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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子女是父母的天職照顧子女是父母的天職，，但有小朋友可能因為家中但有小朋友可能因為家中

遭逢突變等原因遭逢突變等原因，，不能與父母同住不能與父母同住，，幸本港有不少幸本港有不少

「「有心人有心人」」願意額外負上一項沉重責任願意額外負上一項沉重責任，，參與參與「「寄寄

養家庭養家庭」」計劃計劃，，協助照顧有需要的小朋友協助照顧有需要的小朋友，，而已而已

經退休的姚氏夫婦在過去經退休的姚氏夫婦在過去1717年更合共照顧過年更合共照顧過

7070名小朋友名小朋友，，並成功令一些行為有並成功令一些行為有

問題的小朋友學會紀律及尊問題的小朋友學會紀律及尊

重他人重他人。。

夫婦行善17載 照顧70「人之幼」
昔女兒「落難」獲援手 觸發加入寄養家庭「做上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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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富懸殊現象在
世界上並不罕見，
香港也不例外。勞
工及福利局局長羅
致光表示，香港的

人口普查數據滯後，若等待數據才作
出政策調整，有可能「愈追愈落
後」，故制定適時的政策，政府責無
旁貸。他並強調，就業對脫貧及減低
收入不均都很重要，故無論是「保就
業」或是加強就業援助，都是政府政
策重點。
羅致光昨日發表的網誌提到，如果
「沒有貧富懸殊現象，便沒有今天的
我」。他解釋，41年前他還是銀行的
電腦程序編寫員，發現銀行的交易總
額以每秒過百萬跳升，計及工作的邊
際貢獻和薪酬一比，自己所得的不及
十分一，但同時又覺得自己薪酬遠較
一般工人為高，便決定投身社工行
業。

他認為，貧富懸殊現象不是新鮮的
事物，只是它愈演愈烈，今天已鮮有
人認為香港的貧富懸殊不是一個問
題。而法國黃背心運動持續多月，引
起世界關注，香港傳媒中亦有不少評
論，更延伸到香港的貧富懸殊問題。
他列舉數據指出，香港和法國的貧

富懸殊情況，以稅前福利轉移前計算
的堅尼系數來看，都是相當高，香港
只是稍為高些（0.539相對0.516），
但由於法國的利得稅與入息稅都遠高
於香港，計算稅後福利轉移後，香港
的堅尼系數便遠高於法國（0.473相對
0.291）。

職津成效 待明年底分析才知
他表示，去年政府有兩大扶貧舉
措：一是設立高額長者生活津貼，二
是將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低津）大
幅改善至在職家庭津貼（職津），但
它們的效果要在今年底所完成的2018

年貧窮情況分析才能顯示，甚至可以
說職津的全面效果，要待明年底的分
析才能顯示。
他並指，早前他已提過今年法定最

低工資調整對於紓緩收入不均不斷加
劇的趨勢有何效果，要待2021年人口
普查的結果於2022年中公佈才有分
曉。若政府要等待這些滯後的數據才
作出政策調整，只會是追落後，亦有
可能「愈追愈落後」，故制定適時的
政策，政府責無旁貸，惟亦需凝聚社
會共識，政策的制定與推行才得以順
暢。
他最後指出，不論是法國的黃背心

運動，或是過往數年的香港貧窮情況
分析，都顯示就業對脫貧及減低收入
不均都很重要，故無論是今年財政預
算案重點之一「保就業」，又或是勞
福局加強就業援助，都是政府的政策
重點。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

扶貧若等數據 政策恐「愈追愈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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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下星期
日（5月12日）是一年一度的長洲太平
清醮，長洲太平清醮值理會預料，當日
會有約6萬名市民及旅客到長洲，人數
較去年多。
另外，島上逾80%餐廳亦會響應太平

清醮的茹素傳統，由星期五起只出售素
菜食物三日。
今年太平清醮適逢周日，翌日為佛誕
補假法定假日，不少市民可以連續放假
三日，即使在零時看完搶包山比賽後再
返回市區亦不怕翌日沒有精神上班上
學，長洲太平清醮值理會副主席何麗安
預料，今年太平清醮當日到長洲的市民

及旅客數目會較去年的5.8萬人增加至
約6萬人。
根據太平清醮傳統，島上居民會在農

曆四月初六起一連三日茹素，以敬神靈
及潔淨心靈，何麗安指島上去年已有逾
80%食肆在打醮期間只出售齋菜，預計
今年的比率會與去年相若，呼籲燒味檔
等只售肉類的店舖當日休息，指值理會
未來幾日會繼續游說食肆轉賣齋菜。
飄色會景巡遊是每年長洲太平清醮的

