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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有責解決北區學位問題 厚顏狡賴才是菲文化？

社 評 井水集

新界北區家長為子女爭報幼稚園的
事態有越演越烈之勢。事件的發生，反
映了數方面的問題，包括教育局工作缺
乏預見性、訊息發布不及時，以及家長
盲目 「搶位」 產生羊群心理效應，都值
得相關各方認真予以檢討和改進。

事實是，即使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前
天公布了新界北區、粉嶺、屯門、大埔
等幾個區的具體學位數字，問題仍然沒
有得到解決，因為所公布的數字沒有清
楚列明計算方法，且經不起推敲；如新
界北區，局長數字，區內幼稚園K1學位
有四千個，明年入學的三歲學童是四千
人，如此正好供求相若；但傳媒根據統
計署數字自行計算，明年新界北區的三
歲人口為二千五百多人，如此局長口中
的四千人，只有一千五百個是 「雙非」
學童，但二○一一年在港出生的 「雙非
」 嬰人數達到三萬，只有百分之五會來
港上學，估計顯然是偏低以至不切實際
的。如此缺乏說服力的數據，怎能叫家
長信服，幼稚園門前的人龍又怎能不越
排越長呢？

因此，當前急務，是教育當局必須
對新界北以及鄰近地區的幼稚園學位供

求情況來一個全面、細緻、準確的評估
，如果區內學位確是不足，就要坦誠面
對及公布，不能用一些籠籠統統、似是
而非的數字去搪塞，甚至寄望報名表快
些派完，就可萬事大吉。

對此，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昨日指
出：新界北學位供求相若，實際上就是
一種緊張狀態，當局希望區內幼稚園多
利用一些空置班房，以及可以租用更大
的地方來增加學位的供應。

林鄭這一說法就是實事求是和具可
行性的。眼前，針對新界北幾乎已經可
以肯定學位供不應求的事實，有人提出
了 「統一招生」 的辦法，也有人提出了
「先原區、先本地、後跨境」 的建議，

這些方法和建議未必不可考慮，但都屬
「遠水難救近火」 ，而且，所謂 「先原

區、先本地、後跨境」 的做法並不合理
。相比之下，林鄭司長提出來的盡量利
用空置班房以及租用更大地方，則是一
個更公平和更合理的做法，即不分什麼
原區、本地或跨境，都應盡量為他們提
供區內學位，解決上學問題。

而為了達到此一目標，特區政府應
「特事特辦」，由於適齡人口的變化，區

內中小學可能會因 「縮班」 而出現空置
班房，只要內部改建，換掉書桌、椅子
，增設玩具、圖書，就不難可以暫作幼
童上課之用，超額小學老師也可暫代課
。至於有辦學團體願意租用較大地方提
供更多學位的，當局不妨提供租金津貼
，爭取擴校馬上成為事實。如此新界北
區學位供應可以即時增加，需求都可以
得到滿足，豈不阿彌陀佛、善哉善哉。

事實是，本港幼稚園全屬私營，由
團體及私人開辦，但供求管理、統籌兼
顧，仍是教育當局不可推卸的責任，更
何況近年推行幼稚園「學券制」，當局更
應負起監管的責任。而更重要的是，眼
前新界北區幼稚園學位需求壓力大增，
確與「雙非」童跨境入學有關，但一來 「
雙非」 童在港出生，依法有在港入學的
權利，二來問題並非自今日始，更不是
突然天上掉下來，前數年每年達二、三
萬的「雙非」孕婦來港產子，已經 「預告
」 了今日大批「雙非」童跨境上學現象的
出現，教局就應早為之計，妥為協調和
部署，何以要到今日才如夢初醒？而且
，連預算中的跨境學童問題也解決不了
，如又何可以做什麼「教育產業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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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長官梁振英表示，在剛過去的周一與
菲律賓總統阿基諾三世，在印尼峇里就討論馬
尼拉人質事件作正式會面。梁振英表示，他在
會面中轉達了死者家屬和傷者的四點要求；他
亦向阿基諾三世表示，不解決事件，會繼續影
響香港和菲律賓之間的關係。因此，阿基諾三
世同意派出菲律賓部長級官員與特區政府官員
正式商討事件，雙方會盡快展開會談。不過，
菲律賓傳媒報道，阿基諾三世表示就人質事件
表示哀悼及深切遺憾，但不會致歉，認為事件
應由槍手負全責，並聲言因他人的錯而道歉並
不是菲律賓的文化。

