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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假兩制」
有違公平 應循序漸進達至劃一
工聯會昨日發起請願，要求將一年只
有 12 日的勞工假改為 17 日，與公眾假
一致。目前，香港社會存在兩種假期制
度，反映出職場存在不公平的現象，許
多打工仔在公眾假期仍需要繼續工作，
失去與家人共聚的時間，嚴重影響勞工
階層的家庭和諧及心理健康。「一假兩
制」是港英時期延續下來的習慣，已經
不符合時代發展的需要，當今社會提倡
人人平等，對所有打工仔理應一視同
仁。當然，考慮到資方的承受能力，也
需要循序漸進推行。政府有關部門應本
着以人為本的理念，以勞資關係的和諧
為目標，積極推動實現兩種假期制度的
統一。
昨天繼續是聖誕節假期，但只放勞工
假的打工仔仍要上班，無法與家人共享
天倫之樂。統計顯示，本港僅有一半打

工仔享有公眾假，有三成放勞工假，另
有兩成不清楚假期安排及因非連續受僱
而沒有假期。在這種假期劃分制度之
下，意味有超過 85 萬個打工仔每年少
放了 5 天假。政府經濟顧問估計，按
2011 年的工資水平計算，增加 1 天法定
假日的成本為 3.7 億元，若增加 5 天，即
成本上漲 18.5 億元。勞工處去年曾就增
加勞工假期日數諮詢勞顧會意見，僱主
代表普遍認為，增加假期不利營運；勞
方委員則認為，增加假期對企業成本的
影響有誇大之嫌，雙方尚未達成共識，
政府有關部門則再次重申對該議題沒有
立場，希望待勞顧會就此議題建立共識
後，才會訂定未來路向。換言之，政府
目前對此是持無為和觀望的態度。
過往的事實均證明，在涉及勞工福利
議題的談判中，勞資雙方的立場很多時

候是比較對立的，希望勞顧會就兩種假
期制度的統一建立共識，無異於緣木求
魚，因此政府的說辭難免予人推脫之
感。許多社會人士都建議，對於勞方的
訴求，政府有責任審視是否合理。香港
作為經濟發達社會，一年增加 18.5 億元
的成本，明顯在可承受範圍內；而且香
港打工仔出名工時長、工作壓力大，在
標準工時仍未能落實前，通過增加假期
進行一定的彌補，亦屬應有之義。政府
應承擔起促進勞資和諧的義務，推動達
成雙方都能夠接受的解決方式。由於勞
方相對於資方而言，經常是處於劣勢，
政府更應該扮演平衡者的角色，否則在
勞工福利議題的談判中，勞方的訴求很
難得到落實。
人力資源是企業其中一項重要的資
產，僱主採納以僱員為本的良好人事管

理方法，有助激勵員工士氣、提升他們
對企業的向心力，促進他們為企業作出
更多貢獻和承擔，為企業的發展奠定穩
固的基礎。因此，由於增加假期導致資
方所增加的成本，其實完全可以通過更
和諧的勞資關係獲得彌補。而且，劃一
假期除令打工仔獲得平等休息時間，亦
可刺激消費，不會拖慢經濟發展之餘，
反可促進零售、餐飲和旅遊等行業。
當然，從資方角度而言，不斷提升勞
工權益會增加人力成本，加上部分企業
目前經營環境頗為困難，因此對勞方訴
求的回應較為保守亦可以理解。所以在
提升勞工權益的同時，亦應兼顧資方利
益和整體經濟發展之間的平衡。但資方
應當意識到，本港與歐美等其他發達經
濟體相比，勞工福利是相對遜色的，勞
方希望與歐美看齊是合理的願望，不斷

