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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先「知己」再諗改變社會
「發聲」前想清楚對人對己對社會有何影響

財案未雨綢繆
諗計迎人口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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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僱主多了解外傭
減衝突更快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財政司司長曾俊華
昨日於網誌表示，若僱主能加深對外傭的了解，
僱傭之間的關係會變好，發生衝突甚至暴力的機
會亦會降低，大家的生活也會快樂一點。曾俊華
於上周五晚與太太一同欣賞的藝術節劇目《金蘭
姊妹》，並由劇中聯想到現於本港工作的外籍女
傭，同樣與劇中的女主角離鄉別井工作，他希望
大眾可多發掘她們的故事，多了解她們。
曾俊華指，該藝術節劇目《金蘭姊妹》令他想

起每天跟香港人一齊生活的外傭。他說，劇中三
個「梳起唔嫁」的女主角，來到香港做「媽
姐」，一同經歷上世紀急速轉變的香港，故事既
溫情又惹笑。
他說，劇中的三個女主角混合了中國傳統女性

及現代獨立女性的特質：忠誠、樸實、敬業、刻
苦，同時又獨立、自強、講信用、重義氣。

望大眾可多發掘外傭故事
透過《金蘭姊妹》一劇，曾俊華想到在香港超

過 30萬的外傭，她們離鄉別井，拋下家人子
女，由東南亞遠到香港打工，她們為了賺錢改善
家人生活所作的犧牲，不比當年的「媽姐」少。
曾俊華認為，她們的故事是現代香港社會一個重
要篇章，雖然在文學、電影或戲劇等創作上較少
觸及，但市民也可以嘗試自己去發掘她們的故
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對於上月底公布的
財政預算案，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昨日於電台節目
中表示，留意到大部分人均着眼於一次性紓困措
施；然而，曾俊華強調本港正面對人口老化問
題，預計25年後65歲以上的長者會佔總人口約
30%，而供養長者的適齡工作人士亦由現時5人減
至2人，故今年預算案的重點是未雨綢繆，包括增
加醫療開支，並計劃興建更多醫院。
曾俊華指，政府於今年後半年會就退休保障進

行諮詢，促請市民提出建議時，留意可承受性及
可持續性。他指，本港勞動人口在4年後將會下
降，稅收亦會減少，故有需要推出釋放勞動力政
策，他鼓勵私營公司提供彈性工作安排，包括在
家工作和提供兼職職位，亦希望公司聘人時應考
慮其能力，不要受其年齡限制。
他又稱，預算案已提出擴大托兒服務，誘使更

多女性加入勞動力，希望有關措施可減輕勞動人
口下降及對經濟造成破壞性影響。
曾俊華相信，透過以上政策，加上為庫房預留

適當的儲備及投資，有信心香港可以應付未來人
口老化的社會問題。

林鄭研政府新樓設托兒服務助員工

民建聯促增建托兒中心釋婦女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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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小時候家窮，但
如今卻成為了特區政府其中一名最重
要人物，他的經歷正正告訴年輕人
「凡事有可能」。不過，出名多才多
藝的曾俊華接受《駿步人生》訪問時
卻打趣說，若當年無加入政府，就算

不做全職的曾師傅，也可能做了職業結他手！
他說：「當年我在美國，跟幾個香港人朋友組
了隊Band，不時會去酒樓餐廳唱歌賺錢，其中
兩兄弟到今天還在做音樂、出唱片。」

劍擊教練留鬚財爺照跟
曾俊華洪拳、劍擊、音樂，樣樣皆能，原來

他的招牌鬍鬚亦與劍擊有關，「大學3個劍擊
教練全部留鬚，好有型，就算是當時得令的劍
手，一樣有鬚，所以我亦留到現在。」曾俊華
在香港喇沙書院讀中一那年與劍擊結緣，雖然
中二離港到美國升學，但在美國讀高中時與劍
重遇，並發展成為終身興趣；過去30年更逢
周六到母校喇沙教劍擊。
不說不知，原來曾俊華由做劍手到成為「魔

