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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應對新冠肺炎疫情

對基層市民帶來的衝

擊，由香港各界人士成

立的「全港社區抗疫連

線」已連續數周舉行社

區防疫抗疫行動，昨日

再舉行「向大廈保安員

致敬」行動，向全港18

區保安員派發共40萬個

口罩。民建聯立法會議

員李慧琼認為，除站在

疫情最前線的保安人員

需要口罩幫助之外，公

共車輛司機是否有充足

的防疫裝備，也值得大

家正視，並已提出下一

步口罩派發目標，希望

是一眾公共車輛司機。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連線」派罩40萬 致敬大廈保安
陳振彬讚堅守崗位 李慧琼盼贈防疫品助公車司機

■全港社區抗疫連線向18區保安員派40萬個口罩。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攝

團體拍片教基層婦製布口罩自救

■香港組織協會幹事施麗珊表示比賽為鼓勵基層婦女自救之餘，亦能為社會各界伸出援
手。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布口罩製作導師潘萬玲。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
曉輝）新型冠狀病毒疫情
持續下，僱員的工作環境
是否有足夠防疫措施備受
關注，尤其是有機會與確
診者接觸的前線社工。工
聯會香港社工及福利人員
工會一項調查發現，
21.5%受訪社福界同工指
所屬機構並無提供口罩。
而在疫情下，10.1%受訪
者曾被要求放無薪假或扣
薪。工會促請政府盡快推
行支援業界及協助一眾社
福同工的措施，包括提供
足夠及符合防病毒標準的
口罩與防疫用品等。

逾兩成指機構無提供口罩
香港社工及福利人員工會於上月中

旬透過網上及實體問卷中成功訪問了
237名業界同工，以了解在疫情下，
社福機構是否有足夠防疫措施保障同
工，並於昨日發佈結果。調查發現，
21.5%受訪者指機構並沒有為同工提

供口罩，另有10.1%受訪者曾因疫情
而被要求放無薪假或扣薪。工會指
出，結果反映在嚴峻的疫情影響下，
部分同工除面對健康風險外，亦開始
出現經濟壓力。
調查並指，在眾多防護措施中，最

多受訪者(50.6%)認為工作機構應「每
天派發足夠口罩予員工」，其次為
「安排員工輪班工作(如崗位許可)」

（48.1%）及「加密工作
空 間 消 毒 次 數 」
（39.2%），工會希望各
機構應顧及員工健康，如
未能安排輪班工作，亦應
加強各中心的衛生情
況。
工會同時提出多項支

援業界及協助一眾社福同
工的措施，促請政府盡快
推行，包括確保同工必須
提供的服務項目中 ， 要
有足夠及符合防病毒標準
的口罩及防疫用品供應，
以維持服務；設中央輔導
求助熱線，為情緒受困擾

的同工提供支援；為相關機構提供資
源增設視像服務設備；要求各機構不
應扣薪及扣假，保障同工權益；為提
供必須及/或緊急服務的同工，獲額
外每天津貼等。
工會主席鄧家彪同時指出，由於前

線員工有機會接觸大量服務使用者甚
至診確者，促請社福機構必須提供基
本防疫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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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蕊）適逢「三八國際婦
女節」，香港福建社團聯會昨日舉行「同舟共濟共
同抗疫 38萬口罩惠澤社群惠澤鄉親」活動，於
上環文化廣場派發38萬個口罩予婦女及街坊，大
批市民排隊領取，上午11時前已完成派籌。
聯會主席吳換炎表示，疫情初期聯會成立抗疫指
揮部，旨在與街坊市民同舟共濟、共抗疫情。他還
呼籲各位鄉親，疫情期間盡量避免聚會、或到人多
的地方活動，注意個人衛生。

副主席兼秘書長施榮忻說，「自上星期在北角
派發口罩後，幫助到很多居家長者，取得了良好
的效果，因此今日繼續派發。」他表示，目前香
港疫情暫時受控，但口罩仍然短缺，不易購買成
為老百姓的難題，因此未來會繼續在全世界搜羅
抗疫物資，並組織一些捐贈和派發工作，希望幫
助更多的人。
一同到場派發口罩的還有工聯會會長吳秋北，

香港福建社團聯會榮譽主席吳良好、林樹哲等。

工聯會鄧家彪昨日早上
聯同香港福建社團聯會和

一眾義工，在沙田水泉澳邨派發5,000個口罩，紓緩在口罩荒下，基層
市民難以負擔昂貴口罩之苦，冀與大家齊心抗疫、共度時艱。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圖︰受訪者供圖

福建社聯三八婦節派38萬口罩
■香港福建社團聯會於婦女節在全港派38萬個口罩。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一成社工遭扣薪或放無薪假

■「社福同工疫情下工作環境問卷調查」發佈會。

「全港社區抗疫連線」一眾召集人昨日
在上水彩園邨啟動有關活動，向當

值保安人員派發口罩。保安人員接過口罩後
均表示相當開心，有簡姓保安員透露，保安
公司每天向當值員工派發一個口罩，現獲
「全港社區抗疫連線」送贈口罩，可以較充
裕使用，有獲得關心的感覺。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連線總召集人陳振彬
稱讚大廈保安員，在疫情中仍堅守崗位，為
市民提供適當、安全及清潔的服務，承擔社
區防疫的重要角色，需要肯定有關人士的努
力。

