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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新學
年即將開始，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
昨日發表了一篇題為「攜手同心培育人
才」的「局長網誌」，提及攜手扶弱基
金專款項目共收到89份項目計劃申請，
獲商業機構承諾捐助逾5,000萬元，預
計新學年約有兩萬名中小學生受惠，充
分體現學民商官四方的合作為來自基層
家庭的學生提供學習及支援。他說：
「就讓我們攜手同心，為每棵小樹苗悉
心灌溉，為社會培養人才。」
張建宗指出，「望子成龍」是為人父

母普遍心願，只要力所能及，家長總希
望為子女提供最好的教育。他重申，人
生的長跑絕對不應受制於所謂「起跑
線」，「每一個孩子都像小樹苗，若能
加以悉心灌溉，便能茁壯成長。在這培
育新一代的過程中，我們人人都可以參
與作好園丁。」
他表示，曾經聽到一名中年婦女侍應

緊張地拿着電話，催促兒子好好做功
課，但從言談間聽得出，即使她當時在
兒子身旁親身督促，在提供指導上她可
能仍感到無能為力，「這其實亦反映出
很多基層雙職家長的處境。」

政府注2億專款 勉機構學校合作
張建宗表示，為了加強對該些家長的

支援，政府在2015年為社署的攜手扶弱
基金額外注資4億元，其中2億元撥作
專款，為基層家庭中小學生推行更多課
餘學習及支援項目，協助他們全人發
展。基金目的是鼓勵社福界擴展網絡，
以及鼓勵商界承擔更大的企業社會責
任，透過社福界、商界與政府三方協
作，合力建立一個團結和諧、充滿愛心
的社會。
他續說，過去幾年有一些有心人及有

社會責任的企業，在扶助基層兒童成長
方面默默耕耘，既出錢也出力，除了聘
請有經驗的導師及社工，也起動不少教
育程度較高或人生閱歷豐富的義工。張

建宗指借鏡他們的成功經驗，特區政府
希望設立該2億元專款，鼓勵更多商業
機構與非政府福利機構及學校合作，為
基層家庭的中小學生舉辦更多課餘學習
及支援項目。

張建宗冀助學生全人發展
張建宗強調，專款的目的並非只是提

供「託管」服務，期望建議的項目應協
助受惠學生的全人發展，包括改善學生
生涯規劃技巧、支援家長持續就業或加
入勞動市場等。當局亦增加了專款的彈
性，包括放寬申請資格至中小學；每個
獲批項目的配對資金申請上限由200萬
元提高至300萬元。由於基金是以商業
機構捐款作等值配對，故每個項目的資
助可達到600萬元，以協助福利機構及
學校推展規模更大、為時更久的項目。
張建宗表示，專款計劃收到共89份項

目計劃申請，獲商業機構承諾捐助逾
5,000萬元，攜手扶弱基金秘書處正審
批有關申請。他指出，當中逾70個課餘
學習及支援項目預計可在新學年初開
展，其餘十多個項目亦會於今個學年開
展，預計約兩萬名中小學生受惠。

Kick boxing療毒青 拳腳踢走毒癮 扶弱基金收捐逾5000萬 兩萬中小生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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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波逾年「龐貝」碩士終獲聘
寄逾百求職信面試無幾 冀殘障人士自力更生搵出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寶儀） 25歲的女
生Elaine吸毒十年，嚐盡白粉外的毒品。血
尿和渾身無力等症狀接連出現，雖然深明毒
品的禍害，從6年前起多次戒毒，但均以失
敗告終。去年她因藏有毒品被法庭判入戒毒
中心，在偶然的機會下接觸到帶氧拳擊運動
(Kick boxing)訓練。除了鍛煉體能，更重要的
是重建她崩潰的自信心，以拳腳踢走毒癮。
研究結果顯示，該項運動能改善戒毒者的心
肺功能和認知能力，參加者的身體質量指
數、腰圍、短期記憶和集中力有顯著的提
升，同時，運動亦有助降低焦慮，主辦單位
希望以運動取代藥物治療幫助戒毒青年。