重點活動之一，活動今年會有20台飄
色，主題繼續包括多個近期備受關注的
社會議題，例如「明日大嶼」發展計劃
及港鐵工程醜聞等。

周日太平清醮 料6萬人湧長洲

■今年太平
清醮料吸引
6萬名市民
及旅客到長
洲。圖為去
年 清 醮 一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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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顏晉傑）寄養服務的得
益者不單是寄養兒童，寄養家庭本身亦能獲益，
成為寄養家庭至今逾8年的黎氏夫婦表示，照顧
寄養小朋友雖然是一項重大挑戰，但亦令他們一
家相處變得更加融洽，當中他們的細仔更因為多
了一份協助照顧「弟弟」的責任而快速成長。
黎氏夫婦昨日在「2019年寄養家庭服務獎頒

獎典禮」 獲頒長期服務獎銀獎，他們雖然本身
育有一子一女，但亦認為照顧寄養兒童極具挑
戰，黎太表示，「自己的小朋友可以打、可以
鬧，但別人的孩子只能講道理。」
他們在2013年時接了一名被評為發展遲緩的

男童回家照顧，他當時雖然已經23個月大，但
仍未懂得咀嚼，黎太要將食物放入攪拌機弄碎，
或先切細才能餵食，他們一家人之後耐心教導，
向男童展示咬碎食物的動作，他用了約4個月才
能學會咀嚼。後來男童竟反過來提醒黎先生食飯
時要咬碎食物，黎先生形容當時十分感動。
另外，該名男童最初亦未能好好走路，更不懂

說話，黎太最初幾乎每星期均要帶他到醫院分別
見醫生及物理治療師，黎太按醫護人員建議，每
日在家中以遊戲方式為男童進行訓練，男童現時
已經與一般同齡小孩無異。
黎氏一家亦因為照顧寄養兒童而令關係變得更

加緊密，黎先生指，男童來到家中時兩名子女均
已進入青春期，正常情況下他們可能只會躲在房
間，面對面溝通會因而減少，但他們一家卻因為
多了一個小朋友而變得更熱鬧，子女會留在客廳
陪小朋友玩，而黎先生亦可以填補過往因工作關
係未能親眼見證子女成長、未能聽到他們第一次
叫爸爸的遺憾。
黎太更特別指出，其細仔在男童來到家中後快

速成長，會幫忙照顧小朋友，教他做功課，「他
變成了『哥哥』，會照顧『弟弟』，過往有事只
會叫媽媽、姐姐。」

社會福利署昨日舉行「2019年寄養
家庭服務獎頒獎典禮」，表揚380

個無私奉獻的寄養家庭，其中157個家
庭更因為在過去兩年有優異表現而獲寄
養服務機構推薦頒發「非凡貢獻獎」。
姚氏夫婦是其中一個獲頒「非凡貢獻
獎」的家庭，姚先生指自己參與服務是
因為女兒在外國亦曾受過同類服務幫
助，憶述自己兩名女兒在英國讀書時遇
上一名不負責任的女士，「替我照顧女
兒的女士突然丟下小朋友到美國探望自
己的兒子，女兒向學校求助後警察即時

上門，並將她們交由當地的寄養家庭代
為照顧，這件事發生在聖誕節前一日，
細女當時只得10歲，我十分心痛，但又
不能即時到英國幫她。」
姚氏夫婦有一日經過港鐵站時看到招

募寄養家庭的廣告，想起女兒的經歷，
所以決定嘗試成為寄養家庭，為有需要
的小朋友提供緊急寄養服務。他們由
2002年參與計劃至今，已經照顧過共70
名兒童。
緊急寄養服務主要是為遇到突發事故

而缺乏父母照顧的小朋友提供即時及短

期的家庭式住宿照顧服務，一般的寄養
時間最長只得6個星期，但有時候亦會
有特別例子，當中姚氏夫婦照顧時間最
長的一個小朋友就留在他們家中1年3
個月。

耐心教好「霸道小女皇」
該名女孩在姚家寄養時讀幼稚園高

班，但學習進度較一般小朋友慢，連1
至10及ABC亦未學會。
不過，姚太以聽歌等方式陪她學習，

幫助她慢慢追上進度，默書由最初經常
0分變成後來試過成為全班最高分。
除學業問題外，該名女孩亦有行為問

題，姚先生形容她以前是家中的「女
皇」，「只要親生媽媽做出任何不合她
意的決定，她就要媽媽90度鞠躬道歉，
媽媽也因而患上抑鬱症。」不過，姚先
生之後不時以小故事向她教大道理，要
她學做有禮貌的孩子，若她做錯亦要她

