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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厭星」做義工 發奮助人助己
曾為街童幸社工引領 盼用自身所學為柬貧童建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威）特區政府
近年致力支持本港體育發展，積極投入資
源，推動本港體育「盛事化」、「精英化」
和「普及化」的發展。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指
出，政府將撥款1億元於今年開展「地區體
育活動資助計劃」，又會向「精英運動員發
展基金」注資60億元，讓精英運動員獲得更
強支援。
張建宗昨日發表網誌指出，近年香港體壇
大豐收，除本港運動員表現卓越，在多項國際
賽事屢創佳績外，社會的體育風氣也日益濃
厚，香港作為亞洲體育盛事之都，十分重視推
動體育「盛事化」。
他表示，政府撥款5億元推行全新的「體

育盛事配對資助計劃」，鼓勵私人及商界贊
助大型體育賽事，讓本港運動員有更多機會

在主場參與更高水平賽事。
此外，「M」品牌計劃亦會推出多項優化

措施，持續支援本地體育總會舉辦多項大型
體育活動。
為加強推動體育「普及化」，張建宗表

示，政府將撥款1億元於今年開展「地區體
育活動資助計劃」，以支持地區體育會舉辦
更多體育活動，鼓勵市民參與。

向精英運動員基金注資60億
他又指，為繼續支持香港運動員在國際比

賽中爭取更佳表現，政府會向「精英運動員
發展基金」注資60億元，讓精英運動員得
到更強的支援，如增加教練團隊、陪練安
排、運動科學及醫學支援等。
張建宗提到，啟德體育園項目亦有最新進

展，政府在去年底批出設計、興建和營運合
約後，工程會在今年首季動工，預計2023
年完成，以提供多項高質素體育設施，支持
和推動香港未來的體育發展。
他並指，本港殘疾運動員的表現同樣出

色。
他上星期出席「2019特殊奧林匹克夏季

世界比賽」香港代表團授旗典禮，親身為將
於下月出發到阿聯酋—阿布扎比比賽的代
表團打氣，並祝願他們在比賽中延續佳績，
為港爭光。

殘疾人士體育開支增逾50%
他表示，政府一直鼓勵不同年齡和能力市

民參與體育活動，大力支持殘疾運動發展，
在政策和資源上作出配合。

為支援殘疾人士參與
體育活動，政府在2018
年至2019年度的預算開
支達7,000萬元，較上
年度增加逾50%。
民政事務局多年來亦

一直透過藝術及體育發
展基金資助殘疾體育發
展。過去5年共撥款逾
2,400萬元，資助逾780
名殘疾運動員（包括智
障運動員）備戰及參與
大型體育賽事。
他強調，要構建一個傷健共融社會，需
要各方努力包括政府、社福機構、商界及
社會各界人士的跨界別合作。政府會繼續

積極推動殘疾人士體育發展，透過外展計
劃及其他利便措施，鼓勵殘疾人士參與體
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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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到韓國釜山參加交流團，以義工大
使的身份推廣義工運動的信息。
石毅俊是2018/19年度的香港傑出青

年義工，也是這次交流團成員之一。這
名外表爽朗的25歲陽光男孩，初中時原
來曾成為街童，不僅操行欠佳，讀書成
績更是全級倒數第三，幸得駐校社工循
循善誘，引領他走上義工服務之路，在
改變別人生命的同時，也改變了自己的
人生。
「當初我操行不好、讀書不好，成日
周圍做街童。」直到中二那一年，石毅
俊因行為問題需接受輔導，在學校社工
建議下開始當義工，從起初抗拒到後來
接受，逐漸對義務工作「上癮」，「開
頭都好抗拒，又無錢，不知道為何要做
義工，想賣完一張旗就當自己做完，後
來發覺自己停不下來。」
他坦言，當年全靠社工勸誡，令他決
意改變自己，「他當時問我，有沒有想
過父母日後怎樣？後來中二考試放榜，
成績又是倒數上來，媽媽對我沒有期
望，我覺得好心噏，便決定要改變自
己。」自此他努力讀書，同時積極參與
義工，最終成功考入科大讀工程，其後
更出任科大學生會會長，並獲科大頒授
獎章。

險誤入歧途 終臨崖勒馬
石毅俊認為朋輩的影響十分深遠，他
最初入讀較差的班別，同學從來不會想

到要做義工，甚至曾有損友游說他加入
非法勾當，他以「道不同不相為謀」為
由拒絕參與；相反，他在義工服務中認
識的好友，雖然成績未必出眾，但願意
做有意義的事，令他學會做人不應只想
到自已。