另一總召集人張學明則呼籲，保安員在守
護社區的同時，也要保障自身的安全，包括
需經常消毒家居或工作場所，尤其是手部容
易接觸的地方。
李慧琼指出，今次為民建聯第三個周日，
參與「全港社區抗疫連線」，在全港120多
個地區的保安人員，派發抗疫物品及致以慰
問。
她說，本地疫情雖有穩定趨勢，但世界各
地出現不同程度的爆發，籲市民不要鬆懈，
保持高度警覺，由自己做起，做好社區、家
居及個人衛生。

她又說，早前揭發有部分感染個案在公共
交通工具上發生，已向召集人提出連線是否
有足夠物資，關顧該批司機的需要，向他們
派發口罩。
她引述，召集人也同意未來的工作不會停
步，要齊心一起打好這場仗。
此外，「全港社區抗疫連線」因應疫情發

展及市民精神健康需要，於本月5日設立
「抗疫情緒支援熱線」（6773 0564），並
計劃開設直播節目，為受情緒困擾的市民提
供支援，希望香港早日渡過難關，重回正
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新冠肺炎
疫情仍未紓緩，防疫物資價格依然高企，
口罩更是「一罩難求」。有基層婦女因子
女停課而「手停口停」，又無法負擔昂貴
的防疫物資。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和愛連心
基金因此在上月開始合作舉辦「愛心口罩
比賽」，鼓勵近百名基層婦女用衣車或手
工縫布口罩「自救」，並設立數個獎項、
每周派發一次獎金。「愛連心」昨向100
名參加婦女派發材料，預計月中起貨，把
500個口罩套送給基層及有需要人士。
香港組織協會幹事施麗珊以「巧婦難為
無米炊」形容基層婦女困境，表示疫症肆
虐下教育局宣佈停課，婦女要全天候照顧
子女，大多基層家庭都居住在狹小的劏
房，每天與孩子「困獸鬥」，且自己及丈
夫都有機會「手停口停」，令家庭收入大
減，難負擔水漲船高的防疫物資。為幫助
基層婦女，協會上月中起與愛連心基金合
辦「愛心口罩比賽」，鼓勵基層婦女自製
布口罩「自救」。

「愛心罩」網上比賽派獎金
愛連心基金行政總裁梁倩亙表示，雖然
有很多善心人捐贈物資，但發現「捐多多
都唔夠」，故發起眾籌並籌得10萬元，
與社協合辦「愛心口罩」網上比賽。比賽
先以影片方式教導約100名婦女在家自製

布口罩套，並拍照展示成果。比賽設5個
獎項，每周派發一次獎金，每項獎金500
元。為幫助其他基層人士，她表示將聯同
100名參加婦女製作近500個布口罩，本
月起貨並送贈有需要人士。
製作布口罩的導師潘萬玲表示，農曆新

年回港後疫情嚴峻，家裡僅剩下12個口
罩，丈夫及兒子都需要外出工作，只好每
天留在家裡節省口罩使用，她亦曾經在早

上六七時到附近商店排隊買口罩，可惜都
空手而回。由於她曾當裁縫，家裡有大量
布料，故開始製作布口罩。自「愛心口
罩」比賽開始，她便透過拍片教導參加的
婦女製作，亦搜羅不同布料及材料裁剪至
合適材料包，分配予不同婦女。她指現在
設計的布口罩可把外科口罩放進隔層，每
次外出後只要清洗布口罩，裡面的外科口
罩就可多用數次，且原本鐵線的位置以橡

筋代替，方便清洗。
鄭女士育有一名8歲患過度活躍及專注

力不足的兒子，而她以前做兩份兼職，每
月收入3,000元左右以幫補家計，但現在
每月僅靠丈夫1.2萬元收入維持，根本入
不敷支，種種壓力令她每晚輾轉難眠。她
表示參加比賽後，找到心靈寄託，「能夠
學會針線又能有獎金，當然開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新冠
肺炎疫情爆發以來，醫護人員面臨多
重考驗，除在隔離病房照顧確診病人
外，還有檢驗人員為隔離檢疫者採集
樣本。一名自願到駿洋邨檢疫中心採
樣工作的醫護人員表示，保障香港公
共衛生，是港人的使命。
本身在東區醫院急症室工作的護士

林卓賢，昨日出席電台節目時表示，
他自願報名到火炭駿洋邨檢疫中心，
為湖北返港人士抽血及採集鼻咽樣
本，認為可以學習在特別環境下工
作。他並指出，有關工作可保障香港
公共衛生，自言有關的使命感令他到
高危區工作。
他又表示，有部分回港的港人因在

湖北逗留一段時間，情緒較為低落，
他要在抽血或抽取樣本過程中紓緩他
們的情緒。
另一名屯門醫院護士負責在駿洋邨

協助為檢疫者抽取鼻咽分泌物，她在
節目中表示在最前線工作，防護裝備
充足，加上醫管局總部事前亦有派員
視察工作環境，因此不太擔心受感
染。
醫院管理局總護理行政經理潘恩榮

指出，發出招募人員到駿洋邨工作的
訊息後，很快便有足夠同事表示自願
參與，他對醫護的使命感致敬。
他又說，醫護首日在駿洋邨工作，

由於環境較陌生，要多花時間摸索，
幸好第二天工作就上了軌道。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鄭
泳舜（阿舜）早前赴日
支援滯留「鑽石公主
號」郵輪的港人，昨日
終於完成 14 天的監
察，並隨即與九龍西的
黨友到深水埗向保安人
員派發口罩，冀他們在
執行職務時，也能有足
夠的防疫設備，並祝大
家身體健康。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圖︰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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