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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皮匠「出山」製本土全手工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文華）遠離家鄉獨在異

地，除語言不通，更有生

活及事業上的種種不適。

今年47歲的唐女士便是一

名新來港人士，8年前帶

兒子來港與丈夫團聚，原

本希望有一個溫暖的家，

怎知卻要獨自承擔起在港

的全部生活壓力。原本做

舞蹈老師的她放下舞者身

段，做清潔工、銷售員、

兼職外賣，「最困難時，

我和兒子只有25元在身，

面對街邊20元一份的餐，

兒子說：『媽咪，我們不

吃，好貴』。」唐女士

2011年加入新家園協會，

在職員的鼓勵下考取證書

並成功獲聘為舞蹈老師，

現時月入逾萬元，重新成

為兒子的驕傲。

新家園相助 舞師再起舞
8年前來港曾做清潔工 考證書操故業撐起一片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日前有
患上罕有疾病「結節性硬化症」病人未
能負擔高昂藥費，最終離世，事件令人
關注香港是否出現「有藥冇錢醫」情
況。有關注團體質疑，政府有近萬億財
政儲備，全年盈餘有逾千億，如有心協
助罕有疾病病人，不會做不到。
香港罕見疾病聯盟會長曾建平（見

圖）昨日出席電台節目時指出，現時歐
美、日韓、台灣等地，均對罕見疾病有
全面政策，可是香港卻一直不肯就罕見
疾病作出定義，令一群備受折磨的病友，未能獲得妥善照顧。
他指出，部分罕見疾病藥費極昂貴，一年可高達百萬元，病
人實在難以負擔，需要政府提供協助。他舉例指，台灣於
2015年向患罕見疾病病人提供41億元台幣（約10億港元）資
助，治療100種罕有病，有7,500人受惠。

「如果有心做不會做不到」
他續說，台灣人口是香港的3倍，若因此推算香港有2,500

名罕見疾病患者，他們所需資助只3億多元，而政府有近萬億
元財政儲備，全年盈餘有逾千億，直言「如果有心做，不會做
不到。」
出席同一節目的香港結節性硬化症協會主席阮佩玲亦指出，

現時已有藥可控制患結節性硬化症所出現的腫瘤增生，但成人
每月藥費需2萬元，不是一般家庭可負擔，可是政府仍未將藥
物納入藥物名冊，「有藥但政府卻不肯承擔，令我好沮喪！」

藥費太貴 有病人唔打針搵命搏
30多歲患上「陣發性夜間血紅素尿症」的方先生指出，近

年已有藥物可抑制此種可引起致命併發症疾病，效果理想，惟
每年藥費高達400萬元，就算醫管局計劃將藥物納入關愛基金
安全網的資助項目，病人仍需支付數十萬元藥費。他坦言，由
於藥費不菲又需一世打針，「有病人寧願唔打，搵條命去
搏。」
醫管局代理聯網服務總監張子峰致電節目指出，對有結節性

硬化症病人身故感難過。根據臨床數據，有關藥物有40%至
50%可減低腫瘤增生，令良性腫瘤收縮，但不會完全根治。
他又指，由於未有足夠數據顯示藥物能減低併發症出現，因
此專家小組正討論治療方案，包括哪些病人需使用，哪些情況
下需停藥等。當方案預備好，便可將藥物納入資助名冊，協助
病人。

罕見病「有藥冇錢醫」
千億盈餘不做挨批

唐女士8年前與8歲兒子來港，她的港
人丈夫平時喜愛出去玩，不顧家亦不

給家用，唐女士唯有獨自撐起自己與兒子
的一片天。新來港之初，她聽不懂廣東
話，很難搵工，原本在內地做舞蹈老師的
她，拿着所有在內地獲得的獎項及簡歷四
處求職，卻始終沒有收穫。

內地人身份 工作受欺負
為了生計，唐女士接受一份在青衣的清

潔工工作，放下舞者身段，每天勤力工
作，卻因內地人身份被主管要求在中午休
息時間繼續工作，「當時與其他同事一起
吃飯，吃完飯後閒聊，主管沒有叫其他
人，唯獨叫我起身工作。」唐女士說，
「雖然我心裡知道她欺負我是內地人，卻
什麼都不能說，無辦法，要搵食。」
唐小姐本想一直做清潔工工作，但無奈
返工時間與兒子放學時間相差太遠，兒子
經常一個人獨自在家，「兒子試過放學後
回家找不到我，落街求街舖店主打電話給
我叫我回家。」之後唐小姐還被街舖店主
勸，應該換一份方便照顧兒子的工作，為
照顧兒子，唐小姐辭掉清潔工作。