生活局限思想 需要互相體諒
他又指出，大學時一次到柬埔寨義教

愛滋兒童，為他帶來深刻反思，「那些
小朋友天生患有愛滋，他們自知命不久
矣，沒有生存動力和人生目標。」有次
石毅俊責備小朋友欺負狗隻，竟不被理
會，隨團社工解釋是生活環境局限了他
們的思想，讓他理解到不同人來自不同
背景，需要互相體諒的道理。
石毅俊現正攻讀理工大學消防及安全

工程學理學碩士，並將擔任學友社的青
年義工計劃擔任召集人。
他期望能學以致用，利用自身的工程

知識幫助有需要的人，未來會計劃到柬
埔寨參與義務興建學校的工作，進一步
改變社會。
他感謝當年駐校社工改變其人生，

「好多謝那位社工，如果無咗佢，我不
會在今日的位置。」
新一屆「傑出青年義工計劃2019—

2020」將於今年3月16日至5月16日接
受報名，詳情有待公佈。
去年計劃參選義工年齡必須介乎16歲

至24歲、有3年或以上義工經驗，並於
過去5年服務時數達200小時或以上，
及經社會服務機構、義工團體或學校推
薦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志剛）做義工不僅可改變別人命運，也能

豐富自己的人生。2018-2019年傑出青年義工石毅俊，初中時原是

成績「倒數三甲」的「百厭星」，幸獲駐校社工引領走上義工之

路，搖身一變成為義工常客，更發奮努力讀書，成功考入大學工程

系。他冀利用自身所學，為柬埔寨的貧苦兒童興建學校，進一步改

變社會。

獲頒傑出青年義工獎的，還包括今年讀
中六的鄧燕鈮。她於內地出生，2006年來
港生活，曾接受社會服務機構協助適應新
來港生活，加入義工行列後培養了對社會
的責任感，立志從事幼兒教育工作，希望
將來可成為社工，回饋社會。
鄧燕鈮表示，自己由小五開始參與義務

工作，初時是聽說做義工可獲額外加分才
加入義工行列，久而久之感受到箇中樂
趣，一直維持至今。她坦言初來港時英文
水平低下，在小學入學面試時遇上困難，
其後在社會服務機構協助下，才逐漸適應
新來港生活，「他們會提供一些青年活

動、參觀主題樂園的優惠，亦會定期家
訪。」
她指加入義工行列後培養了對社會的責任

感，故立志從事幼兒教育工作，希望將來可
成為社工回饋社會，希望未來可接觸新來港
人士，向他們分享自己的經歷，幫助克服學
業問題。

聆聽他人故事 增廣見識
另一名傑出義工劉羨文因從小患上濕

疹，一直十分在意自己的外觀，造成內向
的個性，於是在老師建議下加入學校義工
隊，其後更成為義工隊主席，並在中五時

加入青協香港青年大使計劃，協助推廣香
港旅遊業。
她指義工服務可增強自信心，也讓她有

機會聽到不同人的故事，藉此增廣見識，
學會放下成見和學會有同理心，但義工經
常在大時大節出動，父母曾擔心她花太多
時間在義工服務上，「我告訴他們，即使
不做義工，也不見得會回家做功課，而且
做義工可改善我的社交，也可調適心理壓
力。」她的堅持更成功帶動到家人一起做
義工。
正就讀物理治療學理學士的劉羨文表

示，希望將來可推廣香港義工活動，並計
劃參與外國的義工組織，喚起市民對對氣
候變化的關注。

■香港文匯報記者 岑志剛

新來港生做公益 內向義工增自信

政府擬撥款1億 資助地區體育

■左起：傑出青年義工石毅俊、劉羨文、鄧燕鈮做出代表義工(Volunteer)的「V字」手勢。 香港文匯報記者岑志剛 攝

■政府將撥款1億元資助地區體育活動，又會向精英運動員基金
注資60億元，圖為香港街馬2019在觀塘開跑。 資料圖片

香港即將迎來家肥屋潤的農曆己亥豬年。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昨在網誌表示，去年本港
零售銷售額升8.8%，是5年來表現最好的一
年，但下半年卻呈現反覆放緩趨勢，政府會
力促企業善用創意科技提升競爭力，新預算
案會繼續做好撐企業、保就業、穩經濟、利
民生。在全球經濟預期增長放緩的場景下，
香港有必要直面挑戰，增強動力。本港中西
薈萃、年節不斷，重大基建開通令訪港旅客
屢創新高，未來可善用年節效應，帶給遊客
更多更好的商品與購物體驗，同時加快發展
電子支付、虛擬銀行等，以創科開拓新經
濟，增強零售動力。在中國傳統文化中，豬
年意味着風調雨順、五穀豐登、六畜興旺，
本港今年面對粵港澳大灣區規劃公佈等重大
機遇，天道酬勤，只要發揮好「一國兩制」
最大優勢，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定能在豐盛
豬年開創香港經濟豬籠入水新榮景。