鬼教練」、學懂放下，也是因劍之名。曾俊華
指出，大學4年都是劍擊隊成員，後來做了隊
長，當時教練剛好退休，問他有否興趣做助
教。要在做劍手力爭上頒獎台抑或當教練為他
人作嫁衣裳的抉擇，曾俊華最終選擇了後者，
「做教練要先放低自己，不可以和學生競爭，
而是要助學生進步，心態很不同。」事實也證
明，他由美國到香港，教劍40年，更教出香港
學界劍擊勁旅，桃李滿門。

無必勝秘笈 做好基本功
對比不同年代的學生，曾俊華沒有「今不如昔」的慨

嘆，只謂今天的學生依賴性較大，期望他傾授「必勝秘
笈」，故曾俊華教學生的入門第一課，是「要求他們學
習要求自己」，做好基本功，由沉悶的體能及步法學
起。
在美國麻省理工讀建築，畢業後即在波士頓任建築

師，又曾在當地教育局擔任特別顧問，撰寫文化融合課
程，曾俊華只差一點點就會在教育界發展，做不成財政
司司長，甚至不會回港發展。「我記得大約在1997年前
後，麻省理工的劍擊教練剛好退休，我真的好認真考慮
了很長時間（回大學教劍）。現在回想，如果決定全職
做教練，可能就好似我的洪拳師兄弟，在波士頓開間武
館，應該都會幾開心。」

■記者聶曉輝

馬會公共事務部今日出版的最新一期《駿步人生》，
訪問了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曾俊華認為，年輕人最

重要是要認識自己，「十四五歲的年輕人，未必知道自
己需要甚麼，會講一些以為你想聽到的答案，有些人一
世都未必知自己真正喜歡甚麼。」
他寄語年輕人先不要說幫社會改變甚麼，只要多思考
自己在社會擔當的角色，已是一項大成就。
曾俊華指出，身處不同年代，父母的價值觀也不同。
「我成長的年代，養小孩子較少考慮資源，因為根本無
資源。」自己小時候家窮，父母無暇為四兄妹安排活
動，作為家中「老大」的他便在沒有資源下，想出鬥快
看完整個兒童圖書館藏書的遊戲。

缺向上游機會代代都面對
他又以親身經歷告知年輕人，貧窮反而可激發無限想
像力，「在紐約讀初中時，因付不起錢『全副武裝』入
球場打棒球，便以『掃把棍』改裝成棒球棍，又以膠波
代替棒球，在街上打起『山寨』棒球來。」
他認為，只要細心動動腦筋，投入細節，一樣可以享

受當中樂趣。對於不少時下年輕人認為缺乏向上游機
會，曾俊華卻認為每一代都面對同一樣問題，又指當年
他不少大學同學都當了的士司機，「這關乎經濟環境及
身份價值，作任何抉擇都不容易。」

馬會「規劃」助青年選擇自己的路
曾俊華續稱，年輕人要實踐理想，最重要是靠自己，

但政府及不同業界亦可從旁鼓勵他們嘗試不同的東西，
令他們多了解自己。他又認為，馬會新近撥款5億元推
出「生涯規劃項目」，正好有助年輕人早一點開始規劃
前途，「就如每一代年輕人都想改變社會，長大後了解
更多現實，就會有調整，知道怎樣做，才達致最佳效
果；而做不同工作，其實是一個認識自己的過程，慢慢
會選到適合自己的路。」
今天的香港，不少學生都參與社運。曾俊華認為，進入

新時代，多了年輕人選擇以不同方式「發聲」，反映他們
有朝氣有能量，是一件好事。不過，他忠告年輕人做任何
決定之前，必須停一停、想一想，對自己、身邊人及社會
有甚麼好處與壞處，不應只抱着改變社會的心態而下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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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聶曉輝) 時下不少年輕人都認為自己缺乏向上流動的機會，財政司司長