交完租只有25元
唐小姐與丈夫及兒子租住深水埗劏房，
每月交約3,000元租金，丈夫不給家用，
她又要重新找工作，家裡入不敷出，「曾
經試過有一個月交完房租就無錢剩，我和
兒子只有25元在身。」
「當時我們一起走在街上，好餓，但兒

子見到外面食舖一餐普通飯都要20元至30

元，仔仔話『媽咪我們不吃，好貴，我們
回家。』」現在想起當時的情形唐小姐仍
會覺得難過。
當晚，唐女士只買了些青菜回家煮粥

吃。第二日，她便去餐廳做兼職外賣，
「每小時35元，送外賣最好就是工資日
結，每天都能拿到錢用。」母子兩人就這
樣度過艱難時光。「兒子當時已經好懂
事，從來沒有因為窮，因為吃不到好吃
的，不能出去玩而發脾氣，不吵不鬧，好
懂事。」

受聘協會教舞 月入逾萬元
唐女士之後找到一份化妝品銷售員的工

作，更於2011年加入新家園協會學習廣東
話並義務教小朋友舞蹈。在新家園職員的
鼓勵下，唐女士考取舞蹈教師資格證，並
成功獲聘為協會舞蹈老師，現時月入逾萬
元。
唐女士做舞蹈老師後，曾去兒子中學學

校參加分享會，在會上她才知道，原來兒
子一早將她成為舞蹈老師的消息告訴老
師，「兒子說：『我媽媽現在是舞蹈老師
了，她在新家園教好多小朋友跳舞，我們
現在生活比以前好多了！』我知道之後好
感慨，我們的生活從那時開始逐漸好起
來。」
新家園為唐女士帶來的不僅是一份可以

維持體面生活的工作，讓她重新起舞，更
給了她和兒子繼續撐下去的信心。對唐女
士來說，香港這個「新家園」不再只有眼
淚和貧窮，更有優雅的舞姿和堅定的信
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陳文華）關愛同
行，適逢香港回歸20周年暨「新家園協
會」成立七周年，協會推出一系列活動更
好地服務新來港人士。其中重頭戲是7月1
日前推出的「關愛家園咭」，將由全港數
百間公司參與，派出數十萬張「關愛家園
咭」，為弱勢社群提供特別購物及產品優
惠，範疇涵蓋超市、店舖購物優惠、機
票、酒店、車票、船票優惠等。新家園協
會昨日舉行系列活動啟動禮，勞工及福利
局局長蕭偉強、中聯辦社會工作部部長楊
茂、新家園協會會長許榮茂一同為活動拉
開序幕。

蕭偉強楊茂許榮茂揭序幕
許榮茂介紹，系列慶祝活動包括與全港

數百間商戶合作，向少數族裔、新來港人
士及本港處於貧困線下的長者、低收入人

士、傷健人士提供不同金額的購物優惠，
可用來購買日用品、機票、船票等。現時
計劃仍在醞釀中，將於7月1日前正式推
出。
此外，協會還將於7月30日至8月4日期
間，組織本港2,000名15歲至35歲年輕人
前往浙江遊歷，感受西湖風光。啟動禮
後，協會還將陸續招募及組織愛心人士探
訪獨居長者、殘疾人士，為社會注入更多
正能量。
蕭偉強在致辭時對新家園協會將於啟動

禮後展開一系列體現關愛同行主題的社區
活動表示歡迎，如讓少數族裔朋友學習中
文和唐詩、組織新來港婦女關愛社區內的
長者，以及於6月10日舉行大型慈善晚宴
等。
他續說，今屆政府致力透過改善基層市

民及弱勢社群的福祉，構建關愛共融社

會。相比本屆政府上任之初，社會福利經
常開支在這五年間增加71%，由428億元
增至733億元。
他又指，改善民生需要民、商、官3方
攜手合作，以及像新家園協會這類有承
擔、有能力的機構大力推動，與弱勢社群
同行，才能夠於不同的層面，將正能量注
入社區。
新家園在香港設有5個服務中心、3間少

數族裔服務中心及眾多合作服務點，並在廣
東省及福建省設有6個辦事處，現時會員人
數逾13萬人，協助新來港、少數族裔及其
他弱勢社群在港就學、就業及融入社會。
協會昨日除為系列活動舉行啟動禮外，