去年香港零售市道表現不俗，零售銷售額
升 8.8%達 4,850 億元，創 2013 年以來最高水
平，同時亦是香港歷史第三高。但去年12月
單月銷售貨值為449億元，是18個月以來動
力最弱月份，有機構預計本港今年零售額或

下跌 3%至 4,700 億元。去年受中美貿
易戰影響，本港

樓價下跌、股市下滑，加上奢侈品消費下
降、消費模式轉型等影響，令零售市道動力
減弱。這些影響本港零售增長的因素今年依
然存在。因此，政府在此時表示將給業界支
持，有助於增強本港經濟發展的信心。

事實上本港豬年利好因素眾多，年後粵港
澳大灣區規劃將公佈，蓮塘/香園圍口岸將開
通，本港零售和經濟發展至少可在以下兩方
面發力。

一是善用節慶效應，給旅客尤其內地客帶
來更多商品和更好購物體驗。今年維園年宵
市場一片暢旺，市民爭相前往購買各種豬造
型的創意物品，幸福豬、愉快豬、發財豬等
大賣，業界也預計本港今年農曆新年生意額
會不錯，這顯示本港年節消費動力強勁。本
港中西文化薈萃，年節眾多，旅發局近年積
極開拓盛事活動，如單車節、美酒嘉年華
等，令本港對遊客吸引力大增。本港可善用
節慶效應，發揮創意，結合地道本地文化，
增強旅遊吸引力。去年廣深港高鐵和港珠澳
大橋開通，全年訪港旅客人次高達6,500萬創
歷史最高紀錄，其中內地客首次突破5,000萬
大關，本港可善用重大基建開通帶來的巨大
人流，開設旅遊購物專區、新增配套旅遊設
施，如在大橋人工島新增購物服務，開發啟

德旅遊設施等，增加吸客效應。
二是善用電子支付和虛擬銀行等創新科

技，為消費者提供更好消費體驗，並開拓網
上購物等新經濟形態。金管局去年9月推出
快速支付系統「轉數快」，24小時支援不同
銀行和不同電子支付系統間的小額轉賬，已
吸引20家銀行及多間電子支付公司參與。金
管局已向16家公司發放儲值支付工具牌照，
帶來本港零售市場以電子支付開拓業務增長
的動力，如販商協會最近與微信支付合作，
在旺角花園街逾150個攤檔使用電子錢包付
款，支付寶香港在逾千架專線小巴提供「易
乘碼」付費服務，可嘟二維碼支付車資。金
管局最快今年首季將發出首批虛擬銀行牌
照，目前7間虛擬銀行的申請已進入下一輪
審視，騰訊、螞蟻金服、京東金融、小米等
的進入，將對本港網上購物、網上信貸的發
展增添新動力，同時也將帶動本港藥物及化
妝品、食品、煙酒、超市等消費品類別的穩
健增長。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豬是六畜之首，豬年
意味着風調雨順、五穀豐登、六畜興旺。本
港一向視豬年為財富和福氣的象徵，胖嘟嘟
的豬仔撲滿、「豬籠入水」的民間文化，加
上重開星光大道上新出現的、陪伴港人成長

的「麥兜」喜歡做夢、敢於追夢的形象深入
人心，都讓港人對豬年有一種特別的期待。
新一年香港「風更清、氣更正、人心更
齊」，正如中聯辦主任王志民在新春酒會致
辭時所表述的，呈現了三個「好」：習近平
總書記對香港同胞的深厚情懷，引領香港形
勢持續穩中向好；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帶領特
區政府依法施政和管治成效好；香港社會積
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態勢好。

今天是大年三十，正是港人舉家團圓的美
好時刻。辭舊迎新總給人們帶來新的憧憬，
正如國家主席習近平昨日在2019年春節團拜
會上所言：「天道酬勤。勤勞勇敢的中國老
百姓，日子一定會越過越紅火，我們偉大的
祖國前程一定會越來越偉大。」今年國家將
迎來新中國成立70周年，新的一年香港發揮
好「一國兩制」最大優勢，用好改革開放的
最大舞台，更積極主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把握「一帶一路」和粵港澳大灣區的機遇，
同時特區政府更積極有為、關顧民生、造福
市民，帶領各界攜手前行，香港定能在新時
代改革開放中，再次發揮不可替代的獨特作
用，讓市民抱得金豬、豬籠入水。

善用年節增強動力 擁抱機遇發展創科 天道酬勤豬籠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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