舉，反對派失利，已證
明他們疏於做地區工作。有大狀參選人責中聯辦 「操
控選票」。不記名的投票，誰能操控？身為大狀，在
毫無證據之下捏造事實，已經令 「大狀黨」的票源
流失，如今反對派重蹈覆轍，又把失利諉過於
人。

不去認真反省失敗原因，下屆選舉
勢將輸得更慘！

【本報訊】對於有報道稱，行政長官梁振英向各政策局
發電郵，要求交出上任一百天內可出台的民生政策，協助新
政府盡快取得民心。行政長官辦公室（特首辦）昨日發聲明
回應說，今年八月初，為籌備施政報告，特首辦一如以往向
各政策局發出電郵，邀請各司局提出政策建議。未來，行政
長官會繼續實踐競選承諾，急市民所急。

特首辦回應說，為充分諮詢新一屆的立法會議員，特首
早前已宣布施政報告會由今年十月延至明年一月發表。在這
段期間，特首會按照一貫 「成熟一項推一項」的施政方針，
回應社會訴求，因此亦在上述電郵中，邀請各司局提出較短
期內可落實的政策建議。

事實上，在各政策局和公務員同事的配合和協調下，新
政府上任兩個多月以來，已經宣布五大政策措施和推出六項
重要民生工程。未來，特首會繼續實踐競選承諾，急市民所
急，帶領香港 「穩中求變」，問責團隊和公務員同事也會繼
續齊心合力，服務市民。

高級公務員協會主席郭志德表示，公務員有責任改善社
會，不認為梁振英的做法會對部門構成壓力，或者破壞政策
醞釀的機制。理工大學社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鍾劍華認為，
梁振英希望集思廣益屬正常，但不應讓人覺得急於推政策，
目的是挽回民望。他認為，梁振英應要求各政策局，定期到
行政會議交代進度，由行會提更多意見，將較明智。

特首辦按慣例邀請
各司局提政策建議

廉署接112立會選舉投訴
【本報訊】身在北京的廉政專員白韞六昨日表示，截至

本周三，廉署收到一百一十二宗有關立法會選舉的投訴舉報
，較上屆選舉的三百零四宗投訴少，但不排除會收到更多個
案。

白韞六前日首次以廉政專員身份到訪港澳辦。他昨日在
北京表示，這次是禮節性拜訪對口單位，包括與港澳辦副主
任張曉明會面，向他介紹廉署工作，匯報一般貪污數字。

【本報訊】記
者張綺婷報道：候
任立法會教育界議員

葉建源表示上任後會繼
續爭取撤回國民教育科

，不排除以私人條例草案形
式阻止政府推行。至於會否推動中
、小學罷課，甚至於立法會拉布，

他稱這些都是最後手段，會傾向採取其他方法。
政府早前回應社會訴求，取消國教科三年開展期

及抽起指引中 「當代國情」部分，不過葉建源昨日與
傳媒茶敘時提到，政府的修訂仍留有 「好大後着」，

又將責任推給學校，為學校及前線教師帶來困擾。他
打算以私人條例草案形式阻止政府推行國教科；又謂
雖然在分組點票中通過有難度，不過泛民議員已取得
共識，所以仍然會做。

至於會否組織中小學罷課，葉建源認為罷課是最
後手段，需要再收集意見，罷課之前仍可以有不同形
式爭取。談及有政黨計劃在新一屆議會拉布，他說
「拉布是一種方式，沒有對錯，但可能要付出代價，

因為會影響議會討論其他議題。」他表示拉布要看情
況，否則會妨礙議會運作。

爭取撤回國民教育以外，葉建源說會推動十五年
免費教育以及中學小班教學，稱這些均是梁振英競選

特首的承諾，他希望梁振英履行。他認為政府說推行
小班教學會帶來額外支出的說法不合理。

問到如何評價教育局局長吳克儉上任兩個月的表
現，葉說吳克儉身處國教爭議中， 「處境困難，這段
時間表現比較令人失望。」他又認為吳克儉缺乏前線
經驗，較少與前線教育員工接觸；若然政府要委任教
育局副局長，必須為一位政治中立及熟悉教育的專業
人士，可以補局長的不足之餘，亦可重建市民對教育
局的信心。

身為立法會新丁，葉建源坦言對立法會事務仍不
太熟悉，不過已有打算加入教育及政制事務委員會。
至於會否加入黨派，他表示至今仍未收到任何邀請，
亦沒有任何黨是首選。他強調入黨派是一個重大承諾
，現在仍未有決定， 「獨立議員亦可發揮不同作用」
。他直認對政黨的期望是比較高， 「政黨應與一般壓
力團體有所不同，不能只有政治表態」。

【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新一屆立法會下月
十日開鑼，一眾候任建制派議員今日將首次開會，商
討未來的合作大計。政府方面也不敢怠慢，政務司司
長林鄭月娥昨日去信全體候任議員，向他們介紹政府
自七月以來宣布的一系列改善民生措施，並已指示相
關決策局與有關事務委員會聯絡，安排會議向議員提
供有關措施的詳細資料。不過，反對派則繼續 「擺款
」，杯葛出席行政長官周一舉辦的午宴，但至昨日為
止，已有四十名候任議員答應出席。

反對派 「擺款」 杯葛特首午宴
建制派在立法會會期開始前首次碰頭，據了解，

出席者包括：民建聯、經濟動力及個別獨立議員。
有份牽頭的民建聯主席譚耀宗接受查詢時表示，
今次碰頭的目的是希望交換一下意見， 「摸下底
」，探討將來有什麼合作空間。

至於民建聯各候任議員在新一屆立法會如
何分工，譚耀宗表示，民建聯稍後會再開會商
討，各人會就不同政策擔當發言人。另外，對於
曾鈺成早前曾經表示，若再當選立法會議員，會