亦首次播放活動主題影片，由歌手李克勤
演唱改編版的《一個都不能少》，引起在
場200多名新來港、少數族裔參加者的共
鳴，氣氛溫馨。

■「新家園協會」成立七周年，協會推出一系列活動更好地服務新來港人士。 梁祖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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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七周年派「關愛咭」優惠弱勢社群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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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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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寶儀）
「香港製造」曾揚威海外，但隨着工
業北移，工廠大廈人去樓空，不少已
改建成商業或其他用途，而工匠亦大
多轉行或退休，一身好手藝無用武之
地。有香港女青年不忍皮革老師傅的
手藝被埋沒，於是創立企業，邀請他
們「出山」，打造本土的全手工皮
袋。
創辦人梁凱旋讚揚港產師傅手工精
細，「明明他們（皮匠）曾製作或維
修世界級品牌的袋，他們的手工絕不
下於名牌。」
Leather by D在2010年成立，是一

家標榜全手工皮革的社企，為客人訂
製或維修皮袋及布袋，再由約10位香
港老皮匠一針一線親手製作，而用料
亦盡量選用港產物料，如牛皮都是來
自本地牛房。創辦人梁凱旋表示，她
參加展覽時發現不少香港老皮匠具超
凡的好手藝，卻因工廠北移或結業，
面臨失業或轉行，部分人任保安等工
作，無法善用一技之長，感到很可
惜。
由於皮革產品為全手工製作，一般
需時16至60小時製作，視乎複雜程
度，產品價格達四位數字。為減低成
本，收益回饋皮匠，梁凱旋稱自己未

有受薪，而部分年輕設計師亦會義務
提供設計，且甚少作宣傳，以壓低成
本，「他們（老師傳）有好的手藝，
但在設計上與市場有些脫節。」

梁凱旋創社企 冀手藝代代傳承
梁凱旋說，手工袋較個人化，可為
客人打造「Dream bag（夢中的手
袋）」，其手工不下於品牌袋。她希
望藉此宣揚環保的精神，指手袋只要
保養得宜，可用十年八載。她更憶
述，曾有外國客人委託老師傅維修由
其祖父承傳下來，具有過百年歷史的
皮包。

她形容，皮包一放下已跌下不少皮
屑，外皮破爛。儘管外皮已不能再
用，在皮匠的巧手下，換了新的外
皮，繼續沿用內裡的構造及物料。她
寄望港人把有價值的皮包及手藝一代
一代傳承下去。
另外，昨日第七屆「全港時尚專業
女性選舉」舉行啟動禮，由即日起至
下月18日接受報名。
報名人士須為18至40歲的香港女
性、在專業有傑出的表現及貢獻社
會。今年選舉以運用專業貢獻社會為
重點，與10間社區品牌包括Leather
by D合作，協助品牌的推廣活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市建
局行政總監韋志成早前在網誌中建
議，在市建局重建項目新增共用設
施，如自助洗衣乾衣房等以增加居住
空間，以便騰出更多空間作其他用
途。
市建局非執行董事潘永祥表示，韋
志成的建議值得探討，相信建議有助

市民上樓及改善生活，但政府長遠應
增加資助房屋數目。
市建局非執行董事潘永祥昨日出席

本台節目時表示，相信建議是為勢所
迫，原因是樓價太貴，市民的能力只
能買納米樓。他指出，主流是以二人
家庭為主，年輕人的生活方式不一
樣，可以將更多面積放於公共空間。

效法大學 單位設公共廚房省空間

他舉例說，年輕一代並非經常煮
食，認為可以效法大學，在單位中設
置公共廚房，以節省空間；又例如年
輕人如習慣到洗衣店洗衫，如果在大
堂設置公用洗衣設置，可能更為方
便，年輕人或可接受。

對於市建局項目的樓價是否過高，
潘永祥指市建局項目是在市面公開發
售，如果強制要求單位面積不能少於
300至400呎，市民可能難以負擔；如
果偏離市價，變相成為資助房屋，政
府要考慮對象和資助程度，以及一旦
出現虧損，政府是否需要補貼。
他又說，現時每年新增的私樓和資

助房屋單位，分別為1.8萬伙和8,000
伙，但政府長遠應增加資助房屋數
目。

潘永祥撐韋志成 倡重建增共用設施

■梁凱旋(右)
不 支 薪 成 立
Leather by D
作 平 台 接 訂
單，並邀請香
港老皮匠製作
全手工的皮革
產品，而林慧
珊（左）則擔
任義務的市場
推廣工作。

何寶儀攝■城市女青年會昨日舉行「全港時尚專業女性選舉2017」啟動禮。 何寶儀攝

■「關愛同行 新家園」啟動禮暨主題影片首播。 梁祖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