本報記者 張綺婷

菲同意就事件展開會談
梁振英昨日先後兩次會見傳媒談到菲律賓人質事件。

梁振英說就本港社會有意見希望國家 「出面」幫忙解決，
他在日前與國家主席習近平會面時，已向習近平報告死者
家屬和傷者的處境和要求；而連日來中國外交部亦就事件
有所表態，在國家支持下，特區政府會努力處理事件。他
又主動提到，周一第一次見到阿基諾三世時，他向阿基諾
三世指出，人質事件 「一日不解決，一日都會繼續影響香
港與菲律賓之間關係的正常發展」。因此要求阿基諾三世
在亞太經合會議期間雙方正式面談，於是安排了當日下午
有一場正式的會面。

梁振英說，他和政府兩名官員與菲律賓政府七位包括
部長級的官員會面；他在會上轉達了死者家屬和傷者的四
點要求，即道歉、賠償、懲處和保證同類事件日後不再發
生。而菲律賓政府認為事件從他們的角度來看已經解決，
梁振英表示反對，並提出特區政府派出高層官員，以及菲
律賓派出部長級官員，雙方就這件事展開正式商討，得到
阿基諾三世同意。

梁振英形容有少許進展
被問到為何會面的事要隔日公布，梁振英說政府與政

府之間的會談，要得到雙方同意才公開。政府的目標是通
過與菲方商談，盡快滿足死者家屬和傷者的要求。不過他
強調，人質事件在兩個政府接觸後 「有少許進展」，但不
能因此 「有太早的期望」，特區政府會盡一切努力繼續跟
進。

至於有家屬和傷者希望與菲律賓政府能夠直接對話，
梁振英表示知悉，重申家屬和傷者的訴求是政府的工作目
標。他又說事件在過去三年都未能夠好好解決，說明事件
並不容易，希望透過政府不斷爭取，可以取得正面的發展
來回應家屬訴求。

另外，菲律賓的官方電視台昨晚曾播放阿基諾三世與
梁振英會面一小部分的片段。菲律賓傳媒則報道，阿基諾
三世與菲律賓傳媒會面時，表明不會就人質事件致歉，指
事件中犯錯的只是槍手一人，如果菲律賓政府道歉，等同
承認國家、政府及人民犯錯，他只肯再次就事件表示遺憾
。阿基諾三世又引述梁振英曾以南丫海難作例子，指出香
港官員會為不幸事件道歉，但阿基諾三世回應這只是港人
的文化，不是菲律賓人的文化。阿基諾三世同意安排菲律
賓駐港領事或司法部長德利馬與死者家屬見面，解釋菲方
的調查進度和法庭程序。

【本報訊】行政長官梁振英昨晚從印尼返港
後表示，此行可以向各國介紹香港作為國際金融
中心的角色，亦安排與東盟的國家領導人進行雙
邊會談，爭取早日和東盟簽署自由貿易協定， 「
有一定收穫」，政府會積極跟進。

梁振英表示，他在APEC會議上提出，香港金
融市場水平很高，將為促進區域金融經濟發展作
出貢獻。而亞太地區有比較好的合作關係，加上
東盟重要性亦日漸壯大，香港與東盟的關係密切
，若香港可以爭取與東盟簽署自由貿易協定，會
「大有裨益」。政府會努力跟進，結合施政報告

的內容，適度有為發展香港經濟。
而梁振英在昨日早上在印尼峇里會見傳媒時

指出，自己在會議上發言時論及貿易自由化，梁
振英形容 「香港亦是相當有優勢的」。他指出香
港一直以來，無論是商品貿易或是服務貿易都是

相當自由的；在這一方面趁着世界各國，或是亞
太經合組織的成員國和成員地區的經濟體都提出
要求區內以至世界的服務貿易和商品貿易進一步
自由化的時機，香港應該把握機遇，強調自身經
驗、優勢，以及未來所能扮演的角色。