提升勞方福利亦是世界的大趨勢。因此
資方不應再斤斤計較，而應拿出勇氣與
誠意承擔更多社會責任。當然，考慮到
部分企業的確可能有較大的經營壓力，
可以考慮以循序漸進的方式推進，逐步
達至兩種假期制度的統一。
總之，勞資雙方對福利議題的談判，
切忌意氣用事和漫天要價，應秉承互諒
互讓的態度解決分歧。如果事事堅持己
見，只會令談判僵持而一事無成；倘若
雙方各讓一步，也許就能海闊天空。政
府在這個過程中亦應扮演積極推動的角
色，畢竟勞資始終是互相依存的關係，
勞資和諧是維持香港社會穩定的重要因
素。期望政府和勞資雙方可以拿出理性
務實的態度，經過充分的協商，共同解
決「一假兩制」這個老問題，令全港打
工階層都能平等享受假期權益。

病童歡度聖誕 盼年年有今天
侏儒症兒童扮聖誕「小老人」媽媽願望「每年同仔一起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文華）大口環根德公爵夫人兒童醫院昨日為 60 名病人舉行聖
誕派對，由醫護人員扮演聖誕老人，民安隊少年團花式單車表演隊、小天使、卡通人物
扮演者及狗醫生等組成表演團體，與病童一同慶祝聖誕。今年 25 歲的聖誕老人扮演者謝
先生表示，希望讓病童感受到家一樣的溫暖，為他們帶來喜悅。患有嚴重侏儒症需依賴
呼吸機呼吸的俙竣昨日扮作小聖誕老人參加派對，俙竣媽媽勞太自言聖誕願望是「每年
都能同他一起度過！」

去年畢業，現任兒童骨科註冊護士的謝先生今年
主動請纓，首次扮演聖誕老人。謝先生笑說自
己生得肥嘟嘟，適合扮聖誕老人，並在同事協助下打
扮成聖誕老人。

醫護扮聖誕老人 營造「家的溫暖」
他表示，醫護人員每日照顧病童，與病童關係密
切，而病童在接受骨科手術後，復康路漫漫，聖誕節
仍需留在醫院度過，但每年聖誕，均有醫護人員及家
人陪伴，希望病人在醫院找到家的感覺，感受到聖誕
氣氛。他又指，見到病人較平時多了一份喜悅，感到
開心。
今年 5 歲半的俙竣患有嚴重侏儒症，身形、器官、
骨骼等均細幼，曾因染上流感氣管炎而接受氣管造口
手術，需依賴呼吸機協助呼吸。俙竣雖已逾 5 歲，但
身高僅約 70 厘米，講話聲音亦細小。他昨日打扮成
小小聖誕老人，直言聖誕節收到禮物感開心。
俙竣自 2013 年起於大口環根德公爵夫人兒童醫院
治療，2014年9月完成呼吸機護理復康訓練後出院，
現時僅需定期回醫院更換人工氣管造口。俙竣今年第
二年回院參加聖誕派對。
俙竣媽媽勞太表示，俙竣表現興奮，每年見到相熟
的醫生護士，都會主動打招呼並表現開心。今年俙竣
更特別穿上聖誕老人服裝，希望派送禮物予他人並送
上節日祝福。

勞太的聖誕願望是希望俙竣每天都健康，每年都能
與他一同度過聖誕。勞太表示，醫院每年舉辦聖誕派
對，向病童派送禮物，送上精彩表演並安排聖誕大
餐，讓病童在醫院度過聖誕節時不會感到寂寞。
今年 12 歲、患有先天性脊柱側彎及先天性骨骼發
育不良的的柏慧亦參加派對，柏慧有膝關節痙攣、骨
畸形等問題，於 2013 年至去年一直接受不同的骨科
矯形手術，術後亦需進行密集步行運動及膝關節運動
等物理治療。除骨骼問題，柏慧亦存在染色體異
常-7q 綜合症及小頭畸形，智力受損，需坐輪椅於特
殊學校上課。