向別人鞠躬道歉，最終令她學懂如何遵
守紀律及尊重他人。

退休續參加：無湊細路「心思思」
姚氏夫婦現時均已退休，但亦繼續參

與寄養服務，姚太指緊急寄養服務並不
困身，兩夫婦在小朋友上學後會如常外
出拍拖，認為參與服務反而令自己的退
休生活更豐盛，指沒有照顧寄養兒童一
段時間後反而會「心思思」，想再次照
顧有需要的小朋友。
社會福利署署長葉文娟昨日亦有出席

頒獎禮，她致辭時指寄養家長一方面讓
寄養兒童體驗「愛」和「信任」，另一
方面亦讓他們的親生家庭有空間解決困
難，度過逆境，最終可重新照顧自己的
孩子，達到家庭團聚的目標。她感謝寄
養家長多年來的無私付出，向暫時未能
由親生家庭照顧的兒童伸出援手，為他
們提供一個遮風擋雨的「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工聯會與廣
東省職業技能鑒定指導中心聯合主辦的「第
十四屆粵港澳專業廚藝大賽2019」將於6月
25日舉行，工聯會榮譽會長林淑儀表示，今
年的廚藝大賽，是《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
綱要》出台後首個比賽，受廣東省及香港政
府高度重視，而作為積極推動粵港澳職業認
證的重要舉措，他們期望中式廚藝是最先作
為大灣區內互認的職業資格。
林淑儀在昨日的記者會上指出，工聯會過

去10多年來一直積極推動國家職業資格技能
考核（國職考），在香港舉辦符合國職考相
關內容和水準的比賽，經工聯會安排的國職
考，至今在香港已發出約6,000張國家職業
資格證，其中有2,700多張屬僱員再培訓局
國職考課程，當中以飲食、美容、美髮為
主。
組委會主任、飲食業職工總會主席郭宏興

表示，比賽可促進大灣區內餐飲業從業員交
流及互相促進、提升技能水準，國家職業資
格證書更得到全球130個國家承認，故此業
界對這項比賽有很高的評價，視比賽為邁向
國際的旋轉門。
此外，工會多年來已為會員發出2,000多

張年資證明，該年資證明獲不少領事館接納
為職業資格憑證，批准可到該國從事相關的
專業工作，大大提升僱員的競爭力。
大賽評判、香港餐飲專業技師（國家職業

資格）協會委員文偉龍表示，廚藝大賽設理
論筆試及實操比賽兩個環節，由內地、澳門
及香港專家組成評審委員會按評分標準作評
審。
組委會成員、香港專業點心師總會主席余

劍雄表示，在實操比賽環節，參加者要在指
定時間完成兩款菜式，當中指定原料自選賽
的食材是豬腩肉，廚師除了要兼顧菜式的
色、香、味，品質、創意、衛生等都會是評
分標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積
金局主席黃友嘉昨日發表新一篇網
誌，指剛推出的一站式「強積金基
金平台」，進一步提升基金資訊透
明度，以促進市場競爭，創造減費
空間，而目前強積金的平均開支比
率是1.52%，與10年前比較下降
了超過23%。他又指，截至今年3
月底，強積金的總資產淨值有
8,933億元，大概相當於政府財政
儲備約12,000億元的七成半，當
中2,525億元，即約28%是已扣除
收費及開支的淨投資回報。
黃友嘉表示，要令強積金資產

繼續創優增值，計劃成員的參與
相當重要，而為讓他們掌握更全
面的強積金基金資訊，積金局多
年來採取了不同措施，如2007
年起公開基金開支比率，並先後
提供不同的個人化網上工具，例
如收費比較平台、低收費基金列
表及基金表現平台等，逐步提升
基金收費的透明度，從而促進市
場競爭，創造減費空間。

他續指，自2012年11月實施
僱員自選安排，截至今年3月
底，市場上已有超過一半即269
個強積金成分基金減費，最高減
幅近六成；自「預設投資」相關
法例於2016年5月通過以來，已
有超過四分一（138個）成分基
金減費，可見「預設投資」為市
場帶來指標作用。而目前強積金
的平均開支比率是1.52%，與十
年前比較下降了超過23%，亦證
明這些措施有一定成效。
黃友嘉表示，剛於上周推出的

一站式「強積金基金平台」，讓
計劃成員更方便比較強積金基金
的收費及表現，並首次披露基金
管理費的主要組成部分，分別為
行政費、受託人費及保管人費、
投資管理費及保薦人費。
在解讀這些「拆細」後的收

費，有助計劃成員了解其投資及
所接受的服務是否物有所值，在
掌握更全面的基金資訊後，作出
明智的投資選擇。

積金平均開支比
10年勁減逾23%

幼子幫湊「弟弟」
一家人更親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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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氏夫婦黎氏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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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氏夫婦過去17年照顧過70名小朋友。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粵港澳專業廚藝大賽
2019將於6月舉行。

▶部分參賽菜式。

■羅致光表示，若等待數據才作出政策
調整，有可能「愈追愈落後」。 網誌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