此外，梁振英又向東盟各國的領導人爭取香
港和東盟簽署自由貿易協定。他表示，在APEC期
間，除了參加一些多邊會議，自己亦和五個國家
的領導人有雙邊會面，會面的目的都是推進兩地
之間的經濟合作。

梁振英昨日亦發表網誌，指將於今年稍後時
間，赴北京參加京港合作會議，拜訪中央主管金
融的部委，並會於年底再次赴北京述職。他表示
，述職期間，會再次向國家主席報告特區政府對
於配合國家經濟發展的具體想法，希望得到中央
的支持。

港力爭與東盟簽自貿協定

特首晤菲總統
提人質家屬訴求

【本報訊】對於香港特區政府與菲律賓政府將
就三年前的人質事件展開會談，殉職領隊謝廷駿的
哥哥謝志堅認為是一件好事，但批評菲律賓總統阿
基諾三世堅持不道歉，是不負責任。生還者易小玲
表示，期望可以尋求中央政府的協助，要求菲律賓
回應他們道歉及賠償等訴求。

期望會面有實質成果
謝志堅認為，特區政府和菲律賓當局將就人質

事件展開商討，是一件好事，算是一個進展，希望
會面能有實質成果，但對於菲律賓總統阿基諾三世
堅持不會就事件道歉，謝志堅說，連菲律賓司法部
的報告，都明確指出當地官員在處理事件時嚴重失
職，導致慘劇發生，他批評
菲律賓政府一直迴避，是不
負責任，不能接受阿基諾指
菲政府毋須為槍手的行為負
責。

謝志堅又說，家屬提出
的四項訴求，即要求菲律賓
政府道歉、跟進事件作出賠
償、要求涉事者負責、並承
諾未來在菲旅遊提供足夠的
人身保障，都與早前台灣漁
船槍擊案中死者家屬所提出
的訴求，幾乎一模一樣，認
為菲政府應效法對台灣槍擊

案的做法，不應漠視港人訴求。
易小玲說，期望會面有實質進展，回應道歉及

賠償等訴求，但她對此沒有太大信心，因為菲律賓
過去三年來，都沒有實質行動，連一句道歉都沒有
，期望可以尋求中央政府協助。對於阿基諾三世說
，事件應該由槍手門多薩一手負責，不會為他人的
錯誤而道歉，易小玲批評，阿基諾推卸責任，因為
當日拯救行動出錯，才會導致如此多人死傷，菲政
府無理由沒有責任。

議員狠批菲諉過於人
旅遊業議會總幹事董耀中說，支持政府繼續向

菲律賓發出黑色旅遊警示，希望菲方向人質事件的
死者家屬及傷者道歉及賠
償。

立法會議員林大輝亦
對阿基諾拒絕道歉表示憤
怒，狠批菲方不負責任，
嚴重破壞菲港兩地關係，
作為一國總統，必須為全
國事務負責，任何在菲律
賓國土發生的事，都應一
力承擔，而不是諉過於人
，但阿基諾三世竟回應 「
不會就他人的錯道歉」，
完全是有失國體，沒有承
擔可言。▲謝志堅 ▲易小玲

謝志堅
易小玲轟阿基諾卸責

阿基諾拒道歉僅稱遺憾
【本報訊】菲律賓

傳媒報道，菲律賓總統
阿基諾三世在與香港特
區行政長官梁振英的會
面中強調，不會就人質
事件致歉。中國外交部
發言人華春瑩昨日表示
，支持特區政府和菲方
繼續協調溝通。

華春瑩重申，中方
多次向菲律賓政府表示
對事情的關切，敦促菲
律賓政府高度重視受害
者家屬的關切，要求菲
方採取切實有效措施，
盡早妥善解決問題。她
表示，支持香港特區政
府與菲律賓政府就事件
保持密切溝通和協商，
中方會通過外交渠道向
菲律賓表達有關立場，
會繼續關注事件，相信
菲律賓政府也清楚中方
的關注和立場。

