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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
「溫度」
經濟部 趙俊

2017 年 2 月 15 日，第一次踏上香港的土地。來之
前，香港的印象是隨處可見的摩天大廈、俠義江湖
的刀光劍影、歷久彌新的粵語經典，簡單來說，記
憶中的香港是濃墨重彩的。
初到香港的時候，看到窄窄的街道，窄窄的房
子，還有人與人之間「窄窄的距離」，和想像中的
香港多少有些不同，活脫脫郝雲的歌《活着》裡的
樣子，「慌慌張張，匆匆忙忙。」那時候，膝蓋帶
着點新傷，多少有些行走不便。想起來之前忍着酸
痛爬過高高的行人天橋，擠過擁塞的地鐵樓梯，對
於在香港這樣的城市中穿行不可謂不擔心。但剛來
香港兩三天，我就明白我的擔心是多餘的，所有的
天橋、地鐵站都有電梯和行動不便人士專梯，所有
的巴士和地鐵都有行動不便人士的專座，
擁擠的城市給行動不便的

人大大的空間，香港的細緻入微讓人如沐春風。
來香港的前半年，有使不完的精力想出去走走，
漫無目的地去了很多地方，有一幕令我至今動容。
有一次在九龍城等巴士，等了20分鐘好不容易車到
站，焦急地準備上車，但排在前面的人都不動，好
像在等待着什麼。只看見巴士司機不疾不徐地打開
車門，放低車底盤，拉下輔助踏板，再輕輕地推着
坐輪椅車的老人上車，落定後，再收起輔助踏板，
升高底盤，其他乘客再慢慢有秩序地上車。一瞬間
眼眶就濕潤了，為司機和乘客的善舉感動。後來時
間久了，這樣的情況見得愈來愈多，但也越發感
動，感動於這樣的善良成了一種習慣。
來香港時間長了，見到各種各樣的事情都「見怪
不怪」了，但有的事還是每次見，都會覺得不可思
議。每個星期天，香港所有的海灘、公園、廣場、
天橋、麥當勞都是「阿姐們」的天堂，她們帶着毯
子、手機、食物、新買的「新奇的東西」，聚在一
起聊天、分享快樂。我從來不知道她們說的是什
麼，但都笑得很開心，常常會看到她們拿着手機和
遠方的家人視頻，分享着她們買的「新鮮東西」，
完全看不出來這是勞累了一個星期的狀態。後來才

聽說，香港為了給她們創造開心的環境，規定了一
些地方專門預留給她們休息，得到這樣的照顧，她
們的臉上始終掛滿笑容也就不足為奇。
常常在報端見到香港的長者疾苦，今年因為工作
的關係，和香港的長者一起聊天。本來話家常也不
算是我的特長，但和我聊天的長者很樂觀，也很知
足，她的生活狀態感染了我，便都打開了話匣子。
她和丈夫早年是很成功的生意人，後來因為一些原
因，家道中落了，就申請居住在公屋。丈夫去世
後，自己一個人生活在公屋，閒時幫助社區裡的
人。她對香港的一切充滿了感恩，無論是低於市價
的公屋租金、每年定額領取的醫療券、社區工作人
員定期的關懷。她和我說了很多家裡的事，說是
「秘密」。臨走時，她寫了一行字送給我「你好好
人，我好鍾意你」。我想，是感受到了周圍的善
意，讓她一直可以葆有初心，也讓我們彼此找到了
內心深處最真摯的善良。
有人說過，一個城市好不好，要看下水道和洗手
間。我倒是覺得一個城市好不好，要看怎麼對兒童、
怎麼對長者、怎麼對殘疾人、怎麼對服務人員。我們
常常會看到香港穿行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但燈紅酒

■司機拉下踏板助坐輪椅車老人上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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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的繁華都市仍處處保留着溫暖和真情。
真正的溫度不需要濃墨重彩，像是一杯溫潤的白
開水，感覺不到特別，卻好像又離不開。這就是香
港，吸引人的是他的高度和精度，但真正讓人回味
的卻是潤物無聲的溫度。也許，只有一個城市
的溫度才會讓人「來了就不想
走」。

醫住安老「痛點」難靠加錢即解
財爺料千億盈餘不復見 須對症下藥逐步處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
輝）還有不到 3 星期，便是公佈
新一年度財政預算案的日子。財
政司司長陳茂波在昨日發表一篇
以《民間智慧》為題的網誌指
出，特區政府於過去 3 個月舉行
了約 40 場預算案諮詢會，了解市
民、不同界別代表及持份者的意
見。但他表示，下年度的財政盈
餘將難復千億元的超高水平，資
源相對有限，面對外圍的不可知
則使。他強調，住屋、醫療以至
安老院舍等現時社會的痛點，很

