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無」無糖「關愛」補漏
陳茂波：不會全民派錢 額外撥款予基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財政預算案「派糖」項目被指遺漏部分

基層人士。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昨日一口氣接受兩個電台訪問時表示，認

同個別群組得益較少，包括收入不高但無領取援助的人士、未滿65歲而

正租住公屋的退休或半退休人士，及剛投身社會不用交稅的年輕人。為

此，他已邀請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考慮利用「關愛基金」「補漏拾

遺」，估計涉款數以十億元計，特區政府同時會額外撥出一部分盈餘予

「關愛基金」。

■陳茂波昨接受電台訪問時，重申不會全民派
錢。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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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立法會不同政黨建議多項預算案的補
足措施，陳茂波在電台訪問中坦言，

政黨在不同時間也有不同意見，社會意見
也有很多，他需要再梳理，同時會虛心聆
聽不同政黨意見。
陳茂波重申，本屆特區政府使用公帑原

則要用得其所，聚焦目標社群，而全民派
錢並非今屆政府使用公共資源的原則，他
不會全民派錢，亦不後悔「無派錢」，特
別是在預算案諮詢期間，社會對派錢意見
紛紜，支持派錢聲音不算很強，政府需要
兼顧各階層的利益。

研擴闊「N無」定義
不過，他指自己已聽到社會聲音指，

部分基層群組無法分享成果，已委託
「關愛基金」研究擴闊「N無人士」定
義，涵蓋在預算案中未能受惠的市民，
做到「補漏拾遺」，聚焦覆蓋需要幫助
的基層人士。
陳茂波強調會盡速去做，開支可能數以

十億計，但不會動用「關愛基金」資金，
而是由特區政府的盈餘繳付。羅致光對此
反應積極，希望市民給予時間，因為研究
細節需要周詳。

張建宗：全力配合速提方案
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昨日出席另一公開活

動後回應指，身為扶貧委員會主席，他將

與羅致光一起努力，全力配合財政司司
長，盡快提出可行方案。過去，「關愛基
金」曾做過「補漏拾遺」的角色，包括為
「N無人士」發放津貼等，相信基金可在
預算案後發揮作用。
預算案撥出1.8億元代繳明年DSE考試

費，引發不少爭論。陳茂波表示，希望在
特區政府「豐收」時幫助學生及重考生，
並已再三責成教育局及考評局跟進有關事
宜，確保不會影響到考試運作。
他強調會以應考學生的利益為依歸，而

措施可以作出調整，希望社會多給政府時
間研究。
教育局副局長蔡若蓮在另一場合表示，

局方正研究明年寬免文憑試考生考試費措
施，包括如何分辨有需要的自修生，預料
很快公佈細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
翔）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蔣麗
芸、葛珮帆聯同多名基層市民
昨日見記者，指新財政預算案
忽視逾百萬基層打工仔，並非
聲稱的「與民共享」。蔣麗芸
表示，看到新預算案後「想
喊」，指只有不足7%（19億
元）是幫助基層，其餘 433
億元用於退稅和寬免差餉，
是「愈有錢、樓愈多拿得愈
多，少數有錢人攞幾萬
（元），廣大基層分幾百元
甚至斗零都無」。出席記者會
的基層市民包括長者、中年、
婦女、年輕人等，均批評未能
在新財政預算案中受惠並提出各自建議。
蔣麗芸表示，新預算案公佈後，民建聯很多

黨友認同預算案投資未來及幫助中產，但均認
為對基層欠考慮。民建聯議員收到很多街坊投
訴，表示對財政預算案「非常非常失望」。
他們說，如果無盈餘，那麼將錢用到最需要
幫助的清貧階層，大家無意見。但現在有破紀
錄的龐大財政盈餘，卻將絕大部分「糖果」分
給有錢人，基層就被完全忽視，那肯定不滿
意。基層並不是要政府給多少幫助，但不滿辛
勞終日，卻不能分享分毫經濟成果。

自食其力反無受惠
葛珮帆表示，這幾天日日夜夜都聽到基層的
強烈呼聲，他們對財政預算案很失望。「不患
寡而患不均」，預算案說是與民共享，但有那
麼多財政盈餘卻忽略廣大基層，忽略生活困難

卻很有骨氣、不申領政府資助自食其力的打工
仔，很不應該。
民建聯希望財爺修訂預算案，起碼先惠及60

歲至64歲人士，及為兒童派發醫療券，再用
「關愛基金」幫助未受惠的基層。但「關愛基
金」門檻高難申請，民建聯對「關愛基金」能
否起到補足財政預算案的作用成疑。

老中青齊齊喊不公
62歲的李先生表示，自己正處尷尬年齡，想
退休而不敢退休，只能「日做夜做」。聽到財
政預算案後很「火滾」，基層和富裕者那麼多
優惠，自己就只是獲寬免幾百元差餉。自己因
做工程是車主，「像去年一樣免一年牌費也
好。」
唐小姐有兩個分別為2歲和3歲的小朋友，