曾俊華接受馬會刊物《駿步人生》訪問時表示，年輕人未必知道自己需要甚麼，最重要是先認

識自己。曾俊華亦提到，刻下不少年輕人選擇透過社運等不同方式「發聲」，反映他們有朝

氣、有能量，但忠告他們做任何決定之前，都應該想一想會對自己、對身邊人及社會有甚麼好

與壞，「每一代年輕人都一定想改變社會，我自己都曾經歷過，但當我們長大，了解更多事

實，就會知道事情怎樣做才會有最佳效果。」

■■曾俊華在香曾俊華在香
港喇沙書院讀港喇沙書院讀
中一那年與劍中一那年與劍
擊結緣擊結緣，，後來後來
更發展成為終更發展成為終
身興趣身興趣。。過去過去
3030 年他每逢年他每逢
周六都到母校周六都到母校
喇沙教劍擊喇沙教劍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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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 記者文森 ) 昨日是「三八」婦女
節，有機構公布關於香港女性的幸福指數調查結果，
結果發現近半數受訪女性認為自己「幸福」或「非常
幸福」，僅有一成七人認為「不幸福」或「一點也不幸
福」，其餘則認為「尚可」。調查又指，受訪者認為
「幸福」最重要的條件，首位是「愛情」，其次是「財
富」及「生兒育女」。有專家認為，調查結果顯示香港
女性認為自己其實已相當不錯，結果令人欣喜。
有一大型商場在今年2月中旬進行「香港女性幸福
指數2015」問卷調查 ，以面對面的問答方式成功訪
問1,344位成年女性，而進行調查的地區包括港九新
界多區。 結果發現近半數受訪女性認為自己「幸
福」或「非常幸福」，三成三人認為「尚可」，僅一
成七人認為「不幸福」或「一點也不幸福」。以10
分為滿分，1分最低，10分最高，有七成四人認為幸
福指數達6分或以上。

重視伴侶兒女 反映傳統觀念
調查指出，受訪者認為「幸福」最重要的條件，首

位是「愛情」，其次是「財富」及「生兒育女」。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婦女事工部督導主任蘇艷芳分析
指，雖然現今香港女性的發展機會較以往多，經濟條
件亦愈來愈好，但婦女認為愛情及生兒育女是重要的
幸福條件之一，反映出傳統的觀念，女性較重視伴侶
及兒女；另外，當生活指數不斷上升，亦令婦女更重
視財富，以增加安全感及對生活保障。

觀念變逾半認為獨女會幸福
不過，調查同時顯示，在工作狀況及財務狀況方

面，較多受訪者認為幸福指數較低，分別有六成及七成一受訪
者的評分在5分或以下，即是「一點也不幸福」至「尚可」。
蘇艷芳分析，近年香港的生活指數越見高企，增加家庭財政負
擔；在職女性的比例相對愈來愈重，加上工作壓力大，故女性
認為工作及財務狀況不夠幸福並不出奇。
調查又指，認為單身女性會幸福( 即評分在6分或以上)有
57.6%，認為婚姻令婦女幸福則有52.5%，兩者之百分比相若。
蘇艷芳表示，可見現今香港社會傳統觀念如「婚姻等於幸福」、
「單身婦女好像人生欠完整」等想法，好像慢慢在婦女身上有所
改變，認為婦女無論在任何婚姻狀況，也可以得到幸福。
蘇艷芳指，香港女性在評估自己的幸福程度上已相當不錯，調

查結果亦令人欣喜，她建議婦女善用人際相處的技巧，在不同層面，
尤其工作場所中，建立網絡及友誼，以應付各種的壓力及挑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治祖） 為解決人口老化、勞動
力下降的情況，本屆特區政府從多方着手解決有關問題，
重點之一為釋放婦女勞動力。特區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昨
日透露，特區政府未來增加照顧幼兒服務名額、在沙田設
立獨立幼兒中心、延長有關服務的時間，並探討以先導計
劃形式在將軍澳的新建政府辦公大樓中，為員工提供幼兒
照顧服務名額的可行性，讓婦女外出工作時也能兼顧家
庭，促進勞動市場的生產力。
婦女事務委員會昨日舉行酒會，與本港婦女團體及社會各
界人士一同慶祝2015年國際婦女節，主禮嘉賓包括林鄭月
娥，外交部駐港副特派員佟曉玲，特區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
建宗和常任秘書長譚贛蘭，中聯辦協調部副部長廖勛。
林鄭月娥在致辭時表示，特區政府一直十分重視婦女權
益，特首梁振英在施政報告中，已採納了婦委會的兩項建
議，包括，建議特區政府所有決策局及部門在制定政策
時，須參考婦委會的「性別主流化檢視清單」，即全面落
實性別主流化，又將特區政府委任女性加入諮詢及法定組
織成員的基準，由30%提高5個百分點至35%，以推動更
多女性參與政府諮詢及法定組織的工作，並會於本年4月1
日實施。
她續說，今年施政報告公布的人口政策的其中一項策
略，是釋放本地勞動潛力，而其中一個重點是促進婦女就
業。特區政府已預留地方，於2017年至2018年在沙田設立
資助獨立幼兒中心，並透過「私人土地作福利用途特別計
劃」，以鼓勵非政府機構在重建或加建福利設施時，設立
附設幼兒中心。