算案可以處理。

難單靠加錢便瞬間化解，更需要

財案料提利民措施紓困

找出問題核心，對症下藥，一步

他解釋，一般而言，重大的社會民生
政策及其調整，順序是在施政報告的大
藍圖中提出、政策局在行政上配以執行
細節，然後財政預算案作出資源的配
合。然而，預算案會盡量因應施政報告
與預算案期間的經濟和社會狀況，提出
一些利民措施，紓緩市民生活壓力。
陳茂波表示，在不影響政策原則的前
提下，如可透過政策微調或加大投放資
源來加速推動，當局會樂意積極考慮。
「可以說，我們正努力與政策局盡量考
慮來自市民和各業界的意見，得到支持
的措施將會在稍後公佈的預算案中見
到。」

一步切實地去處理。
茂波指出，他於日常生活中盡可能
陳多接觸市民，聆聽大眾心聲，並指

無論是乘坐港鐵、光顧茶餐廳、逛街或
逛墟市，都有不少市民向他提意見，訴
說他們對特區政府或預算案的期望。
他說：「住屋、長者及殘疾人士
（者）照顧、醫療服務及經濟發展等，
都是市民最關切、認為最需要解決的課
題。交流中，我也嘗試解釋政府政策的
考量，讓市民可以更了解背後的思
路。」
他指出，部分市民提出的建議雖然跟
進下來認為不太可行，不過特區政府也
盡可能按市民意見背後的目標或關切，
思考能否換個方法來回應，而當中也有
些建議涉及較重大的政策調整，並非預

長策要持久 資源不能斷
他指出，下年度政府的財政盈餘將難
復千億元的超高水平，資源相對有限，
不過，一些認定為「長期發展方向」或
「投資未來」的部分，需要有政策持續

性及執行的持久力，不能因為一時經濟
情況波動而間斷。
同時，面對外圍的不可知及變數，本
港消費及出口等主要拉動經濟的環節均
呈較大幅度的放緩，商業信心亦轉弱，
政府的公共財政須更積極有為，讓財政
儲備能發揮抗逆的作用，「因此，我們
毋須因短期的經濟和財政變化而作出過
度的開支縮減，關鍵是審慎行事、應使
則使，務求在中長期內保持大體上的財
政平衡。」
總括而言，陳茂波指若透過增撥資源
便能加快將問題解決，當局已積極尋求
各方支持，希望能在財政預算案中具體
提出。但他強調，必須承認不少問題並
非單靠金錢可以解決，無論是住屋、醫
療以至安老院舍等現時社會的痛點，很
難單靠加錢便瞬間化解，更需要的是找
出問題的核心，對症下藥，一步一步切
實地去處理，「這需要決心、耐心和堅
定的意志，不可或缺的是社會的支持，
需要大家同心向前跨步走，才有可能早
日徹底解決。」

基金用得其所 花光可再撥款

對於基層而言，生
活能夠得到改善或已
是他們最大的新年願
4BZ
望。勞工及福利局局
長羅致光於昨日發表
的網誌上指出，勞福局轄下有多個基
金，並指坊間不少人都說過類似「錢花
出去才是自己的」的話。不過，他指其
實基金有多少結餘並不重要，只要用得
其所，用完可以再申請額外撥款。他期
望各界善用基金，應使得使，以達至其
政策目標。



羅致光介紹 6 基金用錢情況
羅致光於網誌上介紹勞福局轄下其中6
個基金，當中包括於 2008 年 4 月成立的
兒童發展基金，至今合共注資 9 億元，
可惠及約3萬名基層兒童和青少年。
他指出，至今已透過非政府機構先後
推出 7 批基金計劃以及透過學校推出 5 批
校本計劃，讓超過 1.7 萬名基層兒童和青

少年受惠，政府將於今年第三季批出第
六批校本計劃，預計可讓超過 500 名新
學員受惠。
特區政府亦已向持續進修基金額外再
注資 100 億元，以配合實施一系列的優
化措施，鼓勵市民持續進修及自我增
值。
羅致光提醒市民，優化措施將由今年
4 月 1 日起實施，所有過去曾申領資助
者亦適用，當中將基金的資助上限由現
時每人 1 萬元提高至 2 萬元，以及將申
請 人 的 年 齡 上 限 由 65 歲 調 高 至 70 歲
等。
至於2017年施政報告宣佈預留10億元
成立的樂齡及康復創科應用基金，已於
去年 12 月推出，預計有超過 1,260 個服
務單位會受惠，首輪申請將於本月底截
止。
政府亦成立「殘疾人士藝術發展基
金」，預留 2.5 億元作為資本用作投資，
資助非牟利團體向殘疾者提供或舉辦藝

術項目，並邀請具備發展殘疾者藝術經
驗的非政府機構或團體向藝發基金提出
資助申請，預期今年 3 月下旬開始接受
申請。
羅致光並指，自攜手扶弱基金於 2005
年成立至今，政府已注資共 12 億元以推
動跨界別合作，共同扶助弱勢社群，當
中有 4 億元用作專款，透過民商官學四
方合作，為主要來自基層家庭的中小學
生推行更多課餘學習及支援項目，協助
他們全人發展，預計約 13 萬名基層兒童
將可受惠，亦有助紓緩在職婦女在照顧
子女方面的壓力。
至於 2002 年成立的社區投資共享基
金，政府已注資共 8 億元，至今已處理
共 28 期申請，已推行/將推行 375 個資助
計劃，涉及總金額約5.6 億元。當中共資
助了 37 個計劃在 26 個新公共租住房屋
（新屋邨）中建立社區支援及居民互助
網絡，涉及總金額約8,651萬元。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團體促財案「加碼」改善基層醫療