自己要打兩份工維持生計，全靠外婆照顧小朋

友，這次預算案對她們一家全無幫助，希望政
府能增加託兒服務，讓外婆別那麼辛苦。
陳先生說，他3個月前才結婚，買不起樓只
能租私人物業，每月租金開支超過家庭收入三
分之一。按新財政預算案只能退一點稅幫助太
少，希望能推出租金津貼，或幫補水電煤氣費
也好。
曹先生說，自己住公屋，和母親、太太和兩

個女兒擠住一起，一家人辛辛苦苦「捱世
界」。「如果香港經濟不好，政府不派錢他們
無話說，但現在庫房『大水浸』卻完全忘記辛
苦的基層市民。」曹先生希望財爺離開他的豪
華官邸，到基層看看他們是怎麼生活，再制訂
預算案，不要「閉門造車」。
何先生說，自己和女朋友剛大學畢業工作一

年，看不到預算案對年輕人有任何直接幫助。
如果可以改的話，還是派錢最直接、最公平。

民記責忽視基層促「加糖」

■蔣麗芸及葛珮帆與多名市民批評預算案忽視逾百萬基層。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食 物 及
衛生局局
長陳肇始

昨日出席電台節目時，評論新
財政預算案提出2018/19年度
公共醫療開支為712億元，增
長13.3%，佔整體經常開支的
17.5%，她滿意財政預算案在醫
療方面的投入，認為增加資源
重要，有助增加醫護人手、增
設病床、診症節數和護士專科
診所等。今屆政府增加醫療開
支，反映政府理財新哲學，將
資源與民共享，投資未來，而
非「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她期望推行自願醫保可緩解公
共醫療壓力。

囑醫局訂中長計劃
陳肇始說，現屆政府有投資

未來的意向， 並非單單解決目
前問題。因此她要求醫管局提
交中、長期的計劃，善用新增
撥款，創建推展、改善醫療服
務的里程碑。財政預算案為長
者醫療券提供額外1,000元金
額，過去有不少市民投訴醫療
券推出後求診費用增加，質疑
遭濫用。
陳肇始回應指，只有註冊醫

護人員才可成為服務提供者，
如發現可疑情況，衛生署可不
發放款項，如涉專業失德或詐
騙，會要求警方介入，強調醫
療券受到監管。
陳肇始指，因應社會人口老

化，住院時間較長，市民病症

亦見較複雜，政府一定要設法
應對。醫管局計劃增加醫護學
生名額和醫生數目，亦會繼續
聘請兼職人手和重聘退休醫
生，以及改善現職公立醫院醫
護人員的工作環境及待遇。本
地兩間大學的醫學院在五六年
前增加了醫科生名額，首批420
人將於今年7月畢業，人數比去
年增加100名。
陳肇始續說，增聘海外醫生

來港有限度行醫是增加醫護人
手的方法之一。《醫生註冊修
訂條例草案》有待在立法會大
會上進行二讀和三讀，而條例
草案提出將海外醫生的有限制
註冊年期，由1年變成3年，希
望給予在外國就讀醫科的學生
多點誘因，來港服務。
陳肇始又稱，自願醫保計劃

標準保單最快2019年初推出市
場，供市民投保。現時公立醫
院服務輪候時間長，但部分市
民對市面的醫療保險沒信心，
所以沒有買保險，亦沒選用私
營醫療服務。自願醫保最大誘
因是提供額外保障，現時市場
未必有。所以當局希望現在已
買保險人士會轉移過去，及吸
引一些未有醫療保險和未使用
私營醫療服務的市民。
政府推出自願醫保計劃，是

希望讓有能力負擔的市民有多
一個選擇，讓更多人選用私營
醫療服務，減輕公營醫院壓
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陳
肇
始
：
自
願
醫
保
料
紓
公
院
壓
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寶儀）本周四
為一年一度的三八婦女節，為表揚傑出婦
女服務他人的無私精神，有機構舉辦「香
港傑出婦女義工」頒獎禮。有中年女性飽
受病魔折磨，亦要照顧患病的雙親，壓力
爆煲患上抑鬱症，但透過義務教授攝影重
新站起來，更屢獲攝影獎項，夢想能以攝
影治好他人。亦有單親母親力抗紅斑狼瘡
症，堅持向大眾宣揚該病的正確資訊，消
除社會的標籤。
基督教女青年會昨日舉辦頒獎禮，嘉許
11名傑出的婦女義工。得獎者之一是抑鬱
症康復者、47歲的古舉芬（Carman），
多年來，在她巧手下拍下不少精彩的場
景，更曾獲國家地理雜誌頒發攝影獎項。
她所教的徒弟多不勝數，更有部分當起全
職攝影師。

教攝影四圍去治抑鬱
不過，Carman始終堅持當義工。她憶
述，自己在2005年患大病，需同時照顧患
病的雙親。她坦言，直至2010年父親離
世，母又確診認知障礙症，雙重打擊下，
她失去求生意志，並患上中度抑鬱症，一
個月不洗澡、不肯見人又失去工作能力。
及後，她經轉介到女青做義工，以自己
愛好的攝影教導弱勢社群，邊青、有特殊
學習需要（SEN）學童、基層家庭及長者
等均是其學生。她形容，教攝影時常外出
到不同地方，走遍機場、濕地公園及南生
圍等地，接觸大自然的美麗，亦令她放
鬆，「攝影對我幫助很大，不單是單方面
幫助自己，更可醫治到他人的心靈及情
緒。」