■聖誕老人到訪大口環根德公爵夫人兒童醫院 。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醫院辦派對 一年比一年熱鬧
柏慧媽媽王太表示，柏慧連續 6 年參與醫院舉辦的
聖誕派對，派對一年比一年熱鬧，有豐富節目外，亦
能同其他病童一同度過聖誕。她透露，聖誕願望是希
望柏慧一直健康、開心，各項復康治療不斷進步。
她指出，柏慧每年參加派對時會較平時更開心，因
平日較少外出及接觸他人，而趁聖誕派對，柏慧可與
更多人接觸並收到聖誕禮物。她又指，女兒在以往聖
誕派對中最喜歡魔術表演。
位於薄扶林大口環的根德公爵夫人兒童醫院，連續
第四十九年在聖誕日為病童舉行聖誕派對。今年有
60 名病人參加派對，多為患有罕見病、需長期住院
的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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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天輪嘉年華購物節旺爆

在囚人士慶聖誕
楊鳴章鄺保羅送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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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楊鳴章到訪
監獄醫院探望在囚患病人士。
懲教署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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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聖誕節普世
歡騰，不少市民昨日繼續外出感受節日氣
氛，位於中環海濱的摩天輪及AIA歐陸嘉年
華繼續吸引大批市民前往，而在灣仔會展舉
行的香港冬季購物節亦同樣是人山人海。

購票人龍「打蛇餅」
上星期才重開，收費由100元大幅下調至
20 元的中環海濱摩天輪與 AIA 歐陸嘉年華

■有小朋友打扮成聖誕女郎到 AIA 歐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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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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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樣吸引大批市民前往，購票人龍出現
「打蛇餅」的情況，市民在下午時只能購
買晚上的門票，購票後要再等數小時才能
登上摩天輪，即使市民預先在網上購票，
到場後仍要再次排隊約一小時。
而摩天輪旁邊的 AIA 歐陸嘉年華是市民
與家人及情人歡度聖誕的熱門地方，場內
昨日迫滿大批市民及遊客，有小朋友更精
心打扮成聖誕女郎到場遊玩，而場內最受

歡迎的就是可以取得公仔作獎品的攤位遊
戲，不少入場市民都一試運氣，希望可以
將公仔帶走。入場市民都指現場十分熱
鬧，認為聖誕氣氛很好。
昨日踏入展期第二日的冬季購物節亦吸
引不少市民與家人、朋友前往「掃貨」，
不少商戶都有推出優惠吸引顧客，有入場
市民認為購物節與工展會同樣吸引，稱計
劃購買食材準備晚上的聖誕大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聖誕
節是普天同慶的日子，懲教署昨日
亦在多間院所內分別舉行聖誕節活
動，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楊鳴章及
香港聖公會大主教鄺保羅等多名宗
教界人士都有參與，為在囚人士送
上祝福。

赤柱監獄主持彌撒
楊鳴章昨日首先在懲教署副署長
胡英明、懲教署司鐸伍永鴻執事及
懲教事務總監督（赤柱監獄）陳偉
健的陪同下，到赤柱監獄主持聖誕
彌撒，並為出席的在囚人士分享信
仰哲理及送上祝福，並到訪監獄內
的醫院，探望患病的在囚人士，在
節日中向他們送上關懷與支持。

■香港聖公會大主教鄺保羅到白沙灣
懲教所主持聖誕崇拜。
懲教署提供

白沙灣懲教所主持崇拜
另 外 ， 鄺 保 羅 在 上 星 期 四 （21
日）亦曾經到訪白沙灣懲教所主持
聖誕崇拜，向出席的在囚人士講
道，分享信仰哲理。
時任懲教署署理副署長鄧秉明當
日更陪同鄺保羅參觀白沙灣懲教
所，並講解懲教工作及更生計劃的
最新發展。
所有自願參與聖誕節活動的在囚
人士，不論本身是否有宗教信仰，
均可透過懲教署司鐸、義務司鐸及
其他宗教機構的探訪人士，獲得宗
教和社會服務，服務範圍包括探
訪、教學、輔導、宗教崇拜及康樂
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