北區醫院推出 學員身心比前健康
北區醫院聯同多個戒毒團體為於新界東的
200多位吸毒青年提供為期8星期的帶氧拳擊
運動訓練，即是拳擊和踢腳動作，配合流行
音樂組成的一種運動。活動得到禁毒基金撥
款於2013年至2015年舉辦，主辦單位追蹤50
位平均年齡22歲的女學員，結果發現，學員
的體能在完成訓練後增強，多項評估項目分
數上升，當中以腰圍和身體質量指數的進步
最為明顯。除此以外，她們的情緒也較參與
活動前正面，嚴重焦慮指數由 9.9 下跌至
7.5；嚴重憂鬱指數則由 23.6 大幅下跌至
12.4，跌幅超過一半，成功「擊倒」負面情
緒。參與者在多項的認知評估中取得進步，
包括計劃及運動控制能力的合格率提高近兩
成，而短暫記憶和集中力的合格率則有逾一
成的升幅。
眾所周知，吸毒除了令身體及大腦認知功
能受損外，還影響吸毒者的情緒走向負面。
北區醫院精神科副顧問醫生陳虎表示，有些
吸毒青年有輕微的情緒問題，以有趣的運動
吸引他們，能減輕情緒困擾，「血清素影響
情緒，而帶氧運動能調節大腦的血清素，並
增加安多芬，使人更快樂。不用動輒就吃
藥，會比較健康。」

昔有血尿體能差 脫毒女今喜「力大了」

被帶氧拳擊運動所吸引的Elaine坦言，未
接受訓練前自己可謂與運動絕緣，長期吸毒
使她體能變得很差，「有血尿，沒有氣力，
連出門也是坐家人的車。」前年8月進入戒
毒中心並沒有決心戒毒，是抱着玩的心態去
接受訓練，從沒想過最後會「獲益良多」。
事前的體能評估把她嚇一跳，「沒想到吸毒
十年對我身體的影響這麼大，上課初時很多
動作也做不到，都會鬧脾氣。」可幸，每節
課後也設有交流時間，學員與導師多了一份
體諒及理解，「導師漸漸理解學員的苦處，
同時會鼓勵我們。」學員自己有份參與動作
的編排，令她們更投入。
學有所成，一眾學員踏足舞台表演，Elaine

說自己升中後便再沒參與表演，「雖然會質
疑自己的能力，但導師對我們這麼好，一定

要做得到！」拳擊除了令她體能有所改善，
「現在過得更開心，力氣大了。」更重要的
是她學會了服從和堅持。現在的她脫離毒
海，順利展開新生活，更以過來人的身份在
戒毒中心擔任同輩輔導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敏婷）提到聘
用殘疾人士，相信不少人都會以為非政府
機構會較私人企業更樂於提供就業機會，
但事實與理想卻未必相符。「起初對
NGO(非政府機構)有熱切期望，結果令我
非常灰心。」原來殘疾人士賴凱詠曾向不
同非政府機構發出至少20封求職信，竟未
獲一次面試機會。他批評不少知名而大型
的機構自稱「平等僱主」，卻對傷殘人士
的工作能力有「先入為主」的感覺。他又
說，雖近年傷殘人士就業難的問題稍有好
轉，惟依然困難，期望政府帶頭招聘更多
殘疾員工，而同路人亦要儘量在可控範圍
內裝備好自己。
「我們會為傷殘人士提供平等的工作機

會」是不少非政府機構招聘廣告上附有的
字句，惟賴凱詠親身經歷卻發現，描述與
發生於他身上的事實不相符。他指出，不
少非政府機構都會擔心他的身體狀況難以
應付工作環境及未能承受長時間工作，結