再角逐立法會主席一職，譚耀宗說，現時曾鈺成正
身處外地，會尊重曾鈺成的意向。至於內會、財會正

、副主席人選，仍有待醞釀。
另外，政府各政策局官員已分別約見相關議員作

積極溝通。林鄭月娥昨日致函新一屆立法會候任議員
，祝賀他們當選，並期望政府同事在未來四年與立法
會全體議員衷誠合作，共同為香港市民謀福祉。

林鄭月娥又表示，行政長官梁振英十分重視行政
與立法的關係，這亦是她曾公開承諾的工作重點之一
。新一屆立法會開始後，梁振英會第一時間，即下月
十七日出席立法會會議，檢視政府首三個月工作進度
，並闡述管治理念、施政方向和明年的工作重點。

為回應社會上的急切需求，林鄭月娥重申，本屆
政府在處理改善民生措施上，會成熟一項就推一項。
儘管市民大眾密切期待惠民措施盡快推出，政府會尊
重和維護立法會的審議程序。她已指示相關決策局與
有關的事務委員會聯絡，安排會議，向議員提供有關
措施的詳細資料，然後向立法會申請所須的批准。

另外，行政長官梁振英將於星期一宴請新一屆候
任立法會議員，現時已有四十位議員答應出席，但反
對派則例牌 「擺款」，其中公民黨昨日去信回覆梁振
英，指該黨六位議員將不會出席午宴，並要求盡快就
國民教育科議題，安排與反對派立法會議員舉行正式
會面。

建制派議員今商合作大計
林鄭指特首重視行政立法關係

「國民教育家長關注組」昨日召開記者會，公布
他們炮製的 「小一家長拒絕國教科選校錦囊」，又定
於本月底舉辦全港家長和校友關注國民教育群組交流
大會。

其選校錦囊建議家長在參加學校開放日或簡介會
時，觀察及詢問學校對推展國教科的取態，例如學校
參與內地交流團的性質，有否成立國民小先鋒等制服
團隊，留意校內展板有關中國國情專題的內容等。

家長關注組發起人陳惜姿一方面稱小朋友有必要
了解國情，承認了解國情的重要性，一方面又呼籲家
長勿選推展國教科的學校，又要謹慎選擇內地交流團。

恐嚇方式誤導家長
對於國民教育家長關注組推出的小一選校錦囊，

油尖旺區家長教師聯會會長李偲嫣極為憤慨。她稱，
現階段政府已經做了兩件事，第一由學校自決，第二
抽起 「當代國情」，她讚賞政府的做法，能夠聽取民
意， 「但現在關注組提出拒絕國教科選校錦囊，如此
搞破壞，為什麼不給政府時間去修改政策，完善課程
？」

李偲嫣批評，關注組的做法是要犧牲家長學生的
利益去達到其他目的， 「第一，誇大事實，教唆家長
去抵觸一個尚未完全推行的科目，將推與不推的學校
進行標籤，這對學校、教師、家長都很有壓力，但以
此來達到他們自己的目的，這是極為自私的表現。第
二，誤導家長，很多家長尚未完全了解政策，卻已被

關注組誤導，造成心理上的另類恐怖，香港要保留自
己的文化意識，但不能忘記我們都是中國人，不能以
恐嚇的方式去誤導家長。」

李偲嫣續稱，如果是選校錦囊，是否應該有學校
各方面科目資料介紹？一個學校如果開設國教科，不
代表這個學校有問題，不能以此來斷定一個學校是否
適合自己的子女！而且，不能忽略的一點是，這一科
不僅是國教科，更多的是德育科，相信沒有人會質疑
德育的重要性。

觀塘區家教會聯會主席奚炳松表示，要質問關注
組此舉目的是什麼？到底是想幫學生還是害學生？這
樣的做法是對學校，對教師的一種傷害。 「如果家長
想與學校交流科目設置的事項，我表示贊同，但關注
組現在這樣做很不尊重學校，給學校和教師很大的壓
力。其實有很多教師如果看到教材中有些內容過不到

自己這一關，他們自己會做出取捨和決定，教還是
不教，家長應該尊重學校和教師的專業意見，但如
果開了國教科就不選這個學校，這是很不理性的表
現。」

東區家教會聯會主席趙明亦稱，家長要注重的是
學校是否適合自己的子女發展，根據學業水平高低、
教學風格等來選擇，要對學校和教師的專業性有信心
，相信學校和教師對國教科的判斷，相信他們的選擇
，放鬆心情，相信家長會以一個理智的態度來選擇學
校。

雖然政府已表明學校可自決開設 「德
育及國民教育科」 ，但國民教育家長關注
組昨如期推出小一拒絕國民科選校錦囊，
標籤開設國民科的小學。關注組發起人陳
惜姿認為政府的讓步是不負責任的表現。
油尖旺區家教會會長李偲嫣怒斥，選校錦
囊誇大事實，誤導家長，批評反對團體不
應利用家長、學生來達到其他目的。

本報記者 潘婷婷

警研將軍澳分區提前升格

葉建源：或以私人條例阻國教葉建源：或以私人條例阻國教

▲葉建源

▶警務處處長曾偉雄（右）稱讚李家超
（左）可勝任保安局副局長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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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耀宗透露建制派
立會議員今聚首，商
討未來合作大計

▶林鄭表示，特首重
視行政與立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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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偲嫣批評，
關注組推出所謂
選校錦囊有其他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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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組發起人
陳惜姿（左）承
認小朋友有必要
了解國情

本報記者
潘婷婷攝

◀梁愛詩
表示，多
渠道考慮
解決雙非
問題是一
件好事
本報記者
林良堅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