至於有香港傳媒在
印尼峇里被沒收採訪證
事件，華春瑩表示特區
政府已介入協調事件，
中方希望事件能透過協
商妥善處理，強調中方
一貫在可行的範圍內，
為港澳記者在海外的採
訪提供便利，記者的採
訪權應得到尊重和保障
。她同時亦表示，記者
應遵守會議主辦方的規
定。

CY關注港媒被收證
【本報訊】亞太經合組織大會日前發放一段

片段，片段中特首梁振英與菲律賓總統阿基諾三
世短暫交談並帶有微笑，結果被個別傳媒就此 「
大造文章」。對此，梁振英昨日解釋，當日有一
位亞太經合組織成員國的總統（俄羅斯總統普京
）生日，當時是各國領導人在一起慶祝生日的場
合。對於有本港記者在採訪期間被沒收記者證，
梁振英亦就未能為記者取回記者證，表示 「唔好
意思」，但重申十分關心事件，新聞處長亦已親
自處理。

對於本港記者在印尼採訪亞太經合組織會議
期間，遭沒收記者證事件，體育、演藝、文化及
出版界立法會議員馬逢國認為，有必要跟進事件
，搞清楚對方根據什麼理由去處理這件事。他指
，記者正常採訪不應被干擾，稱 「應該為記者討
回一個公道」。馬逢國透露，他考慮在行政長官
答問大會向梁振英提出相關問題。

外
交
部
支
持
港
菲
續
溝
通

▲梁振英在印尼峇里與傳媒見面時談及和阿基
諾三世會面的情況，梁振英在會上轉達了人質
事件死者家屬和傷者的要求

▼阿基諾三世再一次公開拒絕就人質事件道
歉。圖為他昨日抵達文萊準備出席東亞系列
峰會時望向天 美聯社

菲律賓 「人質」 事件，轉眼已發
生三年。

三年來，不僅遇害者的家人不能
忘記，就是眾多市民，對這宗慘劇仍
歷歷在目、不能釋懷，試想，一個個
大好的家庭，只是到菲律賓旅遊，卻
落得個慘死槍下的下場，父母喪子、
妻離子散、幼童失怙，Jason到今日仍
要住在康復醫院，行動不能自如；本
來靚女一名的易小玲，如今花容碎毀
，做了十多次整形手術而痛楚不堪，
還有一雙父母雙亡的小姐弟怕已經上
中學了……。這些慘痛事例，只要同
是港人一分子，包括特區政府，又有
誰能忘記？

因此，面對三年來家屬的痛苦，
面對三年來菲律賓政府的拒不賠償道
歉，港人社會是 「敵愾同仇」 、立場
一致的，菲政府必須應允遇害者家屬
和傷者的要求，就事件公開道歉和作
出合理賠償。事件中，雖然兇手是去
職警員門多薩，具體罪責在他個人，
但菲律賓政府馬尼拉當局沒有及時採
取營救行動，不早早進行談判以至強
攻，任由事件由朝拖到晚，結果兇手

狂性大發，在旅遊巴內開槍殺人，造
成多名港人喪生或重傷，菲當局又焉
可以說毫無責任？

對此，那位 「哭笑不分」 的菲總
統阿基諾三世，前日在印尼峇里島回
應特首的對話要求時，竟然說什麼道
歉、賠償是 「香港文化」 ，菲律賓 「
沒有這個習慣」 ，真是 「惡人先告狀
」 ，欺人太甚、豈有此理！

這裡要問一下阿基諾先生：港人
在貴國境內旅遊發生被脅持最終遇害
事件，事發時沒有得到及時救援，死
傷港人是不是活該如此？貴國政府對
此難道連一點不安與內咎之情都沒有
？道歉、賠償確實是 「香港文化」 ，
因為香港是一個文明、法治和有同情
心的地方，貴國政府 「沒有這個習慣
」 ，是不是只有厚顏和狡賴才是貴國
的習慣和文化？

事件中，特區政府包括特首梁振
英，還有中央和外交部，以至國家主
席習近平，對港人的遭遇都是給予重
大關注和支持的。港人社會應支持家
屬向菲政府討回公道
，勿節外生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