果連面試機會都沒有給予，「他們會先入
為主，即使我有學歷與工作經驗，他們都
會驚了。」

「私人機構願面試 但不放心請」
他表示，傷殘人士難找工作是不爭事

實，但在政府大力鼓吹與宣傳下，近兩年
情況稍有好轉，愈來愈多商業機構願意聘
用殘疾人士，甚至組成非牟利組織推動殘
疾人士就業。但他同時補充，傷殘人士找
工作依然困難，「私人機構至少願意接
見，但仍會不放心請。」
他期望政府繼續以身作則，帶頭招聘更
多殘疾員工，同時推出政策協助殘疾員工
找工作。他又勸勉同路人要在可控範圍內
儘量裝備好自己，「傷殘人士的路不應只
得一、兩條，不要只留在團體認識與自己
情況相近的人，否則只會局限眼光與知
識。出來工作是人生必經階段，出來後會
發現自己更能融入社會。」

「龐貝氏症」患者因未能生產酵素分解肝醣，肝醣堆積於肌肉，令肌
肉無力及萎縮，估計全港只有數名患者，現年29歲的賴凱詠是其

中一人。自13歲病發那年，賴凱詠持續與疾病搏鬥，身心俱疲，惟「放棄」
一詞不曾浮現腦海，先以會考及高考佳績考入嶺南大學中文系，後來再修讀
中文文學碩士，其間身體情況再度轉差，肺功能跌至只有3.5%，必須24小時
使用呼吸機維持生命，幸終獲醫院管理局批出藥費資助，接受酵素替代療
法，現時肺功能已回升至10%。
用藥前，凱詠坦言「將來」只屬奢想，讀書只為興趣，但仍堅持要做個有

用的人。用藥後令他重燃生命希望，更以「優等」（Distinction）佳績碩士畢
業，希望找到工作可以自力更生，但過程卻困難重重。在非政府機構擔任文
職是凱詠當時的首要目標，惟一年多以來「殘疾」一詞比「優等」佳績碩士
畢業更引起僱主注意，竟未獲任何一次面試機會，「見到我寫了是傷殘人士
就唔見。」
他指出，倒是有私人機構願意接見他，雖未有聘用，凱詠都感謝面試機

會。他又投考政府工，同時靠人事關係尋找兼職工作，例如為大專進行研
究、為報紙寫書評等在家可完成的工作，賺取收入。

任文書助理 與同事合作無間
學歷優秀、努力上進，賴凱詠資格上根本符合政府文書助理一職。政府一
直鼓勵私人機構奉行公平僱主原則，結果凱詠於去年2月成功考取公務員職
位，獲派至康文署西貢區康樂事務辦事處擔任文書助理，是他的首份全職工
作，主要職責包括審閱收件、派件、處理文件存檔、打字、提供簡單辦公室
支援服務。雖受到手部無力影響，傳真工作要靠同事幫忙，但一般的電腦操
作與文書工作絕對可以獨立處理。
入職一年多，凱詠早已熟習職務，「除了起初的3個月在工時上會有點
累」，與同事亦合作無間，關係良好。他又感謝上司親切無私提供協助，
「什麼也有商有量，好願意去教，連投考行政主任的技巧都教我。」

每次藥費10萬 冀減少依賴社會
「希望可以自力更生」是凱詠常掛在嘴邊的話，他不願透露每月醫療開

支，只說每次用藥都要花費10萬，還有兩部呼吸機的每月6,000元的租賃費及
每月2,400元更換喉管費用等，現時醫管局與關愛基金資助他承擔近80%的醫
療費，「我想減少對社會的依賴。」他期望考上行政主任，自行承擔一半醫
療費，並且回饋社會。
港府作為香港最大僱主，公務員事務局已就推行聘用殘疾人士的政策及利
便措施，向各政策局及部門發出指引，殘疾申請人如符合有關職位的基本入
職條件，便無須經過任何篩選程序，直接獲邀參加遴選測試及面試，與其他
申請人在同等基礎上競爭。公務員事務局指出，2013至2014年度及2014至
2015年度開展並完成的招聘中，涉及1,788名殘疾申請者，當中78人(4.4%)其
後獲發聘書，77人接受聘任，與其他申請人獲聘比率(3.7%)大致相若。此外，
截至今年3月31日，公務員共聘有3,415名殘疾人士，佔公務員實額約2%。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敏婷、聶曉輝）俗語有云「人殘志