及變數，關鍵是審慎行事、應使

■「長期病患者關注醫療改革聯席」成員到政總外請願，要求政府在新年度預算案繼續增
加衛生撥款。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 陳茂波
陳茂波（
（ 右 ） 指很珍惜每次與市
民交談的機會。
民交談的機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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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財政司
司長陳茂波雖然預告今年的政府盈餘會
較去年大幅減少，不過，有組織指政府
仍然有足夠財力處理醫療健康服務積存
已久的人手及資源不足的問題，要求政
府在新一份預算案繼續增加衛生撥款，
讓醫管局能提供更安全及優質的服務、
發展基層醫療健康服務及減輕自費使用
昂貴藥物病人的負擔。
現時正值流感高峰期，公立醫院急
症室及內科病房不時爆滿，「長期病患
者關注醫療改革聯席」成員昨日在政府
總部外請願，要求政府持續增加撥款至
最少要達政府經常開支的兩成，以改善
醫院服務及加強基層醫療健康服務，逐
步扭轉醫院人手及資源短缺問題。
特區政府去年已大幅增加醫管局撥
款 13%，但聯席認為有關撥款仍未足
夠令醫管局有效應對服務需求，避免流
感季節公立醫院超負荷的情況再次出
現，建議政府在現時醫管局約 624 億元
預算的基礎上，額外增加超過 60 億
元。
聯席並建議，政府未來更應考慮從
財政儲備中撥出款項成立 500 億元醫療

服務發展基金，作為改善公營醫療服務
的資源，並透過調整稅制以增加稅收，
應付新增的醫療撥款。

促醫局速引有療效貴藥
藥物資助亦是社會關心的公營醫療
問題，聯席指新一代抗癌症標靶藥動輒
每月四五萬元，病友可能要賣樓、借錢
籌募藥費，部分病人更可能因為財政問
題而要停藥，生活坎坷，希望政府可以
進一步放寬撒瑪利亞基金及關愛基金的
審批條件，例如計算全年可累積收入時
以五折計算，並減少病人負擔比率至財
務資源的一成，及改善其他運作措施，
而醫管局亦應盡快引入昂貴但有療效的
藥物。
聯席又認為政府現時協助市民進行
疾病預防及疾病管理的服務非常不足，
要求政府加強基層醫療服務，除了要確
保預計在今年中開展服務的葵青地區康
健中心有足夠資源發展服務試點外，亦
建議擴大醫療券計劃，為年滿 45 歲的
低收入住戶人士派發價值 1,000 元的醫
療券，鼓勵他們到訪私家醫生，進行基
本的身體檢查。

散工受僱數句鐘 強積金一樣照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農曆新年
是不少行業聘請散工的傳統黃金檔期，積金
局主席黃友嘉於昨日發表的網誌上提醒大
眾，該些散工可能只受僱數天，甚至數小
時，其實他們都會受到強積金制度的保障。
他指出，現時全港約70%勞動人口為強積
金的計劃成員，「不論你是全職、兼職、臨
時僱員，又或是自僱者，所有計劃成員也應
多關心自己的強積金。」
截至去年 12 月，強積金制度下有超過 260
萬名僱員，大部分有固定僱主，參與較多人
熟悉的集成信託計劃，不過，有超過 60 萬
名從事建造及飲食行業的僱員參加了「行業
計劃」，當中大部分屬臨時僱員。黃友嘉指
出，相對其他行業，該類僱員流動性較高，
沒有僱主或人力資源部門的提醒及支援，他
們便需要花更多功夫，管理自己的強積金。
黃友嘉續說，從事該些行業的工人大多按
日發薪，並以現金出糧，「強積金制度實施
初期，積金局不時收到有散工投訴僱主逃避
供款甚至未有為其登記參加強積金計劃，每

個個案我們都會嚴正處理。」
他指，除了積金局繼續履行執法職責外，
工人們也要主動為自己的退休生活籌謀，積
極管理自己的強積金。積金局定期呼籲從事
建造和飲食業的工人參加「行業計劃」，盡
早開「散工卡」，即使經常轉工，但如果新
僱主都在同一個行業計劃註冊，工人只須向
新僱主出示相應的「散工卡」或戶口號碼，
僱主便可將強積金存入其賬戶，一勞永逸。
惟他指出，部分臨時僱員的僱主只為該些
僱員作出強積金供款而沒有向受託人提供僱
員的完整資料，令該些僱員的賬戶未能正式
完成登記手續，成為資料不全的賬戶。

24.5 萬戶資料不全 涉逾 4 億元
根據積金局數字，去年 12 月底共有 24.5
萬個資料不全的賬戶，涉及超過 4.4 億元，
積金局已針對有關情況作出跟進，包括向全
港已登記參加強積金行業計劃的僱主發信，
提醒他們有責任為僱員登記參加強積金計
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