資助幼兒中心「延長時間服務」
她續說，特區政府會以身作則，探討以先導計劃形式在
將軍澳的新建政府辦公大樓中，為員工提供幼兒照顧服務
名額的可行性，同時計劃逐步在部分地區內資助幼兒中心
及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增加「延長時間服務」名額，由目前
約1,200個增至6,200多個，增幅高達四倍。
在支援婦女就業的同時，特區政府也會加強家庭支援及
推廣長者樂頤年，包括推行有關訓練祖父母成為幼照顧者
的試驗計劃，勞工處也會繼續鼓勵僱主實施家庭友善僱傭
措施，以協助僱員平衡工作和家庭角色的需要。

張建宗冀釋放更多婦女勞動力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出席同一場合時表示，政府亦
會繼續增加有關托兒名額，解決名額不足的問題。當局計
劃於2022年在將軍澳的新綜合政府大樓中，探討為政府職
員提供托兒服務，冀在家庭友善政策下，為婦女減輕負
擔，並為本港釋放更多勞動力。
婦委會主席劉靳麗娟則表示，為配合施政報告的大方
向，婦委會會繼續把「婦女就業」訂為今年的工作主題，
而該會今年度的「資助婦女發展計劃」，也會繼續以「就
業展能 妍活精彩」為主題，藉以凝聚各婦女團體和非政
府機構的力量，舉辦各類型的活動，協助婦女發揮潛能，
以及營造有利婦女就業的環境。

香港文匯報訊 ( 記
者 鮑旻珊 ) 民建聯婦
女事務委員會昨日趁三
八婦女節到政府總部請
願，指政府的托兒服務
配套不足，令不少婦女
難以同時兼顧家庭及事
務，亦有在職婦女被迫
獨留兒童在家，構成不
必要的危險，民建聯要
求政府增加資源改善現
時的托兒服務，如興建
更多托兒服務中心。
民建聯婦女事務委

員會聯同10多名市民到政總請願，他們帶同
寫上「要求加快落實各項托兒服務措施」的橫
額及寫上多項訴求的紙牌，高呼「釋放婦女勞
動力」、「支援婦女照顧家庭兼顧工作」等口
號。其後由委員會主席葛珮帆向政府相關部門
遞交請願信。
葛珮帆表示，收到不少婦女求助，指希望可

以同時兼顧家庭及事業，但因政府的托兒配套
設施不足，令她們感到掙扎，她續指，有婦女
因生小朋友而放棄工作，亦有在職婦女被迫獨
留兒童在家，或留在補習社，葛珮帆認為，這
個狀況並不理想。
葛珮帆又指，俗稱「社區保姆服務」的「鄰

里支援幼兒照顧計劃」服務對象的年齡上限雖
由6歲以下擴展至9歲以下，但全港名額不足
1,000個，反映本港托兒服務嚴重不足，供不應
求，難以滿足社會需要。她亦指，課餘托管非
常重要，但並非每一間學校都有提供相關服
務。
葛珮帆建議政府加快落實各項托兒服務措

施，增加托兒中心數目，如預留地方予非牟利
團體設置托兒中心，亦可考慮利用區內公屋低
層的空置單位，以低廉租金租予社會企業或其
他地區團體開辦服務，特別是夜間托管。同時
政府應提供培訓，以提升社區保姆的質素，以
及增加社區保姆的收入，吸引更多人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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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建聯逾20名代表趁「三八」婦女節，在政府總部外請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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