不殘」，不少人雖身體殘障，但卻沒有放棄自己，反努力尋找

工作，冀「做個有用的人」。然而，不少僱主仍以有色眼鏡看

待殘疾人士，距離消滅歧視仍有漫漫長路。雖長卧輪椅，與呼

吸機為伴，賴凱詠的腦筋比很多人都要靈活，偏偏寄出逾百封

求職信，面試機會卻寥寥可數，連非政府機構(NGO)都將他拒

諸門外。幸賴凱詠的努力最終獲得回報，被康文署聘為文書助

理，「傷殘人士的路不應只得一、兩條，我希望可自力更生回

饋社會。」

「平等僱主」光環褪
NGO也拒殘疾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有社福界人士
指出，近年社會對聘用殘疾人士的態度較從前開
明，至少不會公開拒絕聘用；亦有機構向外界表
明有聘用殘疾人士，但始終未如理想。他認為，
所有獲公帑資助的公營機構及福利機構都應帶頭
聘用殘疾人士，高於普遍的2%。
社福界立法會議員張國柱又指出，社聯轄下的
殘疾人士就業小組亦有為殘疾人士提供就業配
對，惟成功配對並非一件易事，要視乎該工種能
否符合殘疾人士的工作能力，他促請當局為殘疾
人士就業提供更多支援。

倡提供稅務優惠就業支援
關注病人權益的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彭鴻昌亦指

出，當局近年確有鼓勵私營企業聘用殘疾人士，
甚至在聘用初期向僱主發放額外津貼，但仍未能
扭轉殘疾人士就業難的狀況，「扶貧委員會去年
發表的報告亦指出殘疾人士就業困難的情況。」
他認為，當局只有規定聘用殘疾人士的百分比，
才有望增加他們的就業機會。
針對私人企業方面，彭鴻昌建議當局向它們提

供稅務優惠及殘疾人士的就業支援等誘因，進一
步鼓勵社會聘用殘疾人士。至於非政府機構亦不
願意聘用殘疾人士的指責，彭鴻昌認為較大型的
機構是有能力聘用更多殘疾人士，惟中小型機構
礙於資源有限，的確存在一定困難。

港府近年一直透過不同項目，致力促進殘疾人士就
業，例如勞工及福利局正推展《有能者．聘之約章》，
推動政府、商界、公營及資助機構聘用殘疾人士、選用
相關服務、提供培訓機會等，已有數百間公司及企業簽
署約章。此外，社署推行的「創業展才能」計劃亦透過
基金資助非政府機構成立小型企業，為殘疾人士創造就
業機會；勞工處推行的「就業展才能」計劃則向僱主提
供津貼，鼓勵他們聘用殘疾人士並提供培訓及支援。
現時社署透過津助非政府機構，提供逾1.2萬個多元化

的職業康復服務名額，包括庇護工場、輔助就業、綜合
職業康復服務中心、綜合職業訓練中心、「殘疾人士在
職培訓計劃」及「陽光路上」培訓計劃，協助殘疾人士
獲取切合市場需要的工作技能，並覓得與他們能力相符
的合適工作。
社署亦於2013年6月推出「殘疾僱員支援計劃」，資
助聘用殘疾僱員的僱主購買輔助儀器及／或改裝工作
間，以協助殘疾人士公開就業並讓殘疾僱員在執行職務
時更有效率。截至今年7月，社署已批出逾127萬元資
助，為94名殘疾僱員購置輔助儀器及／或改裝工作間。
此外，社署亦於2012年 12月推出「指導員獎勵金計
劃」，提供導師獎勵金，鼓勵僱主為殘疾
僱員安排指導員，以提供在職指導及協助
他們適應新工作。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政府多管齊下促殘疾就業

■■運動班的標誌由運動班的標誌由
學員自己設計學員自己設計。。

何寶儀何寶儀 攝攝

■北區醫院
精神科副顧
問醫生陳虎
表示，希望
以運動代替
藥物治療，
幫助戒毒青
年。
何寶儀 攝

■張建宗 資料圖片

■賴凱詠勸勉同路人要在可控範圍內儘量裝備好自己。 陳敏婷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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