她向記者展示一張笑容燦爛的長者獨
照，指相中人為其學生，但現已過世。她
一度落淚指，該長者即使身患重病，離世
前仍堅持坐着輪椅到社區中心參與攝影活
動。她說，縱然身患抑鬱症也能幫助他
人，拍照猶如多走一步，看見世界更美
麗。
勇敢面對病魔及抑鬱症的還有單親母親

鄒少蓮。當年24歲的她婚姻破裂，母兼父
職照顧年僅3歲的女兒。禍不單行，1981
年，28歲的她患上紅斑狼瘡症，該病影響
關節活動而無法工作，「雙膝跪地像跪玻
璃般痛。」
她形容嚴重時「臉部一塊塊紅腫起來、

好像發（麻）風、脫髮像鬼剃頭」，更要弟
弟及妹妹幫忙照顧女兒。
除了疾病的折磨，她亦遭受他人的歧視

目光，指曾有家長及小童與其同坐升降
機，但瞥見其外表後，家長旋即把小童拉
出升降機外。待病情穩定後，少蓮受病友
的鼓勵時常與人分享經歷，盼加深大眾對
該病症的了解，告訴他人該病不會傳染。

日日做義工 不白吃政府
雖然因患病無法工作須申領綜援，少蓮

說「不會白吃政府，已做足這麼多年義
工」。20多年來，她除了分享患病的心路
歷程，更四出教導手工，對象更包括長者
及聾啞人士。
她笑言，現時周一至周六也排滿義工行

程，連母親也投訴找不到她，平均每年義
工時數累積逾200小時。做義工不但助人
亦可助己，她的手指關節雖因病所累，但
因經常做手工而至今仍很靈活。

父死母病己抑鬱 婦做義工助人助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寶儀）香港學生

競爭激烈，連義務工作亦不免成為履歷上比
併的一環。不過，有青年不為虛名，於義務
工作中尋找到自己的人生路向，即使文憑試
在即，仍不忘服務他人，更立志從事臨床心
理學家，以人為本。亦有自小「坐不定」的
頑皮學生，透過義務工作反思自己，踏入社
會後仍堅持抽空貢獻社會，甚至請大假遠赴
海外做義工。
由社會福利署舉辦的「香港傑出青年義
工計劃」，去年12月安排約20名16歲至24
歲、積極從事義工服務的青年，到越南首都
胡志明市參加為期5天的交流團。
年僅17歲的中六學生林峻毅是其中一

員。他說，從中一起參與制服團體紅十字會
接觸義工服務，但至中三時擔任學會主席
時，其目標亦僅限「搞好活動」。直至參與
長者的服務日，才體會助人為快樂之本，
「感受到並非只有自己付出，長者亦當我是
孫兒及朋友。」
數年下來，他服務範圍擴展至智障人

士、獨居長者及露宿者等探訪工作，高峰期
每年累積義工時數高達300小時至400小
時。身為考生的峻毅坦言，義工工作佔據其
高中生活大部分時間，讀書的時間少不免減
少。他又說，由義工認識社區、帶領活動及
培養社會觸覺，均是書本上學不到的。更重
要的是義工令他尋覓到方向，由一名自我中
心的少年變成關心他人的聆聽者。他說，希
望成為臨床心理學家，「年輕人的心理情緒
支援需求愈來愈大，想做社區的聆聽者。」

學弟學妹如鏡 悟自身不足
另一名傑出義工為22歲的顏芷程，同樣

在中一展開義工生涯。她笑說，年少時精力

充沛，時常「坐不定」，「老師說我這麼有
精力，不如去做義工。」然而，真正的轉變
在第二年，當芷程成為「大姐姐」負責協助
學弟學妹做義工時，亦像一面鏡反思當初的
自己，「當時自己青春期對權威及命令很抗
拒，但當角色對調後會明白別人罵你可能是
用心良苦。」
芷程投入義工服務，更多次遠赴海外服

務。去年芷程畢業踏出社會，加入忙碌的打
工一族。她笑言，工作後接觸到社會黑暗
面，下班後也身心俱疲，惟與一群有心的義
工聚在一起，能想起社會善良的一面。
22歲的孔泳淇表示，雖然從小學起做義
工清理沙灘及賣旗等，真正體會義工意義卻
是在大學時期，「上莊」負責策劃及協助年
輕人做義工。修讀政治學與法學的她說，眼
見年輕人意見相異，持強烈的取態，一旦意
見不一很容易關上門，不去溝通。她冀望義
工成為中庸的平台，讓青年了解社會上不同
的觀點。

「頑皮妹」坐唔定 做義工如「照鏡」

■基督教女青年會昨日舉辦頒獎禮，嘉許11名傑出的婦女義工。
香港文匯報記者何寶儀 攝

■林峻毅、
顏芷程及孔
泳淇去年曾
遠赴越南交
流，了解當
地義工服務
的發展。
香港文匯報

記者
何寶儀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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